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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在电视发射台一次值班人员巡机时袁 发
现整机输出功率下降到 6kW遥 打开控制柜的前门袁
看到上层 6个开关电源有 4 个工作指示灯熄灭袁 而
且闻到烧焦的味道遥 又打开发射机的后门袁 发现上
面一组功放电源的轴流风机停转遥 维修人员在不停
机的情况下袁 以最快的速度更换了已经损坏的风机袁
使开关电源的损坏程度减轻到最小遥 拔出损坏的开
关电源袁 拆开检查袁 发现印刷线路板有烧焦的现象遥

而且袁 有的地方的焊锡已经融化遥 通过测量尧
分析袁 主要问题是风机停转袁 开关电源不能很好地
冷却袁 导致了元器件由于过热损坏遥 发射机使用了
12个 3kW开关电源并联均流供电袁 由控制板监控电
源的工作状态袁 并进行自适应调整遥 当输入电压低
于 315V时袁 整流器自动关闭曰 高于 323V时袁 整流
器恢复工作遥 输出电压高于 36V时袁 整
流器自动关闭遥 当电源内部温度超过
80益时袁 过温保护启动袁 关闭整流器袁
输出电压为 0V曰 散热器温度再次下降到
77益时袁 解除保护动作袁 整流器重新工
作遥 当整流器内部的开关管尧 整流管电
流太大袁 或者冷却风扇停转而导致散热
片温度超过 80益时袁 安装在散热片上的
温控开关接通袁 控制电压经温控开关使
Q1导通袁 封锁脉宽调制的脉冲信号袁 同
时发出告警信号遥

但是袁 电源内部安装的温控开关袁
是利用金属的热记忆效应产生的形变而
使触点接通或断开遥 这种开关反应速度
慢袁 而且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遥 随着使
用时间的增加袁 控制灵敏度下降遥 如果
控制柜上的冷却风机停转袁 在 10kW 播出功率的状
态下袁 开关电源的温度升高很快遥 一旦温控开关反
应迟钝或者失效袁 印刷线路板上的开关管尧 变压器
和调整电路的元器件的温度骤增袁 就可能造成意想
不到的损坏遥 轻者袁 某一个开关电源自身烧毁遥 重
者带来恶性循环袁 与风机相关联的几个电源同时关
闭袁 直接危及到了安全播出遥

针对曾经出现过的问题和可能存在的隐患袁 我
们设计了一套智能化控制系统遥 其目的是袁 发射机
出现故障袁 特别是 4个冷却风机异常时袁 及时报警袁
并且降低发射机的输出功率袁 维持播出遥 原来发射
机的保护措施是降低一半功率后袁 如果故障仍然不
能消除袁 就关闭发射机遥 这种控制方式袁 势必造成
停播现象的出现遥 新设计的这套控制系统袁 在严重
故障出现时袁 先报警袁 同时降低到门限功率袁 仍然
可以维持播出遥 给维修人员一个判断故障袁 解决问
题的预留时间袁 它包括以下 3个方面院

1.控制柜内的两个轴流风机袁 只要其中一个风机
风流量减小或者停转袁 立刻通过控制系统袁 降低发
射机的输出功率袁 并发出告警信号遥 因此袁 设计一
套能够检测轴流风机风流量的电路袁 准确地监测风

流量的变化遥
2.功率放大器柜内的两个冷却风机袁 只要其中一

个风机风流量减小或者停转袁 立刻通过控制系统袁
降低发射机的输出功率袁 并发出告警信号遥

3.通过控制激励器的输出功率袁 降低整机输出功
率袁 保护发射机遥

由于控制柜使用的轴流风机流量小袁 与开关电
源之间的距离比较近袁 容易形成涡旋袁 不能够准确
地检测风流量遥 所以袁 我们使用了电感式接近开关遥
Z23开关 114它是属于一种有开关量输出的位置传感
器袁 由 LC高频振荡器和放大处理电路组成遥 利用金
属物体在接近感应头时袁 使内部产生涡流袁 振荡能
力衰减袁 内部电路的参数发生变化遥 这样袁 就可以
识别出有无金属物体接近袁 进而控制开关的通或断遥

我们使用的接地开关袁 是直流两根线 LJA12M-5D1
型,工作电压+6V~30V遥 Z23 开关 114 接近开关的内
部安装了双向稳压管袁 通过它给内部电路提供工作
电源遥 不导通时袁 也有微弱的电流通过袁 以此来保
持内部电路的工作袁 导通时有一定的压降遥 它的内
部电路是集成电路袁 耗电极微弱袁 输出使用可控硅
触发遥 Z23开关 1Z23开关 114由于接近开关导通时
的电压降接近 4V袁 设计电路时就要考虑到这部分电
压遥 所以袁 我们选择了+12V开关电源遥 功率放大器
柜的两个微动开关与控制柜的接近开关形成 野与冶
逻辑电路袁 控制激励器的输出功率袁 如图 1所示遥

待机情况下袁 由于主控制器没有接收到开机命
令袁 风机交流接触器和功放电源交流接触器都没有
吸合袁 控制系统使用的开关电源加不上电袁 控制系
统不工作遥 开机后袁 单片机的 CPU发出总电源交流
接触器吸合命令袁 CJ4吸合袁 控制系统开始工作遥 初
始状态下袁 控制柜内的两个轴流风机的风流量缓慢
提高袁 不可能立即把监测叶片吹起来袁 接近开关 1尧
2导通袁 JC1和 JC2吸合遥
因此袁 +12V控制电压通过 JC1和 JC2的常开接

点闭合导通袁 给 JC3加电袁 JC3导通遥 控制电压又通
过 JC3 的常开接点闭合导通袁
控制单稳态触发器翻转工作袁
功率门限电平加到主激励器和

备激励器遥 控制电压又通过 JC3 的常开接点闭合导
通袁 控制发射机本地告警和值班室的声光告警电路遥

该控制系统必须和原来厂家的控制系统保持兼
容袁 不能发生任何冲突遥 因此袁 从控制系统加电开
始袁 要保持同步遥 当发射机加电时袁 主控制器使用
的+12V和+9V已经工作袁 电控板并不动作遥 只有当
发射机接收到开机命令后袁 电控板才开始工作袁 在
CPU的控制下袁 按步骤给相关设备加电遥

根据原理图分析袁 电控系统第一步工作是给风
机交流接触器 CJ2加电遥 而这个 220V控制电压是经
过电控板上的 JR3和 J3袁 连接到控制柜下端的 X2端
子排上遥 为此袁 开关电源使用的 220V交流电源相线
接在 X2 的 11端子上袁 也就是单片机整机控制节点
PS端袁 零线接在 12端子 N上遥

控制发射机降低输出功率袁 是通过改
变上变频器的电子衰减器的输出电压来实
现的遥 中频信号由 J2 接入袁 本振信号由
J4接入遥 输入的中频信号经 L101尧 L102尧
C134尧 C135 和 C136 组成的低通滤波器袁
滤除高频分量袁 送至混频器 M101遥 低通
滤波器带内插损小于 2dB袁 滤波器拐点为
45MHz袁 76MHz 处抑制度大于 30dB遥 混
频器 M101将中频信号和外部输入的本振
信号混频袁 经带通滤波器 FIL1 输出发射
频道的射频信号遥 FIL1 滤波器带内平坦
度 约0.3dB遥 射频信号送入放大器 A202
渊增益为 22dB冤 放大袁 经 BD1尧 BD2等组
成的电调衰减器送至放大器 A204 渊增益
为 22dB冤遥

电调衰减器的动态范为 3~20dB袁 在
短接短路子 JP101的淤和于脚时袁 电调衰减器的控
制端受内部电压控制袁 调节电位器 P101改变衰减器
的衰减量从而改变上变频的输出电平 曰 短路子
JP101的于和盂脚短接袁 电调衰减器的控制端将受外
部 ALC电压控制遥

现在袁 我们把上变频器中的 JP101 的 3 个引脚
通过转接插子引出袁 接到新安装的控制系统中遥 其
中袁 盂脚就是原来激励器控制板上的 AGC电压袁 于
脚把控制电压送到 UUOOE-2的电子衰减器中袁 淤脚
是用户根据需要设置的门限电压遥 正常情况下袁 发
射机整机输出功率 10kW时袁 AGC 电压在 3V左右袁
这是一个变化的数值袁 受控于 AGC电路遥 此时袁 激
励器前面板上的数显是 1.000W遥 设置安全模式下的
输出功率为 2kW袁 淤脚的电压是 1.9V,数字显示
0.216W遥

控制电路安装在标准的 19英寸机箱内袁 放置到
主激励器上端遥 机箱的后面输出控制电缆袁 分别连
接到主激励器和备激励器的后面板上遥 自从设计安
装了新的控制系统袁 前级控制柜的两个轴流风机曾
出现过风流量不足的现象袁 控制系统及时发出告警
信号袁 维修人员立刻更换了新的风机袁 排除了隐患遥
在两年的播出过程中袁 效果非常理想袁 为安全播出
提供了可靠的保障遥

殷山东 宿明洪

对电视发射机风冷的冗余性设计改造

在祖国的大地上袁特别是在广阔的农村袁安装野户
户通冶卫星接收机已不再是稀罕袁它解决了因种种原因
没能开通闭路电视的千家万户在接收电视节目方面的
难题遥
笔者由此突发奇想院 是不是能通过卫星电视接收

装置袁在经过必要的处理后袁能成为一种地震预报的
工具呢钥 思路是院一般野户户通冶卫星电视接收装置多
安装在位置比较高的地方袁如院屋顶尧楼房的阳台等曰
由于其野锅盖冶比较小袁接收的方位精确度就要求比较
高曰一旦发生移位袁就会接收不到卫星电视信号遥 笔者
也做过简单的试验袁一旦野锅盖冶移位超过 5毅角袁卫星
电视信号就会接收不好袁甚至消失遥 通过这一点给笔
者以提示院如果地震一旦发生袁由于野锅盖冶移位而收
不到卫星电视信号渊那怕是短暂的一刻冤袁电视屏幕上
就能打出 野请注意袁 可能有地震发生冶渊或发出报警
声冤袁给人们一个警示袁达到在大地震发生前有小地震
前兆就预报的目的遥 当然袁要排除一些客观上的因素袁
如院风力的影响尧人为的因素等曰如果是卫星信号传输
故障袁一般都会有提示的袁可以区别开来遥
愿有识之士尧 有关厂家能给予关注遥 如能产生奇

迹袁广大农村尧特别是居住在地震带的居民一定受益
匪浅曰在城市里安装袁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曰如果
能做到联网鉴别袁就会使预报更加准确冥冥这都是有
可能做到的遥 但愿院点子会有用袁奇想能成真遥

殷广西 何国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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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 PSK-1501T 型专用通讯维修电
源要要要场强仪无电压输出袁 表头无指示袁
荧光数码管不亮遥 从故障现象看袁 应该是
电源部分出了问题遥 拆开机壳袁 加电测电
源变压器次级有 16V交流输出袁 测滤波电
容两端有约 22V直流输出袁 再测背板上稳
压调整管 TIP42C 集电极稳压电源输出端
对地电压为零遥 拆下调整管测其发射结已
开路遥

查 TIP42C 为 PNP 型大功率达林顿管
渊115V尧 65W尧 6A冤袁 因手头无同型号管袁
考虑用一只 9015加一只 3DD15A组成达林
顿复合管替代之院 先将 3DD15固定在背板
散热器上袁 然后将 9015 的 c 极与 3DD15
的 b 极连在一起 袁 将 9015 的 e 极与
3DD15的 c极相连作为复合管的 c 极袁 将

9015的 b极作为复合管的 b极袁 3DD15的
e 极作为复合管的 e 极袁 接好 3 根引线院
蓝线 渊电源输入线冤 改接 3DD15 的 c 极尧
红线 渊电源输出线冤 改接 3DD15 的 e 极尧
黄线接在 9015的 b极袁 即使电流从 c极流
入袁 e极流出遥

将电路复原袁 加电袁 15V 电压表已满
偏曰 将钮子开关掰向输出一边袁 红色荧光
数码管发光袁 显示 15V曰 旋转电压调节旋
钮袁 可使电压表上显示的电压数值在 0~
15V之间连续变化曰 将电压表示数调在 5V
左右袁 接上充电插头线可给手机电池充电袁
此时手摸调整管散热片微温袁 可以使用遥
至此袁 检修完毕遥

殷 渊请本文作者与报社联系冤

PSK-1501T型
专用通讯维修电源的检修

一款被称为的中国式创新、专供老年人
使用的便携式乐见云电视应运而生。该产品
采用瑞芯微的双核 A9 芯片（rockchip2926）
方案，保证了系统的稳定性。针对老人视力不
好的特点，该机图标和文字大而清晰，即便不
识字也可以很容易的通过图标来辨识不同的
频道和内容。为保证外出情况下长时间使用，
该机内置了两块 2600mAh 的三星电池，中等
音量下可以使用 5 小时以上，最大音量和最
小音量分别可以连续使用 4 个半小时和 8 个
小时，满足了日常生活和使用场景的需要。在
外观设计上，采用了与目前追求轻薄潮流截
然相反的立式设计，稳定而不笨重，彻底解放
了用户的双手。

目前该电视的后台资源总量已经达到 2
万 G，而且还在不断扩充中。其中包括电视电
影、综艺音乐、各类戏曲、养生防病、动漫故
事、国学诗词、安全常识等，可以说全面覆盖
了老少人群对音视频内容的需求。有 19种门
类的戏曲，且均为全曲，古诗 1000 首，并加入
了动画，增强了内容的生动性，受到了青少年
的欢迎。通常是老人白天用来听戏，下午小孩
放学用来看动漫，晚上被儿女提回卧室放在
床上看电视。

该产品可下载视频离线观看，支持外接
USB存储设备并播放其中的音视频资源。不
过本地存储毕竟有限，还是需要接入网络才
能更方便地获得最新最丰富的内容资源。

首先进入 野乐翻天冶板块，按下 OK键，出
现电影、电视剧、动漫和综艺 4 个窗口；有电
影 19979 部、电视剧 9238 部、动漫 7120 部、
综艺节目 9931 部可供欣赏，还有海量的
TED（即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
技术、娱乐、设计）“公开课”视频，对渴望资
讯的老人和学生有着很强的吸引力。“电视直
播”从 1 频道的 CCTV1 开始到第 944 频道
的乐视魅力奥斯卡，足足有 944 个频道的电
视内容在直播！从中央电视台到各地卫视，甚
至还有众多的地方电视台和互联网电视台，
均一网打尽！

野幼儿区冶 版块有“动画片”、“故事天
地”、“国学启蒙”、“诗词精选”、“语言文字”、
“趣味英语”、“健康知识”、“科普百科”、“育儿
天地”、“音乐乐园”、“艺术绘画”和“舞蹈学
院”等内容，非常丰富。

野老人区冶版块，这里有“戏剧”、“小品”、
“相声”、“养生”、“健身健体”、“综艺欢乐送”、
“美食烹饪”和“书画欣赏”等分窗口。打开“戏
曲”窗口后，各地剧种纷纷呈现：黄梅戏、京
剧、昆曲、曲剧、粤剧、越剧、柳琴戏、沂蒙小
调、琼剧、坠子、琴书、苏州评弹、锡剧、淮剧、
绍剧、扬剧、潮剧、豫剧和东北二人转等 19 种
戏曲门类，集中华戏剧之大集成，老人们可大
饱眼福和耳福！

另外，还有“网络收音机”和“网络导航”
等功能，用户能快速进入收听和浏览内容。

乐见云电视院410元/台渊含邮费冤
汇款地址:(610041)
成都市府城大道西段 399 号天府新谷园
区 7 号楼 15 楼-1503-2 电子报<读者服
务部>
服务部电话院028-65113930,注院汇款时请
务必写清货品袁并附上您的联系电话以便
发货联系

参数说明：1.乐见云电视的屏幕尺寸为 7英寸袁16院9宽
屏袁屏幕分辨率为 800伊480遥2.老款电视所具备的接口有院TF存储卡接口
渊接插 TF卡即 micro SD卡袁 扩展外置存储,
最大 32GB冤尧USB接口 渊扩展外置存储寄数
据传输袁可接 U盘/移动硬盘冤尧Line接口(音
频输入,椎3.5mm标准接口冤尧 键盘和鼠标接
口渊USB扩展袁支持有线/无线冤袁以及 DC接
口渊接入电源袁以直接看电视或给内置锂离
子电池充电冤遥 具备音频输出功能遥3.本机内置有 4G内存袁但主要主要用于存
放系统袁不建议存放视频浴 本机还具备 4院3
和 16院9信号源调节功能袁 以符合目前视频
源多种格式的需求浴
根据国家对电子产品的售后服务标准袁本
产品同样具备三包服务浴 让读者们买的放
心袁用的安心浴

———一款适合老年人的创新潮品
乐见云电视
电子报读者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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