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摩托车维

修技术俱乐部程老

师在湖北分站赛时

给大家讲了用电压

降法检测电路的方

法 袁 我很受启发 袁
不是我不懂或听不

明白袁 而是恰恰相
反袁 很早我就懂但
为什么在实际修车

过程中极少应用呢?
以至于耽误了大量

的时间袁 还自以为
比较精通电路袁 很
是惭愧遥 对于不太
精通电路的朋友可

能对电压降理解的

很费劲袁 我来简单
的说一下遥

摩托车的线路

总体看来好像很繁

杂袁 但分头查来不外乎照明线路袁 启动回路等几
个分支袁 在组成这些分支中也就是些串并联电路袁
在查一些接触不良或需要精确测量电阻时就不是

一般万用表能胜任的袁 如老师所讲精确的欧姆表
价格不菲袁 但换种方式用电压降法就准确方便直
观多了袁 在串联电路中电阻值越大的地方如开关
或插接件存在接触不良时所测其两端的电压越高袁
正常时开关和电线的阻值很小袁 测量它们的电压
很小袁 电压主要就降在用电器上袁 下面讲几个故
障排除实例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袁 前几例是没听
程老师讲课以前就排除的袁 最后一个是电喷培训
后排除的遥
故障一:
一辆本田大蚂蚁 400 卖给我后车主告诉我曾

换过点火器袁 我一检查发现车上装的整流器竟是
用国产 125三相整流器代用的袁 刚好有一个本田
75O的整流器袁 我立马给它换上袁 紧接着测充电电

压袁 很正常加大油门电瓶电压不超过十四点七伏袁
可一开大灯电瓶电压升到二十伏左右袁 可把我吓
坏了袁 点火器烧了后悔来不及了! 但我发现大灯灯
泡没烧坏袁 于是测量灯泡的电压袁 不超过十五伏袁
测量点火器正电源也是如此袁 真奇怪了袁 经过仔
细检查发现问题所在袁 原来原车主也是个修摩托
的袁 只是电路不精袁 该车大灯下面有个保险盒袁
里面有好几个保险丝和汽车的一样袁 保险丝烧了
以后该老弟搞不懂就直接从电瓶正极拉了根电线

到电门锁正极袁 总之线路被他搞的有点乱袁 拉的
这根线有点细袁 开大灯时电线发烫袁 加油门时测
量该电线从电瓶正极这端到电门锁正极有好几伏

电压 (红表笔接电瓶正极袁 黑表笔接电门锁)袁 于
是费力把原车电路修复袁 保险丝都换了再查电压袁
一切正常遥 我是这么分析的:原车主因拉了根细线
相对而言电阻值过大袁 造成电压降过大袁 车孑不
发动开大灯光线很暗袁 细电线上降了几伏电而且
线发热袁 车子启动后整流器取样电压线也接在点
火开关后袁 为了保持用电设备电压稳在十四点七
伏袁 所以大灯开后电瓶电压被充至二十伏袁 经细
电线降了五伏多袁 到了大灯泡两端还是十四点七
伏袁 而不开灯时整车用电量小袁 所以电瓶电压正
常袁 修复电路后因原车线电线很粗袁 所以开不开
灯袁 电瓶电压都正常袁 看来以前日系大排绝大多
数都用斩波式整流器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故障二:
一辆欧星助力踏板新车出售时袁 发现启动机

运转无力不好启动袁 当时正值冬季袁 以为机油粘
度大或电瓶不行袁 于是换成 10w一 30的机油袁 用
一支电瓶车的 20AH新电瓶并联上袁 故障依旧遥 于
是测量启动机的电压袁 发现只有几伏袁 于是用空
调用的粗电线并联到启动线路上袁 也另接了一条
搭铁线袁 故障排除遥 没过多久另一辆同型号旧车
来修袁 无意中发现该品牌车启动线和搭铁线竟是
铝线袁 于是作个实验测量了下电压降袁 发现有三
伏左右的电压袁 所以马上更换了电线遥

故障三:
一辆电动三轮骑行不远就会停下来袁 歇会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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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走袁 但有时又很正常能走很远袁 有时停后歇很
久也不能走袁 没有一定的规律袁 车主是个固执的
老头袁 一口咬定是电瓶不行了袁 我说行不行测量
了再说袁 支起车子让一只后轮悬空袁 把转把拧完
让电机运转袁 量电瓶电压五十伏左右袁 再用电瓶
放电仪挨个检查四个电瓶都正常袁 于是给他换了
个控制器袁 老头骑了一圈说不行袁 于是我亲自试
骑袁 发现加电门 (油门) 时仪表上的电源指示灯无
规律闪烁袁 开大灯时稍微好些袁 于是测量控制器
正电源电压袁 也就是经点火锁后到控制器的那根
细电源线袁 只有四十二伏左右袁 而这时测控制器
上的粗红线和粗黑线上的电压有五十多伏袁 肯定
有接触不良的地方袁 这时想到程老师教的压降法
决定试试袁 用红表笔接在电瓶正极袁 黑表笔接在
控制器正电源的细红线上 (当然该线因品牌不同也
有其它颜色的) 电压在八伏左右袁 为了确定是导线
的问题还是电门锁的问题袁 把两支表笔接在电门

锁的进出两端电压依旧是八伏左右袁 故障查明袁
折掉电门锁后量它的导通情况袁 结果欧姆和千欧
量程没反应袁 在兆欧档时显示数值是三十五袁 电
瓶车电压高袁 所以这么大阻值还能工作袁 只是电
压降大袁 当控制器供电电压在四十一伏左右就进
入欠压保护状态袁 这可能是走走停停的原因吧

总之袁 用电压降法测电路故障要注意无论何
时袁 电瓶正极是电压最高点袁 负极是最低点袁 別
以为搭铁线或负极线是电位最低点袁 因为接线铜
片与负极铅桩可能存在腐蚀造成的接触不良现象袁
造成误判袁 总之要灵活应用袁 如在检测启动机运
转无力时除了测电压降袁 有钳形表的最好再测一
下电流袁 比如弯梁 110的正常情况不超过 30A袁 碳
刷或线圈有短路现象时能达到一百几十安培袁 这
时光测电压降就不能快速判別故障

以上是我个人体会心得袁 有不正确的地方请
大家批评指正袁 谢谢遥

从前袁有两个饥饿的人得到了一位长者的恩赐院一根鱼竿和一篓鲜活硕大的鱼遥 其中袁一个人要了
一篓鱼袁另一个人要了一根鱼竿袁于是他们分道扬镳了遥 得到鱼的人原地就用干柴搭起篝火煮起了鱼袁
他狼吞虎咽袁还没有品出鲜鱼的肉香袁转瞬间袁连鱼带汤就被他吃了个精光袁不久袁他便饿死在空空的
鱼篓旁遥 另一个人则提着鱼竿继续忍饥挨饿袁一步步艰难地向海边走去袁可当他已经看到不远处那片
蔚蓝色的海洋时袁他浑身的最后一点力气也使完了袁他也只能眼巴巴地带着无尽的遗憾撒手人间遥

又有两个饥饿的人袁他们同样得到了长者恩赐的一根鱼竿和一篓鱼遥 只是他们并没有各奔东西袁
而是商定共同去找寻大海袁他俩每次只煮一条鱼袁他们经过遥远的跋涉袁来到了海边袁从此袁两人开始
了捕鱼为生的日子袁几年后袁他们盖起了房子袁有了各自的家庭尧子女袁有了自己建造的渔船袁过上了幸
福安康的生活遥

温馨提示院一个人只顾眼前的利益袁得到的终将是短暂的欢愉曰一个人目标高远袁但也要面对现实
的生活遥 只有把理想和现实有机结合起来袁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成功之人遥 有时候袁一个简单的道理袁却
足以给人意味深长的生命启示遥

人生路上袁你是不是常被一些莫名奇妙的问题困扰钥 生活的迷茫尧职场的紧张有
时候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袁也许本篇文章的小故事能缓解你的压力袁同时给你一点启
发袁一些感悟袁为你的成功指明方向袁提供动力袁激励你的人生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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