
25W×2 I C功放制作 
陆金根 

许多音响音乐爱好者往往对 

IC功放不屑一顾。他们认为Hi- 

F i功放非分立元件设计制作不 

可。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偏颇。诚 

然，分立元件功放的性能和音质 

确实非IC功放可比。但这是从终 

极的性能和音质以及不计成本为 

前提的说法。 

事实上，现行业余设计制作 

的不少分立元件功放的性能和音 

质，由于没有测试仪器，其性能究 

竟达到什么水平很难说。由于没 

有测试仪器参与调试，同样的一 

个放大电路，其性能因制作水平 

而异 ，有时更不可同 日而语。 

再说，在成本相当的条件下， 

要设计出一款性能和音质优于IC 

功放的分立元件功放 ，对专业设 

计师来说决非易事 ，对业余爱好 

者来说更是难上加难。而采用 IC 

制作功放，其基本性能是易于保 

证的，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因此我们认为，若以学习设 

计和钻研放大器技术为主要 目的， 

制作分立功放是必由之路。如果 

以欣赏音乐为主要目的而又不想 

购买商品功放者，显然以制作IC 

功放是首选。长期以来，有不少IC 

功放就是为 Hi-Fi而设计的，它 

们失真低，工作稳定可靠，元件 

少，成本低，容易制作。其音质完 

全能够满足 Hi-Fi欣赏要求，配 

合电脑欣赏音乐，无论性能还是 

音质更是绰绰有余。 

本 文 向读 者 介 绍 采 用 

LM1875制作 25W ×2功放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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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设计考虑及制作技巧和主要测 

试性能，帮助大家用好 LM1875。 

LM1 875是美国国家半导体 

公司 (NS)在十多年前推出的性 

能优异的单片集成功率放大器件。 

它的主要参数见附表。 

NS公司推荐的典型应用电路 

如图 1所示。用 ±30V供电时， 

8 Q负载上最大输出功率可达 

30W。用±25V供电时，在4 Q或 

8 Q负载上 ，20W输出时总谐波失 

真为0．015％。IC芯片内具有短路 

保护、过热保护、限流保护等功 

图 1 LM1875应用电路 

附 表 LM1875主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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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工作安全可靠。例如，芯片温 

度达到170~C，过热保护即开始工 

作，当温度降至145℃则重新进入 

正常工作。但如果温度再度升高 

时，在达到 150~C (而不是最初开 

始的170~C)过热保护便开始启动。 

LM1875采用小巧的T0—220 

封装、共5根引脚，正面外形如图2 

所示。其背面为芯片自带的一块 

小散热板 ，为外装大散热片提供 

足够而良好的热接触面积。在本 

电路中应用时，两者之间必须垫 

以电绝缘片，以防短路。实际上 

LM1 875自带的小散热板是与负 

电源端子一U (引脚3)相通的。所 

以只有当LM1875采用单电源供 

电时，一U 才接地，因而LM1875 

与外装的大散热片之间无需垫绝 

缘片。 

一

． 电路简介 

整机电路如图3所示 ，包括 

左、右声道放大电路和共用的电 

源、开关机延时电路。 

1．放大电路 

由于目前环境的电磁干扰日 

益严重，为了避免捡拾高频干扰 

噪声影响放音质量，因此在输入 

端子处接入R501、C501，限制不 

必要的通带宽度，防止输入导线 

电源电压范围 20～60V 

静态电流 70mA 

直流输出电平 0V 

输出功率 (RL=4 Q) 25W (THD=1％) 

THD (20W，lkHz) 0．015％ 

输入阻抗 1M Q 

功率带宽 70kHz 

增益带宽积 5．5MHZ(fo=20kHz) 

开环电压增益 90dB 

转换速率 9V／u S 

输出电流 3A 

工作温度范围 0～70℃ 

o 
LM1875 

军 。 

1 2 3 4 5 

图 2 LM1875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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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整机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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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天线一样接收杂散干扰信号。 

输入信号经音量控制后进入 

IC放大电路。IC外围电路元件是 

通过试验之后确定下来的。它与 

图1推荐电路的主要区别是负反 

馈回路去掉了隔直电容(22 F)。 

或者说，图1推荐电路采用AC(交 

流)放大形式，而图3应用电路则 

更接近DC(直流)放大形式。通 

过试验发现，采用 AC放大形式 

时 ，输出失调电压有 50mV，经过 

数秒钟之后才消失。而去掉负反 

馈隔直电容后，却没有发现输出 

失调现象，这表明，采用这种“准” 

DC放大形式是可行的。这样一 

来，低频响应只取决于IC同相输 

入端的隔直电容，把它的容量提 

高到47 F，低频截止频率下降 

到0．2Hz，几乎具有放大直流信 

号的能力。 

图 1电路 IC输出端的 RC串 

联网络 (1 Q和0．22 F)是相位 

补偿元件。为了取得更稳定的工 

作条件，图3电路中添加了一只补 

偿电感 (0．7 H)。由于该电感 

的加入，可使上述RC网络中的R 

值取得较大 ，而减小 C值 ，即改 

用 10Q和0．01 F。补偿电感L1 

可用漆包线在直径为 12mm的 

圆棒上绕7T脱胎而成。安装在印 

板上后应涂布胶水以防线匝振动 

影响音质。 

在本机输出的扬声器端子处 

接有串联的RC元件 (1000pF和 

100 Q)，作用是防止输出信号通 

过扬声线馈线反射回来。 

2．开关机延时电路 

开关机时IC输出端会出现 

DC电位而产生噪声，故需要加入 
一 个开关机延时保护电路 (见图3 

中间部分电路)。其工作过程简单 

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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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左边D201、D202、C205 

对电源变压器二次侧 12V ×2绕 

组作全波整流和滤波 ，取得的直 

流电压单独为保护电路供电。其 

中Q202和Q203晶体管则由稳压 

IC201稳定后供电。接通电源开关 

后瞬间，0201～Q203三管的集电 

极都加上了供电电压，但它们的 

导通情况则不同。 

首先注意到Q201的基极之 

前接有两只大容量电解电容器 ， 

因此开机的瞬间Q20 1基极电压 

为0而处于截止状态。但因0201 

集电极即 0202的基极处于高电 

位而使Q202导通，(其集电极供 

电电路中串入的红发光二极管 

LED501发光)。与此同时，由于 

Q202导通，其集电极电位HpQ203 

基极电位很低，不足以使Q203导 

通，故继电路RL201未吸合，即 

LM1875输出端处于断路状态。 

经过约 5秒钟后，0201基极 

电位因电容不断充电而上升到一 

定程度后开始导通，引起Q202截 

止，因其集电极电位升高而使 

Q203导通，继电器 RL201吸合， 

LM 1 875输出信号即加到扬声器 

输出端子上，使外接扬声器放音。 

同时串于 Q203集电极供电电路 

中的绿发光二极管LED502发光， 

而红发光二极管LED501熄灭，表 

示整机进入正常状态。LM1875的 

最大输出电流可达3A，因此应该 

选择具有相应触点电流容量的继 

电器RL201。 

3．电源电路 

本机电源十分简单。左、右声 

道共用一只电源变压器和一组整 

流滤波网络。也许有发烧友认为， 

采用左、右独立电源效果更好。不 

过实际情况不一定如此简单，因 

为采用两组电源时 ，也常因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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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比较复杂，不易确定的影响 

因素颇多，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 

本机共用一组电源反而简单易于 

处理。如果处理得当，注意布线 ， 

效果也不错。为此希望注意以下 

各点。 

首先，电源变压器二次侧绕 

组容量不小于AC 20V ×2／1A。 

从音质考虑本机实际使用24V× 

2／2A的变压器，取其20V×2抽 

头使用。实际效果是 8 Q负载下 

(1kHz、双声道同时工作)可输出 

25W ×2功率。20Hz时也可达 

23W × 2。 

整流二极管D101一般可取 

4A的桥堆，本机采用 6A电流容 

量的。 

滤波电容器选用 4700 F／ 

35V的已足够。当然，容量大，有 

利于提高低频输出功率。不过 

4700 F／35V的电解电容器的外 

形尺寸看起来显得小了些。出于 

心理作用，本机选用 6800 F／ 

35V的，看起来稍显 “霸气”，令 

人信心十足。 

还要注意一点，本机所用电 

源变压器二次侧两个绕组应该相 

互独立。换言之，其中心抽头应该 

在线包外可以分开的 ，这是为了 

适应本机地线布线的要求。 

最后 ，在电源变压器一次侧 

安排了3个电源插座，这是为配合 

本机使用的其他音响设备提供交 

流电源所用。如果觉得3个过多， 

可以省去一二个，但切勿全部省 

去。这种布置在Hi-End功放中 

很常见，主要目的是减小音响设 

备之间的环路干扰。 

二 制作调试 

如上所述 ，本机虽是一个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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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并不大的小制作，但是制作中 

的 “门道”并不少。以往这类IC 

功放，电源和左、右声道功放一般 

是合用一块印刷电路板 ，有的甚 

至把保护电路也放在一起。本机 

从音质考虑共用4块印板(如图4、 

图5所示)。其中电源、保护电路 

各一块，左、右声道也各一块。放 

大部分印板为 25×75ram，整流 

部分为50ram ×75ram，保护电路 

印板为45ram ×75ram。LM1875 

要安装带翼片的散热片，它的长 

度与印板长度相同，翼片的宽和 

高约为40ram (根据机箱大小尽 

图 4 功率放大器和电源部分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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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保护电路印板 

量取大一些)。先设法把印板固定 

到散热片上，再把散热片固定到 

金属机箱的底板上，利用底板进 
一 步加大散热面积，如图6所示。 

本机接线主要是地线的布置 

十分重要 ，务必参照图3进行。本 

机有两个接地点。信号地安排在 

左、右声道信号输入端子处。为 

此，可在靠近输入端子之间安排 
一 小接线支架 ，接线支架的固定 

螺丝与后面板之间用一铜箔垫片 

作为接地焊片，铜箔片与底板之 

间务必确保彻底清洁，然后用螺 

丝加以紧固。R501、C501、C502 

和R502就装在支架和接地片上。 

输入信号屏蔽线也在此接地。音 

量电位器接地引脚应通过屏蔽线 

(外层)与印板地相连。 

第二个接地点——电源地安 

排在本机输出端之间。具体做法 

同上。C503、R503、C504~IR504 

直接安装在支架与接地片上。另 

外，整流滤波电容 C101和 C102 

外壳 (“一”端)不应与底板有电 

气接触 ，它们要用两根较粗软线 

与电源地相连。电源变压器中心 

抽头 (0V点)也应分别用两根较 

粗软线与电源地相连。保护电路 

印板地线也要用线接到电源地。 

总之 ，务必按图3N示地线接地方 

式布线。这样才能较好减小信号 

和电源、左右声道地线之间的串 

扰。 

三．性能和音质 

以往制作 IC功放 ，尤其是 

LM 1 875这种功率不很大的功放， 

都不很注意测试其性能。虽说 IC 

功放的性能主要由芯片本身来保 

证，但实际性能究竟达到了什么 

水平往往并不了解。因此，如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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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主要元器件布置 

测性能与芯片本身性能差距较大， 

往往不是去检查应用设计中是否 

存在问题，而是怪罪IC本身音质 

本来就有什么问题。这当然并不 

公平。 

本机实测增益27dB，两个声 

道同时工作，输入635mV时，8 

Q负载上输出 14．2V，合输出功 

率为25W。 

图7为频率响应，从5Hz～ 

50kHz完全平直，l50kHz时为 
一 1．5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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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频率响应 

图8为总谐波失真曲线(左声 

道，右声道与此十分相似 )。20W 

输出时 20Hz、lkHz和 20kHz失 

真基本上<0．1％，十分优良。在 

《 
输出功率 ／w 

图 8 总谐波失真曲线 (左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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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方波响应 

当本机连续输出正弦波功率 

超过20W时，芯片内过热保护功 

能及时启动，从而形成间歇输出 

状态。不过实际的音乐信号属于 

非连续信号，即使瞬时功率超过 

20W ，保护电路也不致启动，因 

而不会影响音乐信号的连续放音。 

曾用调频广播电台之间的噪 

声连续驱动本机检测各处温升情 

况 。在 室温 2 7℃ 、输 出 电压 

±15Vp-p的条件下，LMl875本 

身散热板处温度为82~C，整流桥 

堆的温度为 50~C，电源变压器上 

部温度为38~C，三端稳压IC上部 

温度为45℃。然后加大输入噪声 

信号(音量电位器向右旋)使本机 

H 一F 实 验 室 垫  

输出进入削波状态，过热保护启 

动后，输出连续3秒钟，然后停止 

1秒钟，以此反复，但不会引起上 

述各点温度的变化。在一般正常 

聆听条件下，LM1875本身散热板 

温度大致只上升到 55℃左右。由 

此可见，本机工作时稳定性和安 

全性是没有问题的。 

测试 了本机输出噪声。在输 

入不加信号的情况下，音量电位器 

开到最大，左声道输出端子出现 

400 V噪声电压。通过观察波形 

发现是交流声成分。用手触摸输 

入信号线 ，上述噪声电压未变化。 

右声道的输出噪声一般较低 ，约 

350 V。这显然来 自电源变压器 

漏磁的影响。由于右声道离电源 

变压器较远，感应也较少。如果把 

电源变压器移到机外并旋转90。， 

左右输出噪声电压即降至l80 V， 

且波形中交流声成分消失。 

还用铜箔对电源变压器线包 

加以双层短路屏蔽 ，噪声降低效 

果不十分明显。综上所述 ，在这样 

的小型机箱内，要想进一步减小 

噪声是比较困难的。 

本机音质通透流畅，低频表 

现令人印象深刻。这与电源充沛 

和采用了 “准”DC放大形式有很 

大关系。本机曾带到友人家去试 

听。当友人家的前、后级放大器的 

后级切换到本机时，音量是轻了 

些 (前级音量电位器未变)，但是 

只要把本机音量电位器加大一些， 

即能欣赏到响度充分的音乐节目。 

而且在前、后级放大器中听到的 

声音，切换本机后，想听的声音都 

能听得到。 

总之，只要 25W ×2的功率 

输出能够满足使用要求，LMI 875 

的声音是能够满足大多数音乐爱 

好者欣赏 Hi-Fi音乐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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