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揖提示铱 这是一篇介绍维修 GE 400PRO 型 B 超机硬盘维修技巧尧
经验的文章遥 该机经常发生硬盘故障袁 因医疗设备的维修费用相当昂
贵袁 一块写入数据的硬盘厂商报价为 12000 余元 渊维修人员私下报价
为 6000 余元冤袁 所以本文介绍的硬盘维修方法有极高的实用性遥

该 B 超机不能操作袁 屏幕显示 SICI 错误袁 询问操作人员得知袁 该
机以前经常出现 野死机冶 现象袁 这次在操作中突然冒出一股有异味的
烟后袁 就不能操作了遥 因有烟冒出且有较强的异味袁 怀疑有元器件烧
坏遥 因显示 SICI 错误的字符袁 怀疑硬盘或其供电电路发生故障遥 检测
硬盘的供电系统正常袁 怀疑硬盘内部异常遥 拆机后袁 发现此机使用了
普通的 2B020H1 渊20G冤 IDE 硬盘袁 通过转接线接到 SICI 硬盘接口遥
拆 开 硬 盘 仔 细 检 查 袁 发 现 电 路 板 上 的 SOP8 封 装 的 芯 片 U506
渊PNH210T冤 有明显烧痕袁 确定它已经损坏遥 硬盘电路板的修复率是
很高的袁 于是考虑购买一块相同的硬盘袁 采用更换电路板的方法进行
修复遥 于是袁 网购了一块 MAXTOR 渊20G冤 的 IDE 硬盘袁 收到后发现
型号不对袁 网购的硬盘型号是 32049U3袁 网购时只考虑硬盘的容量和
品牌袁 没有考虑到具体型号的差异袁 所以网购后无法直接代换浴 对照
两块硬盘袁 发现电路结构基本相同袁 都有 7 只 SOP8 封装元件袁 编号
也基本相同遥 只是 2B020H1 硬盘上的 U501耀U506 采用 PNH21OT袁 而
32049U3 采用 FDS69691A袁 另外一块 SO8 封装的都是 7805 稳压块袁
PNH210T 的内部结构与主要参数如附图所示遥 而 FDS6961A 对应的主
要参数分别为院 I D=3.5A VDS=30V袁 在 10V 和 4.5V 时的内阻分别为
90m赘 和 140m赘袁 参数很接近袁 并且管脚排列也相同袁 说明可以互换
使用遥 于是袁 果断的焊下 FDS6961A袁 来替换已烧坏的 PNH210T遥 为
了防止意外袁 将维修后的硬盘拿到有 IDE 接口的老电脑上试机袁 在
CMOS 里可以发现 2B020H1 的设备袁 而维修前此硬盘在该电脑上试机
时无法找到袁 说明已修复成功遥

揖提示铱 因为采用了非 WINDOS 分区袁 所以普通电脑在 WINDOS
下无法看到这种硬盘的盘符袁 只能在 COMS 里看到硬盘遥

此机曾经花了 6000 元换过一块硬盘遥 该机设计为 SICI 工业用硬
盘袁 实际使用了普通的 IDE 硬盘遥 因此袁 导致硬盘易损遥 为了便于维
修该故障袁 决定将硬盘克隆下来袁 利用 20G 的 ST320014A 希捷硬盘
在 PE 环境下进行硬盘克隆操作浴 渊注意袁 一定要分清楚源盘和目标
盘浴冤遥 在选择源盘时袁 选择型号为 2B020H1 的有数据的硬盘袁 目标盘

为新购的未分区的硬盘遥 具体操作是关机后袁 对两块硬盘
分别进行设置袁 通常源盘已经设置成了主盘袁 如果没有设
置成主盘袁 可以参考硬盘设置提示袁 通过跳线帽将源盘设
置成主盘 渊MASTER冤袁 目标盘设置成从盘 (SLAV)遥 然后袁
挂在同一根 IDE 数据线上袁 其中主盘接末端数据接口袁 从
盘接中间的数据接口遥 这样袁 在 PE 中通常会显示源盘为磁
盘 0袁 目标盘为磁盘 1 渊没有安装其他源盘的情况下冤袁 USB

启动设备通常会显示为磁盘 2袁 同时显示为可移动
磁盘遥 这样袁 不容易搞错袁 克隆完毕后袁 注意将目
标盘的跳线帽设置到主盘位置遥 试机袁 克隆盘无法
使用袁 源盘可以正常使用袁 显然袁 试图使用克隆的
办法复制系统信息是不可行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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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现象院 一台美的 C21-RH2101
型电磁炉开机时有报警声袁 放锅具后不
加热袁 若将锅具移开则出现不报警冶遥

揖提示铱 美的 C21-RH2101 超薄型
电磁炉主电路板是在 TM-S1-01E 型电
路板上升级而成遥 改进后使加热效率提
升至 90%尧 待机能耗降为 2W 左右遥 单
片机 U1 采用的是 22 脚三洋超级芯片袁
它内部不仅集成了 CPU 电路袁 而且集
成了电磁炉所需要的检测尧 保护和驱动
电路 渊其中涌保护电路的取样电压改为
低尧 中尧 高分段分别送至 U1 进行识
别)遥

分析与检修院 通过故障现象分析袁
怀疑故障范围在电源电路尧 LC 振荡尧
同步电压比较尧 驱动放大尧 电网电压检
测尧 浪涌保护电路遥

首先袁 测 C4 渊5滋F/400DC冤 两端电
压为 305V袁 测 EC28 渊220滋F/25V冤 两
端电压为 18V袁 再测 C22 渊100滋F/16V冤
两端有 5V 电压袁 说明电源电路正常遥
接着袁 焊开加热线圈盘两端的接线袁 通
电后用指针万用表 250V 直流电压挡测
IGBT 管 C 极对地电压能快速升至 43V
后又降至 0.2V遥 此时袁 焊好加热线圈
盘, 让该机进入待机状态后袁 测 U1 余
脚 CMP1IB (即同步电压比较电路的
V+端) 有正常的 2.3V 取样电压袁 再测
U1舆脚 CMP1IA 渊即 V-反相输入端冤
有正常的 2.2V 取样电压遥 测 U1輥輴訛脚
CMP6I 输入的浪涌保护 V+取样电压为
4.2V 渊正常时为 3.4V冤袁 说明该电路异
常遥 能导致 U1輥輴訛脚电压上升的原因有院
取样电阻 R71尧 R75 的阻值变小袁 分压

贴 片 电 阻 R79 开 路 或 二 极 管 D12
渊1N4148冤 反向漏电遥 断电后袁 用电阻
R伊10 挡在路检测时袁 发现 D12 反向漏
电遥 更换 D12 后袁 故障排除遥

例 2院 一台美的 C21-RK2102 型电
磁炉故障现象是通电后机内电路板发出
野吱吱冶 响声袁 当按下开机键将锅具放
在炉面加热时发现 野报警不加热冶曰 若
再将锅具移开袁 会出现 野提锅不报警冶
现象遥

揖提示铱 美的 C21-RK2102 的单片
机 U101 采用三洋公司的电磁炉专用芯
片 HIGHAY09A遥 HIGHAY09A 的引脚
电压如附表所示遥

分析与检修院 通过故障现象分析袁
怀疑故障部位在电源电路尧 同步电压比
较尧 锅具检温尧 IGBT 检温尧 电网电压
检测尧 浪涌保护电路遥

检修时袁 测 C4 渊5滋F/400DC冤 两端
有+310V 左右电压袁 测 EC301 渊220滋F/
25V冤 两端有+18V 电压袁 再测三端稳压
器 U103 输出端有+5V 电压袁 说明电源
电路正常遥 测同步电压比较电路的 V+
取样电阻 R16 (820k赘/1W) 下端对地
有正常的+40V 电压袁 测取样电阻 R19
(150k赘/1W) 下端 (即 U101 同相输入
端淤脚 ) 有正常的+1.1V 电压袁 测 V-

取样电阻 R14 (240k赘/1W) 下端对地电
压为正常的+150V袁 再测 U101 的反相
输入端于脚 渊也可测外接贴片电阻的引
脚) 有正常的+1V 电压遥

随后, 测锅具检温电路的取样电阻
RT2 上端对地有+5V 电压袁测 U101輥輱訛脚
输入炉面温度检测电压 TMAIN 为正常
的+0.4V袁 测 IGBT 检温电路的取样电阻
RT3 上端对地有+5V 电压袁再测 U101余
脚输入的 IGBT 的检测电压 TIGBT 为
+4.4V袁说明温度检测电路正常遥

测电网电压检测电路的取样电阻
R10 (240k赘/1W) 上端对地有+195V 电
压袁 再测 U101 輥輰訛脚 (即 VIN冤 V+同相
输入端取样对地电压仅为+2.5V 渊正常
时为+3V冤 ,说明浪涌保护电路异常遥 检
查该电路时袁 测取样电阻 R13 (240k赘/
1W) 上端对地电压为+195V袁 接着测
U101 輥輴訛脚 (即 SUR冤 V+同相输入端对
地电压为+1.8V 渊正常时为+1.4V冤袁 怀
疑加速电容 C7 渊102/500V冤 漏电遥 断电
后袁 焊下 C7 用 R伊10k赘 挡检测袁 发现
它已严重漏电遥 更换 C7 后袁 故障排除遥
C7 漏电后使浪涌 V+取样电压上升, 被
U101 检测后实施市电浪涌大保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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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新型电磁炉炉故障检修二例

例 1援加热
约 15 分钟，突
然 机 内 发 出
“啪”打火放电
声，并伴随一
股焦味，指示
灯熄灭

分析与检
修院 根据故障
现象分析袁 该
机发生了严重
的 短 路 故 障 遥
怀疑故障部位
在 市 电 滤 波 尧
300V 供电活高
频 谐 振 电 路 遥
根据实物绘制
出 相 关 电 路 袁
如附图上半部分所示遥

检查发现熔断器 FUSE 熔断袁 说明
该机存在严重短路故障袁 断电袁 检查
IGBT尧 整流堆 BD1 击穿袁 接着查出
IGBT 的 G 极所接的保护稳压二极管
DW1 也击穿袁 检查其他元件正常袁 更
换 IGBT尧 BD1尧 DW1袁 为了防止意外袁
在 FUSE 的位置上串入 60W/220V 白炽
灯后试机袁 灯泡微亮后熄灭袁 说明短
路故障排除遥 拆掉灯泡袁 更换 FUSE
渊12.5A/250V冤 后袁 故障排除遥

例 2援通电不开机，不加热
分析与检修：根据故障现象分析袁

故障多发生在低压电源电路尧 微处理
器电路遥 低压电源的实绘电路下半部
分所示遥

通电后袁 测 EC203 两端无电压袁
而 C4 两端有 310V 电压袁 说明 300V
供电电路正常袁 故障发生在低压电源
电路内遥 该机的低压电源电路采用的
是由开关电源芯片 U102 渊SM7012冤 为
核心构成的串联型他激式开关电源遥

AC 220V 市电电压经 D1尧 D2 整
流袁 D6 隔离袁 R33 限流 渊兼作过流保
护冤袁 EC401 滤波后得到的 300V 左右

直流低压加到 U102 的虞耀余脚袁 使
U102 工作袁 控制 L2 产生感应电动势遥
L2 初级绕组输出的脉冲电压一路经 D7
整流袁 EC104 滤波后袁 不仅为 U102 供
电袁 而且利用 DW2 为 U102 的盂脚提
供稳压检测信号曰 另一路经 D8 整流袁
EC301 滤波袁 R30 限流后袁 EC203 滤波
产生+18V 电压袁 为风扇电机供电遥 L2
次级绕组输出的脉冲电压经 D11 整流,
EC202 滤波产生+8.2V 电压遥 该电压经
三端稳压器 U103 稳压后输出+5V 电
压遥 该电压经 C20尧 EC201 滤波后袁 为
超级芯片 U101 及其他保护尧 控制电路
供电遥

检修时袁 先测+19V 供电检测点有
18V 电压袁 说明开关电源已工作遥 测
+5V 检测点无电压袁 说明 U103 或其供
电电路异常遥 此时袁 测 U103 的 IN 端
无 8.2V 电压袁 怀疑 D11 或线路板开
路遥 在路检测 D11 时发现它已开路袁
用快恢复整流管 UF4007 更换后袁 故障
排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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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 C21-RK2102 型电磁炉故障检修 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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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维修版 叶电子
报曳 介绍各种电器维修
技能的版面袁 除彩电之
外这里囊括了所有家
电尧 办公设备尧 医疗器
材等电器的维修知识遥
选题大多是各行各业具
有普遍性的电器产品遥
诸 如 院 1. 白 色 家 电 袁
包括电冰箱尧 空调器尧
洗衣机等曰 2. 小家电袁
包括厨用尧 取暖尧 纳
凉尧 学习尧 清洁尧 照
明尧 娱乐尧 保健等曰 3.
办公用品袁 包括打印
机尧 扫描仪尧 传真机尧
复印机等曰 4. 医疗设
备袁 包括心电诊断设
备 袁 B 超机 尧 CT 机 尧
消毒机尧 医用加湿器尧
康复机等曰 5.电动自行
车尧 电动汽车及其充电
器曰 6.安防摄录监控设
备遥 为此袁 本版将专设
野白电维修冶尧 野小家电维修冶尧
野办公设备维修冶尧 野医疗设备维
修冶尧 野经验与技巧冶尧 野图解维
修冶 等栏目袁 本版就为从业人员
交流尧 学习这些电器的维修技术
提供一个平台袁 请各位行家里手
将您多年的维修经验尧 技能通过
这个平台与大家交流共享袁 达到
共同提高袁 促进就业尧 惠及民生
的目的袁 使本版办得越来越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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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脚 1 2 3 4 5 6 7 8 

电压/V 1.05 0.94 0 0 0 0.1 0.1 4.54 

引 脚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电压/V 2.2 5.1 0.8 3.15 0.24 0.2 0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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