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进入维修模式
按一次遥控器的静音键曰 按住静音键曰边

按住静音键再边按住电视机上的MENU键袁如
图1显示遥

2.维修模式中的键功能
在显示调整菜单时按下列键可提供特殊功能院
测试信号选择院视频转换键渊遥控器上的冤遥
调整项目选择院频道调整键渊电视机或遥控器上

的冤遥
数据值调整院 音量调整键 渊电视机或遥控器上

的冤遥
调整菜单模式ON/OFF院MENU渊电视机上的冤遥
存储器的初始化设定院 电视机上的CALL和频道

野垣冶渊同时按下冤遥
RCUT选择院1键
GCUT选择院2键
BCUT选择院3键
自我诊断显示ON/OFF院9键
注意院除非您改变了存储IC,否则切勿进行初始化

设定遥
3.选择调整项目
在维修模式下每按一下CHANNEL键袁 均会按表3

的顺序改变调整项目遥
4.调整数据
按VOLUME键在00H至FFH的范围内改变数据值袁

可变范围依调整项目改变而不同遥
5.退出维修模式
按power键关闭电视机的电源袁即可退出维修模式遥
6.存储器数据的初始设定
1冤进入维修模式后袁选择任意存储项目遥
2冤按住遥控器上的CALL键袁然后再按电视机上的

CHANNEL野垣冶键遥 EEPROM IC的初始设定即完成遥
注意院除非已更换U3袁否则切勿进行数据的初始

设定遥
8.选择测试信号
如维修模式中的键功能所述袁按下遥控器上的视

频转换键会出现全白色的内置测试图像袁即显示信号
关闭寅全白色寅信号关闭遥

9.自我诊断功能
1冤 在维修模式下显示调整选单时袁 按遥控器的

野9冶键袁若IC间的接合正确袁自我诊断则会开始遥
2冤在诊断中出现图2显示院

Firmware文 件 名 院
WL67袁代码程序版本为
版本0103遥

Time院电源接通的
总小时数遥 渊单位院小
时冤遥

Power院保护次数遥
BusCont院显示野OK冶时表示正常状态袁显示出半导

体的型号时袁说明该半导体可能有故障遥
Block院UV为TV接收模式曰V1为VIDEO/YPbPr曰V2

为S原VIDEO/ VIDEO曰V3为YPbPr曰PC为电脑接收模式遥
CD号码院显示8为数字袁即图中显示的12345678遥
机 型 名 称 院 显 示 7 个 字 符 袁 即 图 中 显 示 的

32WL67C遥
10.版本查核模式
1冤维修模式下袁在显

示出的调整菜单上按2次
野9冶 按钮袁 便开始查核
MPU的版本遥

2冤版本查核时袁显示
的内容如图3院

MAIN MPU微处理器的版本信息院 文件名为
WL67袁代码程序版本为0103遥

EEPROM的版本信息院显示2字节数据遥
OPTION选择信息院显示3个1字节数据遥
11.设定HOTEL MODE(酒店模式)
进入服务模式按频道野垣冶或频道野原冶袁选择Hotel菜

单和Hotel1菜单进行设定袁调整时按音量野垣冶或音量
野原冶设定数值遥 按照表1尧2进行酒店模式的调整遥

表1

表2

12.数据的设定和调整
维修模式中的调整项目和数据见表3遥
表3

注院表3中为东芝32WL67C的值遥 RCUT耀BDRV的
值因显示器尺寸不同而改变遥 OPT0的值因显示器尺寸
不同而改变袁 26WL67C为03袁37WL67C为05遥

13. LED故障指示
电视机上的红色LED和绿色LED渊在电视的底部冤

指示电视的工作状态袁红色亮为待机指示袁绿色亮为工
作指示袁故障状态如表4所示遥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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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机型：L32F3309B ，MS82PCT
机芯

故障现象院有声无图渊灰屏冤遥
分析与检修院 此机通电后背光正

常袁有声音没有图像和字符渊灰屏冤袁初
步判断主板工作正常袁问题可能出在液
晶屏上遥 于是代换液晶屏后故障依旧袁
说明故障还在主板上袁分析出现此故障
问题应该是软件或屏参不对引起的遥 再
更换了主程序U7(25X32)后故障依旧袁后
来经过分析对比发现此板比其它主板
多了一路LVDS信号处理电路袁于是检测
U25(6M30QST)的供电及外围电路没有
发现问题袁因此怀疑是U27(24C32)的数
据有问题袁将好的数据抄写到U27后袁故
障排除遥

例2、机型：LE32D8810，ODM机芯
故障现象院不开机遥
分析与检修：本机器为3合一板袁即

电源 尧主板尧背光为一体设计遥出现待机
灯不亮的故障袁 首先测各路电压都正
常袁怀疑软件有问题袁经抄写后故障依
旧遥 查看图纸分析袁待机主要由Q112和
Q113两只MOSFET管来控制袁 测控制电
压正常袁MOS管输出无电压袁取下测量发
现Q112损坏袁 用一只P沟道的MOS管更
换后故障排除遥 此MOS管可用MV65XP
型号进行代换遥

例3、机型：L42F3300B，MS82T机芯
故障现象院半边竖带遥
检修与分析院怀疑是屏坏袁换屏后

故障依旧遥 接下来只能换TCON板了袁换
后还是一样遥 再仔细检查袁只剩下主板
和LVDS排线了袁当把主板上的插座P502

和排线重新装配后袁故障排除遥 原来是
这里接触不良造成了这个半边竖带的
故障袁见图1遥

例4、部分ODM机芯维修技巧
MS82 系 列 机 芯 院 82P尧82C尧

3MS82AX等机芯袁这几种机芯芯片可互
相代用遥 此类ODM板出现的故障很相
似袁 因此为大家整理了一些问题点袁在
维修中注意以下几点袁 可以解决80%以
上此机器的问题遥

关键测试点院
1尧开机一瞬间就关机袁背光一亮就

关袁处于待机状态袁电源部分电压输出
在关机瞬间有跳动袁 带不起负载等现
象遥 测量点在院DB106袁断电测量此尖峰
吸收二极管袁很多是由此二极管击穿或
变 质 引 起 的 袁 此 二 极 管 可 用R207尧
1N5406等整流二极管代用遥

2尧 热机一段时间后出现关机或重
启袁热机无图等杂七杂八的问题遥 主要
看一下LC1处袁 电感背面的引脚是否连
锡袁 此处连锡后袁1.3V电压用表量着正
常袁但发热量明显增加袁电流过大袁有部
分PCB板轻微烧黄袁造成芯片工作异常遥

3尧不开机遥上电后测量QM1处袁此三

极管起一个电源开关作用遥 正常上电后
有5V输出袁待主板复位正常后袁此管截
止袁进入待机状态遥 维修中可以测量发
射极电压袁上电后等一会看此极5V电压
是否会消失袁如果没有袁大多数问题是
软件引起的袁抄写软件即可解决曰如果
上述正常袁 就要测量各个DC要DC电路
了袁上电测电压袁必要时断电测对地阻
抗袁如没有问题袁大部分就是主芯片坏
了遥

例5、MSD6A608维修资料
此板出现故障率最高的就是灯亮

不开机和自动关机袁判断方法如下院
U103的于脚正常电压为3.2V渊见图

2冤袁 如果遇到低于此电压袁 若在2.2V耀
2.8V时袁 基本可以确定为BGA和DDR工
作不良袁一般为BGA虚焊袁或是到DDR的
过孔问题遥 对于BGA虚焊的可以去掉散
热片袁把芯片上面的硅胶刮干净袁把热
风枪的聚风头去掉袁 直接用热风筒加

热袁不要风量袁在加热时千万不要动BGA
芯片袁防止移位袁加热时还要注意PCB板
的温度袁不要加热变形袁根据个人使用
热风枪的经验来控制时间袁待冷却后试
机袁如果好了袁那就OK袁如果还是不行袁
建议换板遥

例6、MSD6A608维修资料
申请换板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

法院
6A608机芯板在换板时最关键的问

题就是无法调屏参袁会出现花屏尧黑屏尧
倒屏现象袁只能升级对应屏型号的软件
才能解决袁那软件在哪里找呢?6A608的
软件大概有260M左右袁总部在下发时很
难用邮件发出来袁 也不能发给所有人袁
唯一的方法就是上传到技术网站袁大家
在需要的时候去下载就行袁但是下载的
时候一定要注意对应屏型号袁那怎样才
能找到准确的屏型号所对应的软件呢?

首先袁大家在用户家一定要看准屏
型号袁 例如看到的型号是K480WD5袁这
个型号是不准确的袁还要看下面的条码
渊红框中冤袁其代表的含义是院

K 院KTC-康冠公司曰
480院尺寸曰
W院屏比例16:10曰
D : 背光方式袁D为直下式袁L为侧入

式曰
B院屏厂家袁B为BOE袁L为LG袁H为奇

美袁U为AU等曰
A :屏采购批次袁A尧B尧C尧D等曰
330院灯珠亮度遥
建议大家在修板或换板时最好把

屏条码拍下来袁方便后面查用袁特别是
不能调屏参的机芯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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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液晶电视精华案例维修分析

东芝32WL67C液晶电视维修模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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