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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DAM中波发射机常见的
开机故障及预防措施

刘倩倩

（新乡中波转播台，河南 新乡 453003）

摘　要　目前的 DAM 中波广播发射机具有良好的性能，操作简单的特性令其足以满足大部分广播行业的硬性需求。在全

固态中波发射机小型化、集成化发展的环境下，对广播设备的保养维护与操作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为实现“经济安全，

连续高效”的运行目的，需要技术人员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能够对发射机的常见故障进行分析处理，能正确

规范的操作和维护发射机，并且尽可能减少或预防故障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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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波广播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距离远、覆盖面广、

信号良好等优点。再加上节目制作与维护的成本相对较低，

接收设备廉价且小巧便于携带，适合不同群体的人随时随

地收听。尤其在重大灾难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这是其它媒体无法比拟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广播

事业的发展也来到了新时代，为确保广播电台的基本服务

能力，满足广大用户的收听需求，就需要保证中波发射机

能够安全高效地运行，对实现广播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1]

1 开机故障概述

中波发射机是完成中波广播节目传输的重要设备，发

射机一旦出现故障，尤其是出现开机故障，就无法正常启

动设备完成播出任务，从而延误播出时间，降低播出质量，

严重影响安全播出工作。

发射机的故障一般划分为六大类，其中第一大类故障

通常会导致机器无法开机。本文将针对第一大类故障中常

见的开机故障进行简要分析，为发射机的检修工作提供大

致的思路和方向。

2 常见开机故障种类与分析

2.1 “联锁”类故障

2.1.1 门联锁故障

门联锁发生故障时，面板上门联锁的指示灯显示为红

色，此时不能开机。日常工作中常见的门联锁故障多因发

射机的联锁门没有完全关好。要对所有的连锁门进行检查。

门关好后若门联锁指示灯由红变绿，则表示该故障排除，

否则，则要检查接地棒、行程开关及连接线路。

2.1.2 外部联锁故障

外部连锁是指在主机柜内的端子板上两个接线端子。

此处是用来判断发射机的输出端有没有与天线馈线或者假

负载连接好。外部联锁发生故障时，日常工作中一般情况

下应查看各个接线有没有接好，保险丝有没有熔断，接线

端子对地有无短路等。外部联锁指示灯由红变绿，则说明

故障排除。[2]

2.1.3 电缆联锁故障

如果面板上电缆联锁对应的指示灯为红色，则说明该

部分出现了故障，常见的原因多为功放模块没有插好或松

动，编码板与母板之间的电缆插头出现松动，或编码板与

检测板之间的电缆没有良好连接等。应仔细检查各个功放

模板及电缆插头，拔出重新插合，将松动或者未良好连接

的电缆重新连接。该故障一般可以排除，按下面板上复位键，

电缆联锁对应的指示灯变为绿色。

2.2 风机故障

风机故障检测电路是用来检测发射机制冷降温系统是

否出现问题。当风机故障指示灯显示为红色时，说明该部

分出现故障。如（功放模块）温度过高，风机或者检测信

号的电路发生故障，都会使面板上风机故障的指示灯变为

红色，并进入锁存状态，此时无法开机。只有待故障完全

排除之后，按下面板上的复位键，风机故障的指示灯才能

变为绿色。实际工作中此类故障多因监测风机转速的光电

耦合器积灰导致，将其进行除尘处理或可消除此故障。此

故障也有可能是供电相序接反导致风机反转，任意调整其

中两相即可消除。若故障仍未消除，则要考虑风机本身的

故障以及保险熔断、供电问题以及检测电路的问题。

2.3 高压电源故障

2.3.1 缺相故障

如果高压电源出现了缺相故障，则表示外电三相电源

缺了一相，或三相不平衡其差值超过了 5%。缺相故障会导

致变压器发热甚至影响发射机正常工作。需与供电公司协

调检修，以保证外电正常。如果是因为三相不平衡，则需

考虑高压整流器与变压器绕组的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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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过压故障

当外电电压过高时也会导致发射机出现故障导致无法

开机，这时面板上过压对应的指示灯显示为红色。通常情

况下要检查外电是否是 380V（其误差不超过 10%），若不是，

则将电压降为 380V。

2.4 输出检测板 +5V/-5V 电源故障

如果面板上的输出检测 +5V（或 -5V）指示灯变红，则

说明输出检测板 +5V 电源（或 -5V 电源）出现故障。通常情

况下要检查保险丝 F1（或 F2）是否烧了，稳压二极管 VD21

（VD29）是否失效。保险丝若无问题，也可能是 A27 上板

N6、N5（集成电路）等失效。更换上述器件及保险后，按面

板上的复位键，指示灯变绿，则说明该故障排除（见图 1）。

3 做好预防工作，重视日常的操作与维护

发射机一旦发生故障，就无法完成正常播出工作任务。

通过对发射机精心的维护以及在工作中正确规范的操作发射

机，来预防或减少故障的发生，以确保设备在最佳状态下运

行。那么，平时工作中值班人员应该做好哪些预防工作？

3.1 规范操作发射机

在发射机开机前一定要认真做好各方面的检查。查看

设备的维修情况登记，确保发射机没有尚未处理的故障。

检查外电是否正常稳定，三相电是否缺相或者不平衡。检

查发射机所有机箱门是否关好，闻一闻是否有焦糊味或其

他异常气味。[4]

开机时要观察面板所有的指示灯是否有异常。要严格

按照“低”“中”“高”的顺序按下功率按钮，检查各个

表的表值有没有异常，并根据功率表上功率显示的情况利

用“升”“降”按钮进行调整，同时还要注意听有无继电

器正常吸合的声音和风机转动的声音。需要注意的是，如

切换主、备机，需两人进行操作，且必须保证在切换到位

的情况下才能开机，否则不能开机。[5]

开机后要按时巡机、抄表。注意各表中每项的数值否

在规定的范围之内，有没有异常气味和异常状况。如果出

现异常情况，需要查明原因清除故障，并做好详细记录，

或可为以后的工作提供帮助。

根据上述内容正确规范地操作发射机设备，不因操作

不当而使其发生故障，并且在规范操作的过程中及时察觉

异样，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故障的发生。

3.2 要做好维护检修工作

为了预防发射机故障的发生，要做好对发射机设备的

图 1 常见开机故障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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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检、季检、月检、周检、日常维护等检修维护工作。在

维护检修过程中，要做好发射机的除尘工作，清洁防尘网、

机身，尤其是用来通风散热的部位及易落尘的部位。检查

个部位的器件和保险是否损坏，电容有没有凸起，接头有

没有松动或者断开，簧片接点有没有氧化或生锈，电缆是

否有破损现象。检查各个部件有没有出现老化的情况，并

定期更换易老化、损坏的部件、元器件。还要注意闻一闻

有没有焦糊或其他异常的味道。用红外测温枪检测有没有

部位或板块温度过高。检修完成后，测试下发射机的电声

指标等。检修时要注意安全，确保断电后再进行维修，注

意接地线，维修人员必须两人以上，采取专人看管电源，

放置危险警示牌等措施保证人身和设备安全。根据上述内

容对发射机进行认真细致的维护检修，对故障的预防起到

重要的作用。[6]

4 结论

中波广播发射机具有低成本、高效稳定、易操作、易

维护的优点，为广播事业的发展和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通过对其开机故障进行分析，从源头了解了开机故障产生

的主要因素，并且探讨了日常工作中几种常见的故障类型

及相关解决思路，明确了大致方向。鉴于中波广播发射机

的特性，值机人员要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及时发现异状，并

在处理问题时积极思考，优化开机故障检修的思维方式，

结合以往的维修经验高效地排除故障，及时做好详细的记

录，以便以后查阅。并且做好日常的维护检修工作，未雨

绸缪，方能最大限度减少故障的发生率以及其带来的损失，

并使中波广播发射机在最佳状态下运行，提高其整体的经

济效益，促进广播事业积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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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洗涤剂、柔顺剂等动作，由于手动操作的弊端，用户往

往无法对添加量进行准确地控制，经常会造成添加过多或

添加不足的情况发生。洗涤剂添加不足会降低衣物洗涤效

果，洗涤剂添加过多则需要在漂洗步骤消耗更多的水进行

清洁，进而导致水资源的浪费 [4]。通过应用洗涤剂负压式自

动添加技术可以在保证洗涤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减少

水资源的浪费。其具体工作流程如下：利用水流产生负压，

利用负压将洗涤剂、柔顺剂等吸入一个容积固定的腔体内，

充满腔体后使用水流对腔体进行冲洗，将洗涤剂、柔顺剂

等冲进洗涤桶内对衣物进行清洗。

3.2 自动称重技术

滚筒洗衣机的自动称重技术工作原理是，电机变频器

在电机加速过程中会对衣物的重量进行计算，然后芯片根

据衣物重量控制进水阀门投入相应的水量，这样能够避免

水资源浪费，进而实现节能环保。

3.3 浊硬度检测技术

滚筒洗衣机中采用的浊硬度检测技术，其中应用到了

浊硬度检测传感器，电脑板通过浊硬度检测传感器，可以

检测洗涤、漂洗过程中水质的污浊程度，通过水质的污浊

程度可代表衣物的洗涤效果，在保证洗涤效果的前提下，

可以达到降低能耗和节约资源的目的。此外，浊硬度检测

传感器还可以检测水质的硬度，根据水质硬度的不同使用

不同剂量洗涤剂和柔顺剂 [5]。进而解决了不同地区水质存在

差异而无法准确控制洗涤剂使用量的难题。

4 结语

在科技和社会快速进步的新形势下，人们对于生活质

量提出更高的要求，传统的滚筒洗衣机无法满足人们对于

更高生活质量的要求。文章通过对降噪技术、健康洗涤技术、

洗涤剂负压式自动添加技术、衣物自动称重技术、浊硬度

检测技术进行相应的分析，通过在技术上不断创新和应用，

可以实现滚筒洗衣机在环保和节能两个方面的进步。尤其

是在水资源日益匮乏的今天，节能技术的应用显得尤为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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