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热开水器巳逐渐步入家
庭尧 办公室袁 是一种方便实用的
小型家用电器遥 各种品牌的电热
开水器袁 其机械结构尧 电路原理
以及常见故障现象和
维修方法都基本相
同遥 下面介绍三角牌
电热磁化开水器常见
故障的检修实例遥 三
角牌电热开水器的电
原理图如附图所示遥

例 1援接通电源开关，加热指
示灯亮，水温不升高

分析与检修院 该故障一般为
电热丝烧断或电热管接线端氧化
锈蚀导致接触不良所致遥 检修
时袁 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电热管
RL 两端的阻值袁 结果阻值为无
穷大袁 说明 RL 内的电热丝烧断遥
更换电热管时袁 先拧下开水器上
的出水阀门袁 把储水槽与内胆分
开 (两者由两段橡皮软管连接)袁
从塑料壳内取出内胆袁 内胆分
上尧 下两部分袁 由垫圈和螺钉紧
固袁 将两部分分开后袁 用电烙铁
焊下已损坏的电热管袁 接着将新
电热管加工成合适的形状焊入袁
确认焊接处无漏水后袁 再把各部
件按原样装好袁 即可加水通电试
用遥

例 2援接通电源，保温指示灯
亮，水温无明显升高。

分析与检修：该故障多为恒
温开关 渊温控器冤 触点 ST 烧坏
或断路所致遥 检查 ST 果然开路袁
用同规格的恒温开关更换后袁 故

障排除遥
例 3.水烧开后继

续加热，不能进入保
温状态。

分析与检修院 该
故障多为恒温开关内
的双金属片变形或触

点粘连袁 达到设置的温度后触点
不能断开所致遥 检查发现袁 恒温
开关内部的触点粘连袁 用同规格
的开关更换后袁 故障排除遥

例 4援接通电源后，各指示灯
不亮，水不能加热。

分析与检修院 该故障的原因
通常为电源开关 S 或线路开路所
致遥 拆开后袁 检查线路正常袁 怀
疑开关 S 异常遥 在路检测 S1 的
确开路袁 更换后故障排除遥

揖使用注意事项铱 1.使用前
应先加水袁 在检查出水阀门有水
流出后袁 再接通电源曰 2.开水器
通常均采用具有接地线的三芯插
头袁 因此必须插入有接地线的三
孔插座袁 以防发生触电事故曰 3.
使用前应检查开水器底部是否漏
水袁 若漏水则应修复后使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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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故障检修技巧

电热开水器
常见故障检修实例

今年夏天修理多台落地电扇 渊如上海华贵尧 佛山钻石冤袁 都因为同样
的抱轴故障而导致电扇不能运转遥

揖提示铱 电风扇出现启动困难 渊如高速档能启动尧 低速档不能启动冤袁
或者在启动困难时袁 用手转动扇叶觉得很紧袁 这时将电机旋松后再加点润
滑油袁 风扇又能转上一阵袁 不久又出现启动困难甚至不能启动现象袁 并且
电机发出 野嗡嗡冶 声袁 就可确定电机抱轴了遥

分析与检修院 引起抱轴的主要原因院 一是袁 电扇长期俯向高速运转袁
导致风扇电机转子前轴在重力作用下向下压角度盘袁 同时转子后轴向上
撬角度盘袁 这个跷跷板效应使前后轴在角度盘过度偏离的影响下带动各
自的轴套倾斜袁 最终抱轴卡死曰 二是袁 由于润滑油干涸袁 导致电扇启动
困难或转速变慢袁 用锤子或钳子上下敲打转子轴袁 角度盘在外力作用下
发生变形遥

拆开风扇电机前尧 后固定盘袁 露出的盘中心上各有一个轮鼓袁 撬开轮
鼓的三个复位脚并将其取下袁 可见轮鼓由角度盘尧 轴套及软垫轴衬组成遥
其中袁 角度盘的作用最大袁 它不仅能缓解电机旋转时产生的晃动袁 减少电
机震动袁 防止出现噪音袁 而且能微调电扇俯仰运转时的平衡遥 角度盘外沿
的六个弹力爪以一定的角度 渊15毅左右冤 扣在平口锥形轴套上遥 抱轴电机
的弹力爪一般在受力部位端有 1~2 个爪变形 (即角度变小)遥 修理时袁 用尖
嘴钳将变形爪恢复到与正常爪同样角度尧 同一平面后袁 再将两轮鼓复位固
定袁 调整两轮鼓盘圆心至正中位置袁 装上转子轴袁 并利用转子轴再次微调
轮鼓盘至转子运转自如袁 最后注上润滑油即可排除故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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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海尔生产的型号为 HDVB-1000/C 有线数字
电视机顶盒最近使用过程中袁 突然发现电视图像变
得模糊不清袁 再后来出现了电视机无图像无声音尧
机顶盒液晶屏无显示的现象遥

测试时袁 发现机顶盒电源指示灯不亮袁 电视屏
幕未出现 野系统初始化中袁 请稍候噎冶 及 野信号检
测中冶 等提示信息袁 对机顶盒的遥控尧 手动操作均
不起作用袁 怀疑机顶盒的电源电路发生故障遥 拆开
后察看袁 发现机内主要有开关电源板尧 信号控制处
理板和高频头电路板三块电路板袁 其中开关电源板
上的 3.3V 电压滤波电容 C138尧 5V 电压滤波电容
C139尧 12V 电压滤波电容 C135 和 C136 顶部均已鼓
包袁 怀疑是过压损坏遥 测保险管 渊熔丝管冤 F1 已断
路袁 说明有严重短路现象遥 为方便检修袁 特按实物
绘制出开关电源板电路图袁 如图 1 所示遥

首先袁 检测了 C120尧 C2尧 D1耀D4 以及 C121尧
U1 渊VIPer22A冤 等相关元件袁 除发现 C121 的容量变
小 渊由 47滋F 变为 12滋F冤 外袁 未见其它元件异常遥
于是袁 更换 C121尧 C138尧 C139 尧 C135尧 C136 和
F1袁 为安全起见袁 将给信号控制处理板和高频头电
路板的供电插头 渊CN2 和 CN3冤 拔出后袁 再给电源
板加电袁 测各路的空载电压基本正常袁 说明电源电
路故障排除遥

将连接到信号处理板和高频头电路板的供电插
头 渊CN2 和 CN3冤 插好袁 再次开机后袁 电视屏幕出
现了 野系统初始化中袁 请稍候噎冶 的提示信息袁 一
会之后袁 电视屏幕中部从上到下直接显示 野数字电
视冶尧 野数字广播冶尧 野预约点播冶 等 8 项菜单操作
提示信息袁 屏幕下方并未出现 野信号检测中冶 的提
示信息袁 遥控器选择 野数字电视冶 选项后袁 可以切
换频道袁 但电视依然无图无声袁 一段时间后显示
野无信号冶 信息袁 观察机顶盒信号控制处理板上的
LD2 指示灯不闪烁 渊正常时应当闪烁冤袁 说明机顶盒
未检测到数字电视信号袁 与没有连接有线数字电视
信号电缆的情况相同袁 所以怀疑高频头 渊型号为
THOMSON 汤姆森 DCF8724冤 发生故障遥 断电后袁 用
一正常机顶盒的高频头替换后袁 一切正常袁 说明该
高频头的确损坏遥 打开故障高频头的屏蔽盖袁 发现
28 脚芯片 渊表面标有 B4尧 GC428 字样冤 的中间部位
鼓起袁 说明它已损坏袁 并且它的 5V 供电端榆脚外接

的保险电阻烧糊 袁
见图 2遥 因该高频
头无法修复袁 网购
一 只 汤 姆 森
DCF8724 高频头更
换后袁 故障排除遥

揖小结 铱 该机
故障点较多袁 分别
位于开关电源电路
板和高频头两处 袁
而且故障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遥
] 淤因电源主滤
波电解电容 C121 容
量下降袁 引起电源
负载能力降低袁 输
出供电质量降低 袁
保险管烧断可能与此有关遥
] 于开关电源 3.3V尧 5V尧 12V 三路输出的滤波电
容都有鼓包失效情况袁 使得供给处理板和高频头电
路板的各路电源电压波纹系数大袁 影响机顶盒正常
工作遥
] 盂引起高频头内芯片烧毁的原因袁 很可能是由
于 3.3V 供电的滤波电容失效后袁 导致该路电压不稳
渊过低冤袁 稳压电路将 5V尧 12V 的输出电压调整得过
高袁 过高且波动的 5V 输出电压将高频头内的集成电
路烧毁遥
] 榆开关电源电路设计存在缺陷遥 首先是稳压控
制电路的取样电压仅仅取自 3.3V 输出袁 而未考虑其
它各路输出电压异常的情况遥 如果 3.3V 电压因故障
输出太低时袁 就可能会导致其它各路输出电压非正
常升高袁 从而导致器件损坏曰 其次各路电压输出端
没有过压保护元件袁 如果在每路电压的输出端并接
一只稳压二极管袁 就会为信号处理和高频头电路提
供更加完善的保护功能遥

揖编者注铱 当 C121 的容量不足袁 导致电源厚膜
块 U1 的供电低引起输出电压下降袁 稳压控制电路为
U1 提供的检测电压下降袁 输出电压升高遥 同时袁 因
C121 容量不足袁 导致 U1 的供电内含有大量纹波袁
使稳压控制系统紊乱袁 不能稳定输出电压到正常值袁

而是超过了设置值袁 从而导致高频头内的芯片和
3.3V尧 5V尧 12V 的滤波电容过压损坏 渊鼓包冤遥 鼓包
的电容不仅容量不足袁 而且还有严重的漏电现象遥
电容漏电后会导致 U1 内的开关管过流袁 从而引起熔
丝管 F1 过流熔断遥

殷青岛 孙海善

故障现象：一台美的牌 DGB—DSA 型
家用豆浆机为不打浆

分析与检修院 启动后袁 加热管开始加
热袁 大约 5 分钟后袁 听到豆浆机中有 野啪冶
的声音袁 同时发现
豆浆不再加热袁 证
明控制电热管的继
电器触点释放袁 说
明 温 度 检 测 电 路 尧
加热控制电路正常袁
故障主要是由于打
浆控制电路或打浆

电机引起遥
参见附图袁 当水温达到 80益时袁 测单片

机 IC2 的輥輯訛脚电压为 4.3V袁 说明 IC2 已有
打浆控制信号输出袁 再测 VT1 的 b 极电压

为 0.7V袁 测继电器 K1 的线包
两端电压为 11.5V袁 并且打浆电
机两端有 223V 交流电压袁 说明
打浆电机供电正常袁 故障是电
机损坏所致遥 用相同的电机更
换后故障排除遥

殷江苏 季成荣

美的豆浆机不打浆故障检修 1 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