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1、海信LCDTLM4277加电后花屏
仔细观察字符显示正常袁 图像为静止的花

屏遥 为判断故障范围袁首先找来高清信号源从分
量端子输入袁高清信号完全正常袁由此判断主芯
片N012(GMl501)基本正常曰再接上视频信号袁打
开画中画袁发现小画面显示正常袁由此将故障范
围缩小在N006(VPC3230D)至N015(FLl2300)这部
分电路遥
对两个芯片的各路工作电压进行全面测量袁

发现N006的輦輷訛脚无3援3 V供电袁检查外围电路袁发
现外接电感LOl6的另一端有3援3V袁 确定L016损
坏袁更换后故障排除遥 另外袁对于花屏故障来说袁
SDRAM芯片损坏的比例较高袁 可以根据字符或
高清信号的好坏来确定是N017还是N018的问
题遥

例2尧TCL LCD40A71开机后花屏
此机在TV尧AV尧YCbCr信号输入时袁 故障现

象都是花屏袁 而输入VGA信号时图像很正常袁分
析故障可能在变频处理部分袁即U6尧U7及其周围
电路遥 检查U6尧U7的工作条件均正常袁用示波器
检查信号输入尧信号输出也没有问题袁仔细检查
输出排阻袁发现RP38虚焊袁补焊后袁一切恢复正
常袁故障排除遥

例3尧TCL LCD32E77开机后花屏
开机后袁屏幕出现雪化状袁分析故障部位应

该在U9(MST9U88L)与Ull帧存储器之间袁经过补
焊U9与Ull后故障依旧袁 更换Ull故障没有排除遥
根据经验应该是U9与Ull之间过孔不良袁 后将U9
与Ull之间的两个过孔用刮刀刮出铜皮袁 然后用
锡堆在两过孔上用烙铁加热袁 使焊锡浸入过孔遥
经过以上处理后开机袁一切恢复正常袁故障排除遥
另外袁在检修过程中发现袁LVDS连接线与逻辑板
插头接触不良袁也容易出现花屏遥

例4、创维LCD47L20HW开机后花屏
开机后花

屏袁 怀疑存储器
U12(24C32)有问
题遥 根据以往检
修经验袁 此种故
障多发生在存储

器IC上袁首先检测U12的 Vcc电压为0V,随后检测
U12外围C883等元器件, 发现电容C883击穿短路袁
造成U12损坏遥 更换C883尧U12后袁一切恢复正常袁
故障排除遥 详见图1所示遥
例5、创维LCD32L16HR开机后花屏
根据故障现象袁 判断为存储器IC数据错误袁

一般多发生在U12(24C32)袁主要是数据紊乱导致
配屏参数错误遥 解决办法是初始化袁首先按住面
板菜单键不松手袁再接通电源,则U12会自动完成
初始化遥 通过上述操作袁声像恢复正常袁故障排
除遥

例6、创维LCD42L32HF
开机后花屏
开机后花屏袁根据故障

现象分折为程序存储器数
据故障袁此故障发生在存储
器U4较多袁故障原因主要是
数据丢失遥 排除方法是院先
清空EEPROM中的数据袁然
后将存储器U4数据重写即
可解决袁 通过以上维修步
骤袁一切恢复正常袁故障排
除遥 详见图2所示遥

例7、创维LCD55L09开机后无时间规律出
现花屏

开机后袁音像均正常袁但是大约过5分钟至30
分钟却无规律出现花屏袁而且出现按键失控遥 在
出现故障时测量各路供电袁 发现IC2的3援3V只有
3援1V左右袁分折为IC2及周围元器件有故障遥首先
检测外围
元件 C18尧
C19尧C24尧
R19尧D3袁
发现C18电
容变质袁外
观有鼓包
裂纹袁测容量仅为3.9滋F袁更换C18后袁一切恢复正
常袁故障排除遥 另外袁驱动板的IPME 辕KUPDOWN
功能不良袁高温时也容易出现此故障,须更换驱
动板解决遥 详见图3所示遥 殷黑龙江 高林

最近修理了一些先锋牌液晶电视袁 其中不开机故
障有一定的普遍性 袁 具体型号有 LED42E600尧
LED32L600等机型遥起初都是换掉主板解决此问题袁只
是主板的价钱实在是不便宜袁一般300多元袁如果再加
上修理费就会更高一些袁 使得有一部分顾客不容易接
受遥怀疑是主板的数据出了问题袁这些机器的主板上的
存储器型号均采用25Q64袁是一个8个脚的存储元件遥

到网上查了一下袁 发现有一种编程器型号是
CH341A袁价钱只有28元袁可以读写24和25系列的存储
器袁 另外商家还送一个贴片件的转接座袁 这个非常给
力袁主要是免掉了反复焊接的麻烦袁遗憾的是没有送电
视的资料遥

收到编程器后袁把它插到电脑USB接口袁按照提示安
装了驱动程序袁驱动程序是分32位和64位渊这点希望引起
注意冤袁然后看了一下说明打开操作界面袁如图1遥

1尧野打开冶操作袁该操作加载一个文件数据到缓冲

区遥
2尧野保存冶操作袁该操作将缓冲区中的数据保存到

电脑上渊一般先读取芯片袁再保存冤遥
3尧野填充冶操作袁该操作将缓冲区中指定地址范围

填充数据遥
4尧野交换冶操作袁该操作将缓冲区中相邻的两个字

节互相交换遥

5尧野自动冶操作袁该操作是把野擦除冶+野查空冶+野编
程冶+野校验冶同时完成袁也可以在菜单栏里分别操作选

项来修改袁如图2所示遥
6尧野查空冶操作袁该操作检查待操作芯片是否为空

芯片遥
7尧野读取冶操作袁该操作将芯片的数据内容读到缓

冲区袁然后再点野保存冶存到电脑里遥
8尧野编程冶操作袁该操作将缓冲区的数据烧写到芯

片里遥
注意院对于25系列FLASH芯片袁执行野编程冶操作

前袁必须先擦除该芯片曰
对于24系列芯片袁无需先擦除袁可直接编程遥
9尧野校验冶操作袁该操作是比较缓冲区的数据与芯

片内的数据是否相同遥
10尧野擦除冶操作袁该操作将擦除待编程芯片袁擦除

后待编程芯片的所有字节变成FF遥
注院24系列的EEPROM芯片不需要擦除操作袁可直

接编程遥
11尧野芯片查找冶按钮袁该操作由用户手工选择芯片

的型号遥 点击铵钮袁将出现野芯片查找冶对话框袁用户输
入芯片型号的同时软件自动查找芯片袁 点选择就可以
了遥

12尧野检测冶 操作袁 该操作自动检测识别25系列
FLASH芯片的型号遥 由于某些厂家可能有多种ID号相
同的芯片袁 所以识别出来的芯片型号与实际有一点差

别袁 但这不会影响后续操作袁 因为芯片都是相互兼容
的遥 对于无法识别和识别出来的芯片与实际芯片容量
不符的袁 需要手动重新选择袁
比如芯片是MX25L4005袁检测
是MX25L2005袁 它们 ID号相
同 袁 这 时 需 要 手 动 选
MX25L4005遥
注意院该项功能只能识别

25系列袁24系列不能识别遥
13尧手动选择芯片框袁选择厂家及芯片型号即可遥
把好主板上的存储器用风枪拆下袁 把拆下的存储

器夹到夹具上并连接电脑渊见图4冤袁千万不要夹反了遥
接下来点一下读取袁 稍等了一下电脑会提示数据读取
完毕袁为了使问题清晰化袁把这个好主板拆下的存储器
装到了坏的主板上袁坏掉的主板上机能正常袁说明就是
数据的问题遥 用一个崭新的同型号存储器夹到夹具连

接电脑袁 确认安
装正确后直接点
击操作界面上的
自动键袁 电脑自
动执行 野擦除冶+
野查空冶+野编程冶+
野校验冶袁 过了大

约4分钟左右袁电脑提示效验完成袁此时把写好的存储
器焊回坏的主板袁结果也好了遥把以前换下来的坏主板
照此方法操作袁曾经的坏板子基本都重获新生遥更有意
思的是袁笔者有一个长虹LED32B2100C坏的主板袁该主
板的存储器型号和先锋的只是后缀有些不同袁 由于好
奇笔者把长虹主板也换上了先锋LED42E600程序袁结
果开机竟然显示先锋图标袁功能完全一样袁这也算是意
外收获吧遥
小结院该型号的编程器有速度比较慢的缺点袁再有

就是它只支持24和25两个系列的存储芯片袁 不过考虑
这个价位还是可以接受的袁当然要是有更好的袁希望大
家能给推荐一个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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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现象：接通电源，无任何反应遥
拆机发现保险丝渊6.3A冤呈金属粉末状袁已经烧毁袁

再查袁发现NE003电源模块STR X6769的淤脚渊内部D
极冤金属片熔断袁并将与其相连的几个元件烧毁遥 其中
串联在模块于尧盂脚对热地的功率电阻RE036渊0.18赘冤
烧断袁另一只类似逆程电容的CE027炸毁遥

这是一台2006年9月出厂的产品袁 到维修时已经
出厂8年多了遥 该机电源板型号为RSAG7.820.538袁电
源板外形如附图遥

这块电源板是双面印刷版袁 外表看上去非常结
实尧牢固尧可靠遥但很可能因为一只CE027渊2000P/1KV冤
的逆程电容或是DE014选择不当袁 导致成批性电视机
的电源板损坏(已遇见多块同样故障的板)遥 当电源损
坏时袁下列元件同时烧毁:

6.3A电源保险丝呈金属粉末状烧毁曰 电源模块
STR-X6769的淤脚金属熔断曰保护电阻RE0036(0.18赘/
1W) 烧断曰 逆程电容CE027 渊2000P/1KV袁 应更换为
2000P/3KV冤曰RE038 渊100赘冤变值 曰 RE032 渊750赘冤烧
毁曰 测量DE004双向整流管响铃袁 真正原因是DE014
渊RU3A冤短路遥 值得注意的是, DE014的位置远离STR-
X6769遥

更换也不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袁查元件库袁没有
0.18赘/1W 的电阻袁 只好用两只0.33赘/1W电阻并联解
决曰 查RU3A的参数袁 用1500V/6A的阻尼管代曰2000P/
1KV电容用2个102/2KV电容并联曰保险丝没有6.3A的袁
只能用5A的代遥 在更换上述元件之后袁通过200W串联
灯泡保护通电试验袁灯泡没闪亮渊无大电流冤袁测量5V
电源正常曰再空载试测量24V输出脚,无电压输出遥 查
看电路发现袁24V电源是背光电路的主电源袁估计在空
载时是无输出的遥 装机试验袁图像尧声音一切正常袁电
源监视电流表测得整机电流在1A以下 渊标志265W冤袁
判定故障已经排除遥

维修感言院 从故障的机理看 袁
CE027损坏可能是首要原因袁失容后导
致电源模块STR-X6769内部场效应管
D极电压升高而被击穿袁场效应管的耐
压相对较低袁 被击穿后往往导致相关
元件连串损坏遥 本来非常结实的海信
TLM4077电源板袁因为这只电容的提前
失效袁导致成批性故障袁实在可惜遥 这
可能是设计的原因袁 也可能是采购的
原因遥 这种教训应该吸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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