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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模电综合实验的几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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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音响放大电路为例，介绍了在指导学生实验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及解决方法，涉及到功能模块

的设计原则、调试技巧和故障查找方法，指出了该实验对应的相关基础理论知识点，为同类实验的开设提供

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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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a comprehensive simulation and electronics experiment

SHE Sheng-neng

(School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Yangtze University，Jingzhou 434100，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audio amplifier circuit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ncountered

problems in guiding students to perform experiment and searching solutions．It relates to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functional modules，debugging skills and troubleshooting methods．And the relevant basic

theory knowledge of experiment has been pointed out．It provides a reference to the same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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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电路的主要知识点在几个基础单元实验中

得到了仿真和验证，学生从实验中学会了基本的操

作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锻炼了动手能力，加深了

对基础理论的认识。为了让学生建立电子系统的概

念，学会分析调试一个完整的电子系统，并具有初步

的查找故障的能力，我们以一个简单的音响放大电

路为对象，在做完所有的基础单元电路实验后，对学

生进行了电子电路综合调试能力的训练¨。2J。该音

响放大电路涵盖了模拟电子技术的几个主要的知识

点如前置放大、信号运算、模拟滤波、功率放大等，还

有前面实验中没有涉及到的频率补偿、去耦降噪、阻

抗匹配，以及在强弱信号共处时如何恰当选择各级

的接地点。学生还能从该实验中学会联调复杂的电

子系统。

1 音响放大电路的组成

音响放大整机电路框图如图l。可分为话放

(前置放大器)与混放级(信号运算)、音调控制级

(滤波器)与功放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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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音响放大整机电路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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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音响放大电路增益分配的特点是：各级增益

大体均分，话放级增益5dB较小，主要任务解决输

入信号的阻抗匹配。音调控制级主要任务是音调调

节，在电位器居中时增益为零，但在增益衰减调节时

为-20dB；在增益提升调节时为20dB。由于普通运

放的上限频率较低，增益较高则上限频率更低∞J，

有利于消除高频干扰，因此采用运放驱动大功率管

电路可采用此增益分配。

2各级电路功能及调试注意事项

2．1话放级(前置放大器)

话放级的电路如图2前半部分。通过话筒输入

的信号，一般信号幅度很小(5毫伏)，且常常伴随有

较大的噪声【4J。对于这样的信号，第一步通常是采

用前置放大器先将小信号放大。这个放大的最主要

目的不是增益，而是提高电路的信噪比；同时前置放

大器电路能够分辨的输入信号越小越好，动态范围

越宽越好。前置放大器输入阻抗应远大于话筒的输

出阻抗，可采用输入阻抗较大的同相放大器。在接

人扬声器联调时自激噪声较大，可在此运放的输出

端与反向输入端间接入一个0．01uF的电容来消除

自激，也就是破坏自激的相位条件”J。单独调试该

单元电路时，为方便观察波形，要求学生不要拘泥于

5毫伏的输入信号，可从信号源输入数百毫伏正弦

波，以放大器的输出波形不失真为宜。

图2话筒信号放大电路和混放电路

2．2混放电路(信号运算电路)

混放电路如图2的后半部分。它实际上就是理

论课中讲到的加法运算电路(6]，它在音响放大器中

的作用是把来自话筒的语音信号和来自伴奏带的音

乐信号在这里混合。因为前置放大器的主要作用是

进行阻抗匹配，所以混放还担负着电压放大的任务，

选择硒的值可以得到需要的放大倍数。单独调试

该级电路时，要求学生先将c4左端接地，把信号源

的输出从c：3左端引入，观察该级的输出波形，调整

瞄的大小，直到放大倍数符合要求为止。伴奏信号

的放大倍数调整也采用同样的方法。

2．3 音调电路(滤波器)

音调电路如图3。音调控制主要是控制预调音

响放大器的幅频特性，它只对低音频与高音频的增

益进行提升或衰减，因此，音调控制电路可由低通滤

波器与高通滤波器组成。图中RPl为低音控制电

位器，其滑动端向左调向音调电路输入端为低音提

升，向右调相向输出端为低音衰减。RP2为高音控

制电位器，其滑动端向左调向音调电路输入端为高

音提升，向右调相向输出端为高音衰减。

高音、低音控制电位器RPI与RP2均置中端，

则音调电路的增益为0dB(Au=1)。输入信号／／,；

(=100mV)从音调控制级输入端的耦合电容加入，

输出信号配。从输出端的耦合电容引出。先测1kHz

处的电压增益A∞，(设定指标为A∞=OdB)。再分别

测低频特性和高频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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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音调控制电路及音调控制曲线

图4 单电源供电运放驱动功率管的OTL电路

测量低频音调特性时，将高音电位器居中(要

求学生把RP2从面包板取下，使滑动端与固定端的

电阻为50千欧)，低音电位器RPl滑臂分别置于最

左端和最右端(只需交换两个固定端的位置)，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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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频率从20Hz至1kHz，记下对应的电压增益。

测量高频音调特性时：则将低音电位器居中，将

RP2的滑臂分别置于最左端和最右端，频率从lkHz

至30kHz变化，记下对应的电压增益。

最后绘制出音调控制特性曲线，并标注与^。、

正√&‘(1kHz)^。√-H。、，之等频率相对应的电压增
益。

2．4 功率放大电路

功率放大电路如图4所示。在调试该级电路

时，先要求学生不接D2、D3和RWl，当从信号源输

入正弦波时观察输出波形，此时存在交越失真现

象【71。接人二极管后再观察输出波形，并对比不同

的反馈电阻(改变RPF)时输出波形的非线失真情

况，让学生理解反馈深度如何改善非线性失真喁J。

当D2、D3开路时，极易导致9012、9013烧毁，在通

电前要求学生逐点测试从9013的基极到9012的基

极之间是否有开路。

在完成各级单元电路的调试并满足设计要求

后，就可以将每级连接起来进行联调了。由于前置

级的弱信号和功放级的强信号共处于一块面包板

上，负载电流易通过电源线干扰前置级，使输出波形

不理想，这在学生的联调中经常出现。这种问题的

产生客观上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感受电子系统干扰的

机会。

在实验教学过程中，为了让学生明白干扰是由

大负载电流引起的，要求他们先断开10欧姆负载观

察输出波形，此时的波形大都很完美，一旦接入10

欧的负载电阻，波形就产生了失真甚至看不到稳定

的波形。

给学生提供两种消除干扰的方法：一是将功放

级前所有单元电路的地线连在一点后接至电源负

极，功放电路的地线也直接引至电源负极，第二种方

法是不改变地线的连接方式，在功放级的电源入口

处接一10微法的电容。采取这些措施后，输出波形

立刻变得完美起来。

将lo欧负载电阻用扬声器替代后，可能会发出

啸叫声，给学生说明这是由自激引起的，要消除啸叫

声，只需破坏相位条件，可在前置级的反馈电阻上并

联一个O．01微法的电容‘乳10J。

3 总结

音响放大电路实验是对模拟电子技术中几个主

要知识点的综合应用，它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设计

电子系统的能力，也能够锻炼他们调试大电子系统

的能力，实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能加深学生对基础

理论知识的理解，如单个模块功能正常，整个系统不

一定可以正常工作，还存在强弱信号的相互干扰问

题；测试模块功能的信号不能采用实际应用中的信

号大小，因不能方便地用示波器观察。学生调试电

路排除故障的过程就是动手能力的提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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