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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接修了一台 RT-06F型腰颈揉捏按摩器袁 现
将它的构成尧 分解方法和模拟原理介绍给大家袁 以
供同行们学习和故障检修时参考遥

1援总体结构与造型
为了用户使用舒适袁

该机在一块 野泡沫冶 上挖
出一个 野T冶 形坑袁 用于
安放驱动电机和两个偏心
轴转动盘袁 如图 1 所示遥
再用人造革制成像枕头套
袋子袁 并将泡沫及驱动电
机和转动盘全都塞进这个
袋子里遥 转盘的揉捏按摩

野偏心转轴冶 向前凸起袁 其上面都套了一个人造革
罩袁 两个 野偏心转轴冶 都把各自的人造革罩顶起来袁
很像两个突起的乳峰袁 有极强的美感遥

2援泡沫塑料的拆卸
为了防止该机工作时袁 泡沫在人造革袋子里来

回揉动袁 泡沫的尺寸要比人造革袋子大很多袁 需要
用力将其塞进人造革袋子里遥 拆卸时拉开背面的拉
链袁 因背面下边的袋口浅袁 所以先从下边的袋口往
外撤泡沫袁 要一面用力向上挤压泡沫使其收缩袁 一
面用力向下扒袋口袁 但应注意不要撤断了下面的导
线遥 接着扒左边和右边袁 最后扒上边遥 因导线是穿
过泡沫的袁 如果不将这个又大又厚的泡沫取下来袁
就会妨碍对揉捏按摩器的检修袁 所以应先焊开导线
渊要记住导线接头的位置袁 以免复原时接错冤袁 并从
泡沫中抽出来遥

3援手控器印板电路与连接线图
手控器印板电路与连接线袁 如图 2所示遥 市电

AC220V经过电源插头进入电源电缆袁 其中 L为棕粗
线袁 N为蓝粗线袁 由该电
缆经 2 芯接头后袁 L 变为
绿细线袁 N 变为蓝细线袁
再接入手控器的印板电路
上遥 在该电路板上由 D1耀
D4对 AC220V进行桥式整
流 遥 由于未安装滤波电
容袁 所以整流后的电压是

100Hz的脉动电压遥 笔者用 DT9208型数字表测试该
电压在 280V/278V 交替显示袁 显示周期与开机工作
偏心转轴转动周期同步袁 时间约为 1秒遥 另外袁 该
电路上有一个由 D5 和 R1 渊220k冤 组成的电源指示
电路曰 有一个 1A保险管 渊熔丝管冤 F1/1A的电路符
号袁 但实际未安装曰 还安装了手控转换开关遥 该转
换开关有三种转换状态院 向前拨动为 野正推冶袁 停在
中间为 野停机冶袁 向后拨动为 野反推冶遥 其中 野正推冶
时 1尧 2触点接袁 4尧 5触点接袁 使 MA 为 渊+冤袁 MB
为 渊-冤曰 野反推冶 时 2尧 3 触点接通袁 5尧 6 触点接
通袁 使 MA为 渊-冤袁 MB为 渊+冤袁 改变驱动电机供电
的极性袁 使它实现正转和反转遥

该开关虽然
安装在印板电路
上 袁 但其控制杆
却露在手控器的
上面 袁 如图 3 所
示遥

整流后的电
压通过一条黄线和一条红线输出袁 黄线经过 3芯接
头后引出一条红粗线和一条 野白+红全短划花线冶袁
红线经过 3芯接头后引出一条白线和一条 野白+红长/
短划花线冶遥 这 4条连接线穿过人造革袋子和泡沫进
入机芯袁 其中红粗线直接加到驱动电机的 野MB冶 端曰
白线通过过热保护器加到驱动电机的 野MA冶 端袁 如
图 4所示遥

4援模拟揉捏按摩原理
驱动电机与两个偏心转动盘的组合袁 如图 5所

示遥 驱动电机的传动轴先经降速机构将转速降到每
秒约一周遥 为了加强转动盘的强度袁 在转动盘的后
盖上设置了 野肋冶遥 在转动盘的里面有中心转轴和偏 心转轴及其二者的连接机构遥 从图 5可以看出袁 过

热保护器被尼龙扎带捆绑在驱动电机的右侧面上袁
检修时可小心的将它从尼龙扎带中抽出来遥

图 6是揉捏按摩按摩原理图遥 因两个转动盘固定
得很紧袁 在它未出现机械故障时是不会轻易拆开的袁
所以只能用双手从前面去摸袁 通过感觉来认知它的按
摩原理遥 野正推冶 后左盘顺时转袁 右盘逆时转曰 野反
推冶 后左盘逆时转袁 右盘顺时转遥 同时还可以发现袁
偏心转轴与中心转轴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像月球围绕地
球转袁 于是在偏心转轴上形成了 野自转冶 和 野公转冶袁
而且无论 野正推冶 或 野反推冶袁 两个偏心转轴总是相对
地转动遥 这样 野自转冶 就可以产生 野揉捏冶 的效果曰
野公转冶 就可以产生 野按摩冶 的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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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使用不到五年的白云 BCD-168 型冰
箱出现压缩机长时运转尧 制冷效果逐渐变差的
故障现象

分析与检修院 通过故障现象分析袁 怀疑制
冷系统泄漏遥 割开压缩机的工艺管袁 仅有少量
气体 渊制冷剂冤 排出袁 确认系统发生泄漏遥 因
外观上看不出泄漏的部位袁 决定对系统进行检
漏遥 第一步袁 焊下高尧 低压系统与压缩机的连
接管袁 在高尧 低压管上分别焊上与三通阀连接
的喇叭口接头袁 再焊开毛细管与过滤器的连接
部位并各自封口曰 第二步袁 先为低压系统打压
至 0.5耀0.6MPa袁 检测低压系统未发现泄漏曰 第
三步袁 为高压系统打压至 0.8耀1.0MPa袁 结果发
现高压部分泄漏遥 因 2000 年以后的冰箱高压
系统多使用邦迪管袁 易锈蚀泄漏遥 该冰箱的冷
凝器等长分布在箱体两侧袁 并在左侧下面留有
连接口袁 焊开此连接口袁 再通气确认左尧 右冷
凝管袁 依次打压检漏袁 证实左侧冷凝管泄漏遥
因压管是从右侧箱体开始引入袁 经左侧箱体返
回袁 若将该机的冷凝管废弃不用袁 那只能用外
挂冷凝器的方法解决袁 但这样会影响美观袁 于
是决定保留右侧冷凝管 渊当然不管哪一侧是好
的袁 都应保留冤袁 取与右侧等长的铜管盘绕后
代替左侧的冷凝器遥 关键问题是冷凝管的长

度袁 笔者有个朋友是专门收购旧坏家电的袁 解
体后再变卖袁 所以我记录了大多数国产电冰箱
冷凝器的分布尧 走向尧 长短尧 材质等参数遥 经
查该机冷凝管的总长为 8m袁 单侧为 4m袁 用直
径为 5mm的铜管盘绕 4 圈后袁 安置在压缩机
上方的空间内袁 一端连接右侧冷凝管尧 一端连
接新过滤器袁 焊好毛细管袁 用两边废弃不用的
邦迪管稍加固定袁 再对各焊接口进行检漏袁 抽
空并充注的适量制冷剂袁 故障排除遥

揖注意铱 上门维修采用空气打压检漏袁 抽
空时应该让冰箱压缩机运转袁 利用它产生的热
量来干燥系统袁 并且抽空时间不低于两小时遥
在充注制冷剂前袁 先用少量制冷剂当干燥剂使
用袁 让压缩机运转 15分钟袁 再抽空 15 分钟袁
以免发生冰堵故障遥

揖编者注铱 对于不是特别陈旧的电冰箱袁
为了提高检漏的准确性和缩短检漏时间袁 检漏
时低压系统可以打压至 1MPa左右袁 高压系统
可以打压至 1.5MPa 左右遥 而部分新型电冰箱
系统打压的压力还可以适当增大遥 另外袁 在北
方干燥的地区抽空时无需让冰箱压缩机运转袁
并且抽空时间控制在 1小时左右即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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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 BCD-168电冰箱
冷凝器泄漏的维修技巧

一台格力 GC-2045A电磁炉加热功率无法调小袁 容
易将菜炒糊袁 其它功能键有时也失效

分析与检修院 通过故障现象分析袁 怀疑操作键电路
或微处理器异常遥 测试时发现袁 在炒菜模式下若按下
野调小冶 键有时无效袁 有时会进入 野蒸煮冶 模式袁 并且发
现需多次按火锅键和定时键才有效遥 根据维修经验袁 火
锅尧 定时键操作异常袁 多因微动开关异常所致袁 一般换
上正常的开关即可袁 但为什么按 野调小冶 键有时会进入
野蒸煮冶 模式呢钥 打开机器并将控制面板拆下袁 发现控制
面板的反面有油污袁 如图 1所示袁 按键板的原理图如图
2 所示遥 参见图 2袁 该机的单片机 U2 渊MC80F0604BP冤
通过识别輥輲訛脚输入的电压来确认用户按下了哪个功能键袁
当某种原因造成 U2輥輲訛脚的电压跟按下蒸煮键电压一样
时袁 U2便会认为用户按下了蒸煮键并执行相应的功能遥
而造成 野电压一样冶 的原因多是漏电袁 怀疑控制板反面
的油污就是漏电的真凶遥 因此袁 清洗掉油污并烘干后袁

又换上 SW3尧 SW5两个微动开关袁 操
作功能恢复正常袁 故障排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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