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欢从网上下载视频袁 再用普通电
视机观看的电视迷都知道袁只能用野迅雷
看看冶播放的野.XV冶视频文件袁用野暴风
影音冶等其他播放器软件在电脑上都播
放不了袁更别谈用机顶盒直接播放尧在普
通电视机上来观看了遥 这个问题很多人
都感到棘手袁现在虽然在网上可以找到
转换野.XV冶视频文件格式的软件袁但转
换所需要的时间比下载时间还长遥 这种
转换效率袁使很多人感到不爽浴

根据实际操作多次实践袁 发现野.
XV冶 视频格式的文件袁其实它的野内核冶
就是野.FLV冶格式的视频文件袁野.XV冶 视
频格式只是它的外壳野容器冶而已浴 只需
要把野.XV冶格式的视频文件的野内核冶
要要要野.FLV冶视频文件袁从野容器冶中野抽
取冶出来袁就可以用野迅雷看看冶以外的其
他视频播放器软件播放了浴 笔者现在以
图示的方式袁介绍用野格式工厂冶视频转
换软件秒速转换野.XV冶文件的方法袁以
飨读者遥

第一步院在电脑上安装野格式工厂冶
视频转换软件袁然后打开软件袁选择野视
频冶下面的任何一种输出格式袁比如点击
野MP4冶按钮渊图 1冤遥

第二步院在弹出的窗口上袁点击野添
加文件冶按钮袁添加将要转换的野.XV冶视

频文件渊图 2冤遥
第三步院 找到电脑里面下载保存的

野.XV冶视频文件袁然后再点击野确定冶按
钮遥最好每次只选择 2个文件袁选择多了
转换后袁自己可能会造成文件名混乱袁毕
竟是非常规操作应用袁 文件名还只是临
时过渡名袁跟源文件名不一样渊图 3冤遥

第四步院点击野开始冶进行转换遥其实
这步只是把内核野.FLV冶视频文件袁从容
器野.XV冶视频文件里面野抽取冶出来而
已袁并没有真正的转换视频文件格式遥因
为抽取速度很快袁以秒为单位计算时间袁
所以笔者把它称为野秒速冶浴 渊图 4冤

第五步院等到视频文件转换渊抽取冤
进度完成 100%后袁 再点击窗口上面的
野暂停冶按钮袁终止后续进一步的转换工
作渊图 5冤袁然后腾出时间去处理已经抽
取出来的野.FLV冶视频文件遥

第六步院找到输出文件的保存地址袁
打开文件夹袁 把里面已经抽取出来的野.
FLV冶文件袁野复制冶并野粘贴冶袁移到其它
地方保存 渊图 6冤遥 这一操作很重要袁不
然袁一旦野格式工厂冶停止后续进一步的
转换后袁 这里已经抽取出来的所有文件
就都没有了浴

第七步院 按照电视剧的实际集数顺
序袁给野.FLV冶视频文件 野重命名冶袁以方
便以后按照顺序播放遥 比如这两个文件
命名为 野粟裕大将 _01.flv冶尧野 粟裕大将
_02.flv冶(图 7)遥

第八步院点击野格式工厂冶窗口顶上
的野停止冶按钮袁并点击弹出的选项卡上
的野是冶按钮渊图 8冤袁停止程序后续进一
步的格式转换遥

第九步院 点击窗口顶上的 野清空列
表冶按钮袁清除列表中刚才已经转换渊抽
取冤过了的文件渊图 9冤袁再重复第二步到
第八步的所有操作袁 转换同批次电视剧
余下的其他野.XV冶视频文件袁直至全部
完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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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现象：一台日立 HCP-A83超
短焦投影机，开机后大约工作 1分钟
左右，就自动断电关机，一会儿，机内
不断发出“嘀嗒”的声音。

检修过程院打开机器外壳袁用一
根合适的棉签顶住灯泡盖板检测开
关袁暂不开机袁用万用表测量 E800插
座相关引脚电压 渊实物图见图 1冤袁各
引脚参考电压见图 2遥 测量结果:相关
电压完全正常遥 然后开机袁待故障出
现时袁测量几组供电电压袁发现伴随
野嘀嗒冶的声音出现波动遥
此机供电电路与常见机型有区

别院由主尧副两组电源供电袁插上电
源袁 负电源开始工作袁 通过 E800的
輥輯訛尧輥輰訛尧輥輱訛尧輥輲訛脚向主板控制部分提供
5.4V工作电压遥 主板自检成功后袁通
过 E800的于脚输出 3.3V电压袁控制
为主电源供电的继电器吸合袁此时主
电源开始工作袁为主板提供其他几组
工作电压袁整机进入待机状态袁如果
按 POWER键袁机器就可以开机遥
由于此机出现故障时袁 机内不断

发出野嘀嗒冶的声音袁就有两种可能袁
主板或副电压有故障遥 开机待出现故
障时袁用万用表
测 量 E800 的
輥輯訛尧輥輰訛尧輥輱訛尧輥輲訛脚
电压袁发现电压
异常袁 忽高忽
低袁从这种现象
看来袁估计副电
压有故障可能
性大遥关机后拔
下 E800 插头 袁
接通电源渊此时
由于脱离主板袁

主电源未工作冤袁 测量 E800插头輥輯訛尧
輥輰訛尧輥輱訛尧輥輲訛脚电压袁为 5.4V 左右袁正
常遥 为了判断副电源是否有故障袁用
一只电脑 CPU 风扇接入 E800 插头
輥輯訛脚和地袁风扇开始工作袁此时测量
E800插头輥輯訛脚的电压为 5.4V袁正常遥
但 1分钟以后袁风扇转
速开始变化袁 忽高忽
低袁 再测 E800插头輥輯訛
脚电压袁低于 5.4V袁且
不稳定遥由此现象可以
大致判断袁副电源确实
有故障遥
副电源主要由集成

块 STR-A6062H 为核
心构成的开关电源袁结
构比较简单袁外围电路
元件少 袁 怀疑 STR -
A6062H不良遥 用一全
新件更换后 袁5.4V 电
压输出稳定袁接上 CPU
风扇袁 连续工作 10分
钟袁 风扇运转平稳 袁
5.4V 电压稳定遥 断电
后将 E800插头插上主

板袁开机后机器工作正常袁连续工作
30 分钟后袁测量 E800 的輥輯訛尧輥輰訛尧輥輱訛尧
輥輲訛脚电压袁为稳定的 5.4V袁说明故障
已经排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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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采用华硕 Z77 主板 尧i7
3770CPU的电脑袁只要插上网线就会
反复重启且不能引导系统遥如果拔出
网线或者在系统中禁用网卡袁电脑就
工作正常袁没有任何问题袁一切操作
正常遥

考虑到反复重启时都在自检过
程中且还没有进入系统袁可以断定和
系统无关袁肯定是硬件故障袁随即更
换为独立网卡袁电脑即刻正常遥

笔者武断地认为这是主板集成
网卡故障引起的现象袁可是不久就发
现在关机状态不拔除移动硬盘就不
能开机遥 因为关机状态下 USB 接口
电源是 5VSB待机电源提供的袁开机
电路也需要 5VSB待机电源袁这种现
象是 5VSB 待机电源出了问题的典
型故障遥 拆开电源袁沿着 5VSB 特有
的粗大整流二极管寻找袁果然在附近
找到了顶端鼓起来的 5VSB 滤波电
容袁容量也由 2200滋F下降到 82滋F遥

为了延长寿命袁将其更换为耐压
更高的 2200滋F/16V全新电容后袁在
关机状态不拔除移动硬盘可以开机
了遥同时在测试时竟然发现主板集成
网卡也随之正常了袁这可是意外的发
现遥 仔细分析袁在关机状态下网卡指
示灯是闪烁的尧网卡又具有网络唤醒
功能袁所以主板集成网卡也应该是由
5VSB提供电源的袁5VSB出故障引起
网卡插上网线就反复重启的现象也
就不奇怪了遥

电源引起电脑故障是个老生常
谈的问题了袁因为电源出故障会引起
电脑死机尧CPU大负荷下重启等等现
象很常见袁但出现这个故障根本就没
有考虑到是电源引起的袁虽然是意料
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遥 我们为了提高维修效
率袁经常根据经验找问题袁很少仔细分析故障
原因袁这是我们的职业通病遥 所以在此提醒大
家以后碰见同样故障时不要走弯路袁以免浪费
不必要的网卡遥

殷枞阳电视台 吴昊

华
硕
主
板
集
成
网
卡
奇
怪
故
障
一
例

日立 HCP-A83 超短焦投影机
开机后断电故障维修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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