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热油汀又叫充油取暖器，是在机体内充有高温炼制的导热

油，发热量比较大，机体表面温度可达到 80益以上，具有自动断电

和恒温装置。

电热油汀具有散热面积大、热安全性好、热惯性大等优点，

在城镇普及率较高。

1.基本结构

油汀电暖气主要由电热元件、导热油、金属散热片、温控器、

功率转换开关、指示灯、万向转动小轮及机壳等组成，其结构如

图 1。

2.温控器

温控器多采用双金属片缓动型，通过调节可使温度保持在

设定温度上。常温下，两触点闭合，当温度上升到预定温度时，一

触点的金属片弯曲变形，自行断开电源，阻止温度继续上升。通

过转动温度调节杆，可以让用户改变温控器的启控温度，获得所

需的取暖效果。

3.电热元件

电热元件采用管状结构电热元件总成，由两根 U 形电热

管、橡胶密封环和紧固件组成。将其安装在散热片的腔体中，腔

体中充有导热油，这种油无毒、渗透性差、热稳定性好。因此，采

用封闭式管状电热元件，单管功率一般为 800~1000W，通常用

2~3 根。

4.导热油部件

导热油采用导热性好的液体，如变压器油。密封在散热片

中，一般不需更换。

部件中，电热油汀散热片外壳厚度非常重要，若采用不达标

的钢板，将存在焊接不良而导致爆片、漏油的隐患。

5.机壳

机壳多为钢板制成，表面经烤漆处理，用来安装开关、指示灯和

调温器。机壳下部设有内置式收线盒，在电暖器停用时，可将电源线

卷起放入。

6.金属散热片

多为 7~13 片单片叠合、密封连接而成，其形状似暖气散热

片。各片中空，上、下端各有一凸台，相邻凸台密封连接，这样在

电暖器顶部和底部各形成一水平的圆柱形空腔。下空腔插入电

热元件总成，线头从腔口引出。注入导热油后，

将上、下腔口拧紧密封，上、下两腔通过散热片

中空管而互相贯通。

当接通电源后，电热元件发热，加热周围的

导热油，使热油上升，冷油下沉补充，导热油就

沿散热片内管形成了对流。通过对流，导热油将

热量传递给了散热片，再通过散热片将热量传

递给空气从而使整个房间均匀升温。

7.油汀电暖气的工作原理

油汀电暖气的典型电路如图 2 所示。R1和

R2 为两个电热管加热器，开关 S 为功率转换

开关，S 于“1”时，R1 接入电路，半功率加热，S
置于“2”时，R1、R2 都接入电路全功率加热。

加热温度受电路温控器控制，当温度低于

设定温度时，温控器闭合导通，加热达到设定温

度时，温控器自动断开，停止加热，形成动态平

衡后，电热油汀维持恒温状态。

8.常见故障维护与检修

油汀电暖气的最常见故障是不发热。其主要原因是引线、

电热元件和超温熔断器熔断失效。出现故障时，应先检查引线各

接触点是否接触良好，电源插头及电源熔丝等有无故障，判断故

障发生部位后，再进行修复。油汀电暖气的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见附表。

殷河北 孙岗苟

笔者系一位无线电爱好者，自 90 年接触《电子报》以来，便被

其通俗易懂，科普实用的丰富内容深深吸引，从此成了该报的忠实

读者。每年除了订阅《电子报》供及时汲取营养之外，到年底购买

《电子报》合订本做为日常必备的工具书也成了笔者的一大爱好。

从此后，闲暇之余，临睡之前总难免会拿出来翻阅几篇，就这样《电

子报》陪伴我在风雨中渡过了二十余载。在维修过程中每逢遇到疑

难故障，必会将其拿出，从文中了解相关设备的工作原理并寻找相

似故障的检修技巧文章，仔细阅读，反复比较与思考，通过调整维

修思路，最终找到故障根源之所在，并顺利排除故障。每次修好设

备后，看到它们运行如初，那种油然而生的成就感真是不言而喻，

内心更会感觉到无比的欣慰。笔者偶尔也会将自己平时积累的维

修经验写下来，供同行们参考。

近日，笔者所在单位的一台奥克斯 KFR-50LW/FS空调突然罢

工不制热，时值冬日加上办公室没有放暖气，没有空调取暖还真有些

坐不住人。近年来由于单位经济效益下滑，一直在提倡修旧利废、节

支降耗，对于故障设备来说能。修则内修，实在修不了再另当别论。作

为一名技术人员这个时候必应首当其冲了，但由于本人长期从事电

视、卫星接收机、调制器以及小家电等方面的维修工作，对这大个头

的家伙还真是很陌生。无奈之下只好找资料先弄懂空调的工作原理

才行，幸好手头有《电子报》相伴，随将报纸上录入有关空调原理与维

修的文章翻出来仔细阅读。经过几天的研读，最终搞清了空调的工作

原理和维修方法，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开始了首次的空调维修之旅。

通电试机，发现该机显示正常，温度也可以正常调节，在制热

状态设定好温度后，半个小时过后内机也不转，室外风机运转正

常，室内却没有热风吹出，且运行指灯闪烁。但切换到制冷状态时，

内机运转，且有冷风吹出。通过《电子报》上学来的知识再根据故障

现象可以判断室内外风机无问题，故障多发生在控制电路、压缩

机、四通阀部分。据文章介绍，空调在制热时，给四通阀线圈提供

220V 供电，使其内部滑块移位，产生与制冷时的逆转，空调工作数

分钟后，室内机与室外机相连的管子应该有发热感。笔者用手触摸

室内机与室外机相连的管子感觉冰凉，初步断定压缩机不工作或四通阀故

障。为了进一步判定是控制板的问题还是室外机的问题，测量内机与室外机

接线，发现该机共有五根线，分别是红、黑、地线、兰、综，通过接线图分辩出，

黑线为零线，红线接压缩机，兰线接室外风机，棕线接四通阀。在制热状态测

得压缩机、风机、四通阀供电均正常，故把故障缩小在压缩机和四通阀部分。

打开室外机，发现压缩机外接电容一接线因接触不良打火而烧断，重新处理

后接好引线到室内试机，开机数分钟后，仍不见内机风机转动，但用手触摸

室内机与室外机相连的管子已经有明显发热感，说明压缩机已经工作正常。

在文章中了解到由于空调在制热时有防冷风功能，室内管温传感器检测到

室内换热器达到 25益才让内风机以微风吹出，故又等了一会室内风机还是

不转，怀疑室内管温传感器有问题。随打开机身一侧，找到温度传感器，用万

用表测量其阻值为 100k赘，将其靠近烙铁加热再测其阻值没有变化，断定该

传感器损坏。经查资料得知该温度传感器是 5k赘 的，随后购一配件换上后，

机器正常运转。看着修好的空调，享受着暖暖的热风，内心默默念叨：《电子

报》作为良师益友，当之无愧！ 殷河南 韩法勇

石英管式取暖器就是采用石英管为发热元件的家用

红外线电暖器具。具有加热升温快、安全、热量集中、效率

高、热惯性小等优点。按使用，石英管的数量分为单管、双

管和多管等。石英管式取暖器的结构主要由外壳、石英电

热管、反射罩、防护网罩及控制电路组成。

1.石英电热管

石英电热管由石英管、电热丝及支架组成是取暖器

的核心部件。通电后电热丝发出可见光和红外线，经石英

管壁吸收后，引起石英玻璃中晶体振

动，从而向外辐射远红外线来取暖人体

和烘烤食物。

2.反射罩

反射罩一般用不锈钢抛光制成，作

用是了提高热效率，其断面设计成抛物

线状。加装反射罩后，辐射效率可提高

30%左右。由于远红外线和可见光一

样，存在反射、折射、吸收等特性。为了

提高热效率，故装有反射罩。

3.防护网罩及外壳

防护网罩设置在石英管外壳的正

面，主要起防护作用。外壳一般采用塑

料注塑成型或薄铁皮冲压成型，有装

饰、防护及支承作用。立式石英管取暖

器一般都配有旋转装置用一个小电动

机驱动摇摆机构后使取暖器在 70毅~
90毅范围内自动左右来回旋转，可以扩

大取暖范围。

4.典型电路

电路中，EH1 和 EH2 是两根石英管，每根功率为

450W；M 为旋转电动机；SA 是功能选择开关；SW 是

倾倒安全保护开关 （电暖气位置正常时，开关闭合；如

倾倒，则开关断开）。功能选择开关 SA 为旋转式，有四

挡：OFF 挡-断电，I 挡-单管工作，功率为 450W；域
挡-双管同时工作，功率为 900W，芋挡-双管同时工

作，并在小电动机 M 驱动下左右来回旋转。定时器 PT
可在 120min 内任选定时时间。

5.常见故障维护与检修

14
1 14

故障现象 造成原因 排除方法 

指示灯不亮，

散热片不热 

   1.插头、插座等处接触不良 

   2.超温熔断器熔断 
   3.开关接触不良 

   4.调温器限温过低或接触不良 

1.调整、使其接触良好 

2.更换超温熔断器 
3.修磨触点，调整触片 

4.调高限温，若仍不能排除，应对调温

器触点进行修磨，并调整触片 

指示灯亮，但

散热片不热 

1.电热元件引线松脱 

2.电热管断线损坏 

1.将其重新接好 

2.用万用表电阻挡确认(电阻为无穷

大)，然后更换电热管 

调温器失灵 1.调温器限位销脱落 

2.动、静触点接触不良 

1.重新装配 

2.修磨触点，调整触片 

漏油 

 

1.电热元件总成时，阀门未拧紧 

2.橡胶密封环破损 

3.电热管尾部与阀门连接处有空隙 

 

1.拧紧阀门 

2.更换橡胶密封环 

3.填塞或焊补空隙 

漏电 

 

1.线头碰壳 

2.电源线绝缘损坏而碰壳 

3.机内进水 
 

1.找到故障点，重新接好 

2.更换电源线或进行绝缘处理 

3.将水或潮气干燥去除 

 

电热油汀取暖器原理、维护与维修

石英管式取暖器原理、维护与维修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检修方法和排除措施 

发热管不亮，整机不转 1.电路断开或接触不良 

2.开关或插座接触不良 
3.熔丝熔断 

4.电热丝烧断 

 

1.检修并重新装好 

2.修理或更换开关与插座 
3.查明原因后重新接好 

4.更换电热丝或更换整个发

热管 

辐射效率降低 1.反射罩不清洁 

2.电热丝的阻值增大 

3.线路因潮湿漏电 

1.擦拭干净 

2.更换电热丝 

3.检修或换新线 

外壳带电 

 

1.潮湿 

2.排线过近，绝缘强度降低 

1.进行干燥处理，并改变放置

地点 

2.移动导线位置，加强绝缘 

发热管不亮，但整机转 1.发热管内的电热丝烧断 
2.发热管两边引出线套与夹，

因氧化而接触不良 

1.更换电热丝 
2.拆出发热管，用细砂纸磨去

氧化膜，重新上好夹牢即可 

发热管亮，但整机不转 
 

1.电动机与风叶打滑 

2.电动机引线端松脱 
3.电动机绕组损坏 

4.电动机主轴缺油卡死 

1.拧紧固定螺钉 

2.检查并重新上紧或接好脱
断线 

3.重新绕制更换电动机绕组 

4.拆出主轴进行清洗，或加润

滑油重新安装 

发热不稳定 

 

1.插座或开关松动，接触不良 

2.电热丝接头打火 

3.熔死接触不良 

1.插紧并紧固 

2.调整熔丝盒两端金属片，使

之接触良好 
3.修整、紧固电热丝接头 

摇摆功能不正常 1.摇摆电动机损坏 

2.摇摆控制开关损坏或接触
不良 

3.摇摆传动机械机构异常 

1.更换或修复电动机 

2..更换或修复开关 
3.是否有异物卡住，检查传动

系统 

 殷成都 汪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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