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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泊尔 DP-90 型电压力锅采用蜂窝内胆尧
无沸腾烹饪技术尧 四层厚釜烧结处理技术袁 给
用户带到新 野食冶 器时代遥 它采用微处理器控
制技术袁 具有 10个操作模式 渊即煮饭尧 煲粥尧
煲汤尧 肉/鸡尧 蹄筋/豆尧 蛋糕尧 预约/定时尧 调
大/+尧 调小/–尧 保温/取消冤遥 为了便于分析袁
笔者依据实物绘制出电路原理图袁 图 1为电源
电路尧 加热盘 渊电热盘冤 供电电路尧 蜂鸣器电
路袁 图 2为微处理器电路遥 本文结合图 1尧 图 2
对电路进行简单扼要的分析袁 并给出故障检修
实例袁 供维修时参考遥

1援电源电路
AC220V电压经热熔断器 TF 输入后袁 分别

送到电源变压器 BY1淤尧 于脚和继电器 K1盂
脚遥 经 BY1变压后从盂尧 榆脚输出 AC10.5V电
压袁 利用 D1耀D4整流袁 EC1和 C1 滤波后输出
+12V直流电压遥 该电压一路给 K1淤脚和蜂鸣
器 BUZ1 供电曰 另一路经 R1 限流袁 EC2 和 C2
滤波袁 利用三端稳压块 IC1 渊LM7805冤 稳压袁
输出稳定的+5V电压袁 经插件 MY-6A的于脚给
显示控制板供电遥

2援操作显示电路
该电路由单片机 IC1 渊00A0210冤尧 键盘信号输入

电路和显示电路等组成遥 IC1輦輮訛脚为接+5V 电源端曰
淤脚为接地端曰 輥輯訛尧 輥輱訛尧 輥輲訛尧 輥輴訛耀輥輷訛脚为键盘信号输
入端袁 由轻触按键 渊SW1耀SW4尧 SW6耀SW10尧 SW12
和 R9尧 R11耀R14等组成按键电路袁 通过轻触按键对
10种操作模式进行选择袁 同时作为指示灯 渊L3尧 L4尧
L6耀L11冤 和显示屏 DISP1 的驱动电压输出端袁 通过
R1耀R8限流后袁 低电平驱动对应的发光管发光袁 并
驱动 DIS11显示曰 虞尧 俞脚分别为发光管 渊L9耀L11尧
L3尧 L4和 L6耀L8的公共正极端袁 高电平驱动对应发
光管发光曰 愚耀余尧 逾脚为显示屏驱动电压输出端曰
于脚为电热盘 RL控制信号输出端曰 盂脚为蜂鸣器
BUZ1控制信号输出端曰 榆脚为压力开关 KG控制信
号输入端袁 KG平时为常闭状态曰 輥輰訛脚为底部传感器
RT1反馈信号输入端遥

3援蜂鸣器电路
进行操作或完成设置的功能后袁 单片机 IC1盂脚

输出的蜂鸣器驱动信号经 CN1/MY-6A的淤脚输入到
供电板袁 经 R5 限流袁 Q1倒相放大后袁 驱动蜂鸣器
BUZ1发出提示声或报警声遥

4援加热供电电路
需要加热时袁 单片机 IC1于脚输出高电平加热信

号袁 该信号经 CN1/MY-6A的盂脚输入到供电板袁 经
R3使 Q2导通袁 继电器 K1的线圈得到驱动电压袁 使
其它盂 尧 榆脚内的触点闭合 袁 电热盘 RL 得到
AC220V电压后开始加热遥

5援压力、温度检测电路
传感器 渊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冤 RT1尧 压力开关

KG与插件 NIC和 KG尧 R2尧 R4组成分压取样电路袁
产生的取样信号电压由 MY-6A/CN1的榆尧 愚脚输入
到控制板袁 加到单片机 IC1的輥輰訛尧 榆脚袁 供它识别锅
内的压力和温度袁 以便实施相应的自动控制功能遥

6援检修实例
例 1援通电后无任何反应
分析与检修院 先通电操作任何按键无反应袁 指

示灯和显示屏均不亮袁 怀疑电源电路有问题遥 拆开

压力锅底部的盖板袁 测电源控制板接线柱 L尧 N之间
无 AC220V 电压袁 而压力锅插座输入的 AC 220V 电
源正常袁 怀疑固定在锅体上的热熔断器 TF开路遥 断
电后测 TF果然开路袁 检查电热盘 RL及其供电电路
正常后袁 用一只 RJ142益/10A/250V型热熔断器更换
TF后袁 故障排除遥
例 2援通电后无任何反应
分析与检修院 测电源控制板接线柱 L尧 N之间有

AC220V电压袁 测 EC2两端电压为 0袁 而 EC1两端电
压为+12V袁 说明 5V稳压电路异常遥 测稳压器 IC1的
淤脚无电压袁 怀疑 R1开路遥 断电后测量 R1已开路袁
用一只 20赘/1W 电阻更换 R1后袁 摸 R1的表面温度
上升很快袁 怀疑稳压器 IC1异常袁 用一只 LM7805更
换后故障排除遥
例 3援经常出现操作模式异常
分析与检修院 根据故障现象分析袁 怀疑微处理器

或其供电电路异常遥 通电后袁 测+5V供电电压袁 说明
电源电路基本正常袁 怀疑操作显示板有问题遥 通电
测量插件 CN1于尧 虞脚之间的+5V 电压正常袁 断电

后拆掉操作显示板上面的 10个轻触按键袁 用酒
精清洗干净操作显示板并烘干袁 再更换相同的
按键后袁 故障解除遥
例 4援显示 野E4冶
分析与检修院 该机拨掉电源控制板的插件

KG后袁 显示屏立即会显示 野E4冶袁 蜂鸣器发出
10 次 野嘀冶 的报警声遥 如果在通电后就出现
野E4冶 故障袁 应检查插件 KG 和 MY-6A 有无脱
落尧 接触不良袁 压力开关 KG是否正常袁 压力开
关与插件间的连接线是否开路等曰 如果通电一
段时间后出现 野E4冶 故障袁 不仅要检查 KG控温
调节螺丝是否松动尧 控温点偏离或热金属片老
化袁 还要检查 KG是否与发热盘 RL固定牢靠遥
该机经检查为 KG异常袁 更换后故障排除遥
例 5援操作开机正常袁 但不加热
分析与检修院 通过故障现象分析袁 怀疑电热

盘 RL及其供电电路有问题遥 测 RL的阻值约为
50赘袁 但通电开机后测 RL线圈两端无 AC 220V
电压袁 说明供电电路异常遥 此时袁 测继电器 K1
于脚的对地电压为+12V袁 说明 Q2没有工作袁 而
Q2的 b 极对地电压约为 0.7V袁 说明 Q2 内部开
路袁 用一只 S8050更换后故障排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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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现象：南通 MF28-B型三用表因错
用 R伊10挡测交流电压，产生 R伊10 挡测量
不准，其它量程挡正常的故障

分析与检修院 通过故障现象分析袁 怀疑
R伊10挡的限流电阻烧断遥 拆开外壳后袁 察
看 R伊10挡的限流电阻已烧断遥 因不知该限
流电阻的阻值大小袁 就用万用表测 R伊1k挡
的限流电阻为 52k尧 R伊100挡的限流电阻为
660赘袁 由此推断电阻 R伊10挡的限流电阻的
阻值为 60赘左右遥 于是袁 找一只 100赘的电

位器袁 先把电位器的阻值调到 60赘左右后袁
将电位器中心脚与另一脚焊两条线接入电路
中袁 再取一只 82赘 的色环电阻进行校对遥
如果表针指示的数值比实际值小袁 则将电位
器向小的方向调节 渊相反袁 则将电位器向大
的方向调节冤袁 调节到表针指示的数值与实
际值一致后袁 把电位器取下袁 测其阻值为
50赘遥 找一只 51赘 电阻焊入电路袁 故障排
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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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 MF28-B型万用表R伊10挡故障检修一例
故障现象：朗博飞 IBF-B15型电陶炉通电后

无反应
分析与检修：通过故障现象分析袁 说明电源

电路异常遥 拆机后袁 发现其电路板上锈迹斑斑袁
先将两块电路板清洗并吹干袁 更换 3只 104瓷片
电容及全部四个按键后袁 脱开电炉丝袁 整机串入
100W/220V灯泡袁 通电无反应袁 测量无 5V电压
输出袁 确认电源电路异常遥 检查该电路时袁 发现
脉冲变压器的原边绕组 渊初级绕组尧 一次绕组冤
开路袁 焊下察看袁 线圈在根部锈断遥 此件上并未
标注型号袁 从其它电路板上找到一个封装相同的
脉冲变压器袁 其型号为 EE16-ACT30B-2B袁 装上
后通电袁 蜂鸣器发出 野嘀冶 的一声袁 测量+5V尧
+18V电压正常袁 故障排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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