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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喜欢看毛泽东等老一辈开国领
导人战争年代题材的电视剧袁 虽然网络
上这样的电视剧很多袁 但老爸不会使用
电脑遥于是袁笔者用电脑在网上下载了很
多这样题材的电视剧遥 由于家里的小彩
电没有 U盘播放功能袁只好用手里现有
的几台硬盘播放器袁用 AV线连接袁输出
到彩电上袁给老爸观看遥
这几台硬盘播放器袁 支持播放的视

频文件格式很有限袁 不支持网上直接下
载的 FLV尧RMVB 等网上最流行的视频
格式文件的播放袁 每次下载这样的文件
后袁 再用狸窝全能视频转换器来进行视
频文件格式的转换袁 需要花费比下载时
间更长的时间袁这样效率很低曰并且袁手
中的这几台硬盘播放器袁由于设计缺陷袁
工作也不可靠袁 有时启动不了内置的硬
盘袁读不出里面保存的文件曰因此袁考虑
怎样给彩电增加 U盘播放功能袁并且是
能够把网上下载的视频文件不加转换袁
直接拷贝在 U盘和 SD卡上面进行播放
的那种方式浴

在网上搜索袁 终于在淘宝网找到了
一款可以直接播放 FLV尧RMVB 等视频
格式文件的高清 MP5解码板浴这款解码
板支持 U盘和 SD卡里的视频文件的播
放袁刚好满足笔者的需要浴

一、1280×720 高清 MP5 解码板
外观

1.面板图片见图 1
2.电路板图片见图 2

二、解码板功能
1.使用 5V直流电源袁支持 U盘尧SD

卡尧USB硬盘接口袁支持 AV接口输出遥
2. 支持多种视频编码格式 MPEG-

1尧MPEG-2尧MPEG-4尧H264 XVID袁超强
兼 容 RM尧RMVB尧DVD尧SVCD尧VCD尧
DVCD尧DVIX尧FLV尧MKV尧AVI尧MPEG4尧
VOB 等标准格式曰 视频解码最高可达
1280伊720遥

3. 流畅解读 MP3尧WMA尧HDCD尧
OGG尧FLAC尧ACC尧APE 等音频格式文
件遥

4.支持电子书功能袁轻松浏览 TXT
文本遥

5.支持图片格式院JPEG尧BMP尧柯达
PICTURE尧CDG遥

6.支持 FM收音 87.0耀108.0MHz遥
7.支持 AUX输入遥
8.支持方便快捷的红外遥控操作遥
三、普通彩电增加 U盘播放板
1.彩电外壳开孔袁安装解码板面板
在彩电面板或者背板上袁 找一个适

合安装解码板面板袁 并且里面有安放解
码板空间的部位遥 一般可以把解码板面
板袁 安装在彩电面板左右两侧或者彩电
面板顶部等部位遥笔者手里的 19吋液晶
宽屏显示器带电视功能袁但没有 U盘播
放功能袁 只有背板顶部有空间安放解码
板面板和电路板遥 用美工刀在彩电背板
顶部袁 割开一个刚好安装解码板面板的
长方形开口遥 再把解码板从这个开口伸
进去袁 解码板面板用 2颗自攻螺钉固定

在彩电外壳上面渊如图 3所示冤遥

2.MP5解码板与彩电主板的接线院
1冤+5V电源的连接院
这款 MP5解码板袁虽然自带+5V电

源袁但由于其工作时耗电不大袁加之彩电
主板本来就有+5V电源袁 也为了节省液
晶彩电内部宝贵的空间和减少随机小开
关电源对信号的干扰袁 就把解码板的+
5V电源输入端袁 直接连接在彩电主板
的+5V电源输出上面遥

2冤AV信号线的连接院
把这款 MP5 解码板上 AV 输出插

座上的信号线袁 分别对应连接在彩电主
板的 AV输入点上遥 MP5解码板上随机
的信号线不是屏蔽线袁 最好换用屏蔽线
进行连接袁以减少对 AV信号的干扰遥

3冤红外遥控接受头的连接院
把 MP5 解码板上红外遥控接受头

的信号输出脚袁 用一根导线跟彩电主板
上的红外遥控接受头的信号输出脚连
接遥 MP5解码板上的红外遥控接收头袁
可以拆去袁也可以保留袁这对红外遥控灵
敏度影响不大遥

四、使用 U盘或 SD卡播放效果如
图 4、图 5
五、MP5解码板的其他用途
随着大屏幕液晶彩电入主家庭客

厅袁 以前的普通彩电就退居了二线遥 其
实袁这些普通彩电通过加以改造袁完全可
以物尽其用尧发挥余热的遥除了可以用来
让老人播放网上下载的电影视频外袁还
可以播放网上下载的广场舞等等遥 说到

跳广场舞袁 这是当今中老年人群体的一
大业余生活袁也是他们最爱的精神享受遥
中老年人跳广场舞袁 既能社交袁 又能娱
乐袁还能强身健体遥

一般来说袁 老人们很少会使用电脑
的遥 有了能播放 U盘的彩电袁他们就可
以在家里练习从网上下载的新的广场
舞遥 这样袁在广场上跳舞时袁他们更能得
心应手袁增添他们的自信遥这对老年人的
健康袁是大有益处的遥希望爱好电子技术
的朋友们袁积极支持老人们的健康爱好袁
让他们老有所为尧老有所乐浴

MP5解码板除了改装普通彩电袁让
它们增加 U盘播放功能外曰还可以改装
已经退役的老式 VCD机袁使它们摇身一
变袁变成能播放 U盘或 SD卡的尧各种格
式视频文件通吃的新式播放器浴

殷湖北 余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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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湖南浏阳职业学校做了十四年电子专业的
电子产品维修教学工作袁 课余时间也经常带领学生维
修手机袁总结了一些维修手机的经验与大家分享遥
一、手机维修原则
1.先清洗后维修遥
2.先机外后机内遥
3.先补焊故障通病点遥
4.先电源后负载遥
5.先简单后复杂遥
二、手机维修流程
1.询问用户何种故障遥
2.正确的手机拆装遥
3.观测手机故障情况遥
4.确定手机故障范围遥
5.确定手机故障点遥
6.维修排除故障遥
7.整机物理性能测试遥
8.记录维修日志遥
三、手机维修的规律性
1.设计薄弱环节易出现故障遥
2.使用频繁的元器件易出现故障遥
3.负载大的元器件易出现故障遥
4.保护不周的元器件易出现故障遥
5.工作环境差的元器件易出现故障遥
四、手机常用的维修方法
1.电压法
这是在所有家用电器维修中采用的一种最基本的

方法遥 维修人员应注意积累一些在不同状态下的关键
电压数据袁这些状态是院通话状态尧单接收状态尧单发射
状态尧守侯状态遥 关键点的电压数据有院电源管理 IC的
各路输出电压和控制电压 尧RFVCO 工作电压 尧
13MHzVCO工作电压尧CPU工作电压尧控制电压和复位
电压尧RFIC工作电压尧BB(基带 BaseBand)IC工作电压尧
LNA工作电压尧I 辕Q路直流偏置电压等等遥 在大多数情
况下袁该法可排除开机不工作尧一发射即保护关机等故
障遥

2.电流法
该法也是在家用电器维修中常用的一种方法遥 由

于手机几乎全部采用超小型 SMD袁在 PCB上的元件安
装密度相当大袁 故若要断开某处测量电流有一定的困
难袁 一般采用测量电阻的端电压值再除以电阻值来间
接测量电流遥电流法可测量整机的工作尧守候和关机电
流袁这对于维修来说很有帮助遥 一般正常的数据为院工
作电流约 400mA 辕 3.6V曰守侯电流约 10mA曰关机电流约
10滋A遥

3.电阻法
该法也是一种最常用的方法袁 其特点是安全尧可

靠袁尤其是对高元件密度的手机来讲更是如此遥维修人
员应掌握常用手机关键部位和 IC的在路正尧反向电阻
值遥采用该法可排除常见的开路尧短路尧虚焊尧器件烧毁
等故障遥

4.信号追踪法
要想排除一些较复杂的故障袁需要采用此法遥运用

该法我们必须清楚手机的电路结构尧方框图尧信号处理
过程尧各处的信号特征(频率尧幅度尧相位尧时序)袁能看懂
电路图遥 采用该法时先通过测量和对比将故障点定位
于某一单元(如院PA单元)袁然后再采用其它方法进一步
将故障元件找出来遥在此袁笔者不叙述手机的基本工作
原理袁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有关的技术资料遥

5.观察法
该法是通过维修者的感觉器官眼尧耳尧鼻的感觉来

提高故障点在何处的判断速度遥该法具有简单尧有效的
特点遥

视觉院看手机外壳有无破损尧机械损伤?前盖尧后
盖尧电池之间的配合是否良好和合缝?LCD的颜色是否
正常?接插件尧接触簧片尧PCB的表面有无明显的氧化
和变色?

听觉院听手机内部有无异常的声音?异常声音是来
自受话器还是其他部位?

嗅觉院手机在大功率电平工作时袁有无闻到异常的
焦味?焦味是来自电源部分还是 PA部分?

渊未完待续冤 殷湖南 罗政球

手 机 维 修 技 巧 笔者对 叶电子报曳2014年第 52 期的
文章叶读卡器与存储卡组合可取代 U盘曳
有不同的看法袁 文章中认为现在的 U盘
质量很差袁 基本用不到 3个月就会报废袁
其实我认为凡事都有两面性袁U盘的保养
维护也是很重要的袁当然现在有很多山寨
小厂生产的 U盘质量的确很差袁 不推荐
购买遥只要购买名牌大厂的产品还是很耐
用的袁 比如 Sandisk尧 雷克沙尧BUFFALO
等袁 笔者的 BUFFALO 16GB的 U盘已经
用了将近 8年了袁一点问题都没有袁速度
超快袁读写速度都在 20MB遥 笔者也有几
个 Sandisk的 16GB的 U盘袁 也用了 4年
以上了袁很正常遥 现在 USB 3.0的 U盘已
经流行起来了袁 建议有条件的朋友购买袁
因为 USB 3.0不但读写速度更快袁而且质
量也更有保证遥
笔者在北京中关村袁 所以一般都是去

这些大厂的旗舰店购买袁这样才能保证买
到真货袁其实在淘宝上也是可以买到正品
的袁就是要货比三家袁太便宜的 U盘千万
别买袁一般都是假的遥 这里告诉大家一个
小窍门袁就是假如你看好了一款 U盘袁比
如是 Sandisk cz88袁 那么可以先登录美国
亚马逊网站袁看看这个产品在美国亚马逊
是多少美元袁 然后再换算成人民币价格袁
上下浮动 20元就是正品的价格袁 若是在
淘宝中发现某些店铺比所换算的价格便
宜 50元以上而且还包邮袁那就要小心了浴
八成是扩容产品或者山寨假货遥电子产品
其实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袁无需置疑遥

另外在使用 U盘过程中袁 要注意在
读写期间不能插拔设备袁要等读写灯不再
闪烁时再进行下一步操作遥当要拔下设备
时袁 先要用鼠标单击系统托盘中的 U盘
图标袁选择野安全删除硬件冶袁只要注意这
两点袁U盘的寿命还是很长的遥

殷北京 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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