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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 板背面 

062 数字存储示波器安装指导 
适用型号：06204KP 

 

1. 注意事项 
1) 核对元件 

在正式开始安装之前，请根据元件清单核对元件数量并检查元件的质量，包括外观，数值等，
若发现质量不符合要求的元件请立即用过电子邮件经销商和联系。 

2) 不用安装的元件 

有些在电路图和 PCB 板上出现的元件是不需要安装的，安装时请仔细遵照元件清单，只安装
元件清单上列出的元件。 

3) 注意元件极性方向 

许多元件是有分极性和方向的，如二极管、三极管、电解电容器、IC、连接器等，安装时应
特别注意。 

 

2. 安装前准备工作 
1) 需要的工具 

A. 电烙铁，20 – 25W 就可以了 

B. 焊锡丝，最好是 0.5mm 直径带松香的 

C. 镊子 

D. 尖嘴钳 

E. 剪线钳 

F. 适当大小的螺丝刀 

G. 清洁烙铁头的海绵（也可以用一块湿布代替） 

2) 要准备的其他物品 
A. 直流电源，电压 9V 左右，要能够提供 300mA 以上电流 

B. 数字万用电表 

3. 认识 PCB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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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拿到的 PCB 板应该是在一面上已经安装了贴片元件的（见照片），这一面是示波器的背面，另一面
没有安装任何元件，对应的是示波器的正面。在 PCB 背面（即已经安装了元件的一面）的左上角，您应该
能看到“109-062000-00C”字样的 PCB 板编号，如果您看到的是另外的编号，那么本安装指导不适用，您
需要找到对应的安装指导。 

由于示波器的贴片元件是预先焊好的，所以安装工作主要是安装引脚元件和前后面板，下面是安装的
详细步骤。 

 

4. 安装步骤 
下图是背面元件安装完成后的照片，安装时请对照该照片确定元件安装的位置和方向。一般来说，元

件的安装按从低到高的顺序进行，即先安装贴近 PCB 板的元件，后安装高的元件，这样可以避免高元件阻
碍低元件的安装。 

 

1) 安装二极管（D3） 
二极管是有极性的元件，安装时要注意，有白线一端是二极管的负极，相应引脚要插入 PCB

板上有白线标志的孔，插入按平直后，在另一面将其焊好。 

2) 安装电解电容器（C10, C14, C15, C18, C32） 
电解电容也是有极性的元件，其塑料外套上白色区域对应的引脚是电容器的负极，如果引

脚是没有剪过的话那么比较短的是负极，较长的是正极。安装时要将正极插入 PCB 板上标有“+”
号（焊盘是方形）的安装孔。焊接应使元件平整地接触电路板，并且与电路板垂直。 

安装完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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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电感器（L2） 
电感不分极性，将其引脚插入安装孔，在另一面焊好即可。注意电感是比较脆弱的元件，

其内部导线容易断，特别要避免将其引脚根部弯折。 

 

注意：以上元件安装后，用剪线钳将多余的引线剪掉。 
 

4) 安装连接头（J4） 
J4 是双排连接插针，安装时要将其较短一端插入 PCB 板焊接，注意保持安装平整和与 PCB

板垂直。焊接时可以先焊一根针，然后一手持住电路板和元件，另一只手将已焊焊盘的锡再熔
化，从而可以对元件姿势进行整理而元件不会掉下来，等满意后菜将其余的脚焊上。 

5) 安装连接器（J2） 
J2 是直流电源的输入插座，安装时要求要紧贴电路板，并且其插孔方向与电路板的边沿垂

直。焊接时可以先焊一只脚，然后想焊接 J4 那样对元件位置进行整理，满意后菜将其余的脚焊
上。 

6) 安装连接器（J6） 
J6 的安装要求与 J2 类似，注意贴紧 PCB 板。 

7) 安装测试信号输出端子（J8） 
J8 实际是一小段导线，可以利用二极管 D3 剪下来的引脚充当，将其弯成一个“U”字型，

弯曲部位半径 1.5mm 左右，插入 J8 的方形焊盘和中间的焊盘，使高度约为 8mm，焊好，然后
将其 90 度弯向电路板外侧。 

8) 安装三端稳压器及散热片（U3） 
先将散热片用 M3X10 的螺丝固定在 PCB 板上，散热片是有螺纹的，安装使其紧贴电路板。

然后用尖嘴钳将 U3（7805）的引脚玩成 90 度，注意弯曲的位置在离引脚根部约 2mm 的地方。
将 U3 插入 PCB 板，其安装孔套入散热片的固定螺丝，用 M3 螺母将其拧紧，然后再将引脚焊
好，将多余的引脚剪掉。 

9) 检查+5V 电源 
到这里示波器背面的元件已经基本安装完成，我们要检查一下，确保没有问题后再进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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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安装。 

首先要检查所有元件的极性是否正确，焊点是否可靠，有没有开路、短路和假焊现象，如
发现应及时处理。 

如果焊接都正常，则要进行通电检查。将 9V 左右直流电源连接到 J2，观察触摸各元件看
是否有明显发热情况，如果正常就用电压表测量测试点 TP5（标有+5V 字样）的电压（电压表
的负表笔接到散热片即可），该电压应该是+5V ± 0.2V，如果太高或太低都先将电源断开，检
查从电源输入到 U3 的有关元件和焊接情况。 

如果该电压正常，则将电源输入断开，继续下面的安装。 

10) 连接跳线（JP1） 
跳线 JP1 是保护其余电路的，以防止电源不正常而烧毁其他元件，现在+5V 电源已经正常，

则可以将其连上。用一小段元件脚将 JP1 短接，然后接通电源，再用电压表检查 TP5 处的电压，
它应该仍是+5V。如果发现其下降很多，则可能其余电路有短路或其他错误，例如 IC 方向安装
不正确等，这时往往伴随着安装错误元件的发热，要仔细检查，排除后再继续。 

如果正常，则开始安装示波器正面的元件。 

11) 安装轻触开关（SW4, SW5, SW6, SW7, SW8, SW9, SW10, SW11, SW12） 
把轻触开关全部从示波器正面插入 PCB 板，然后用一平板（最好是海绵）托住翻过来，在

电路板的背面焊接。焊接时每只开关先只焊对角的两个焊盘（任意两个都可以），然后对每一个
开关的安装姿势进行整理，方法是一边对焊盘加热一边用另一只手将位置不正的开关矫正，务
必使每一个灰紧贴电路板并且垂直。这一步非常重要，位置安装不正的开关会造成下面键帽安
装困难或开关无法活动。 

从纵横两个方向反复检查使所有开关都平直对齐并垂直电路板后，将未焊上的引脚焊好。 

12) 安装滑动开关（SW1, SW2, SW3） 
将三个滑动开关从电路板正面插入后，翻过来，与轻触开关一样，每个开关先焊对角的两

个焊盘，然后进行姿势的整理，满意后再将其余的引脚焊上，注意开关的固定孔也要焊上。 

13) 安装 LCD 模块（LCD1） 
LCD 模块的安装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先将作为连接的单排针焊在 LCD 模块上，第二步才

将整个模块装在示波器电路板上。 

单排针有三条，一条长（20 位），两条段
（2 位），他们是安装在 LCD 模块的背面的（即
屏幕的反面）。安装时将排针较短的一端从
LCD 背面插入排孔，在 LCD 的正面焊接。先
安装 20 位的排针，它要安装在标有信号标志
的排孔（右图），这一点要非常注意，因为 LCD
有两排同样的排孔，如果错了改正很麻烦。焊
接时仿照前面安装多脚元件的办法，先焊两只
脚，然后整理使排针贴紧 PCB 板并且与 PCB
板垂直，再将剩余的脚焊上。长排针装好后，
按同样的方式把两条短排针分别安装在 LCD
模块另一边的两端。 

LCD 模块装好排针后，准备装到示波器主电路板上，在此之前，先检查 PCB 板正面 LCD
模块安装处原来焊过的地方，是否有过长的元件引脚未剪去，如果有要将其剪平，特别是三端
稳压 U3 和 C10。这些引脚如果过长会与 LCD 模块上的电路短路，而一旦 LCD 模块安装好后
会很难处理。LCD 模块装到主 PCB 板上时，先焊四个角，然后整理使其均衡地贴紧 PCB，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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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他引脚焊好。 

14) 通电试验 
到此为止，整个示波器的核心部件已经安装完毕，检查各种焊接无误后可以通电试验。由

于单片机是预先写入程序的，如果正常您会看到屏幕显示短暂的开机信息，然后示波器就进入
工作状态了，不需要作任何调整。如果您发现示波器不工作或不正常，可以按照《故障排除方
法》的说明仔细排查。 

15) 安装前后面板 
先将铜柱拧到 PCB 的四个安装孔上，注意使较长一段应位于示波器的背面(下图)；然后用

螺丝将后面板固定，注意使后面板的缺口对着 J4 的一侧。最后把示波器平放在桌面上，正面朝
上，把键帽套在轻触开关上，再将前面板拧上。装上前面板后检查所有轻触开关是否动作灵活，
如果您发现有些开关动作不畅可以将固定前面板的螺丝稍微松半圈。 

 

至此示波器的装配工作即告完成。 

5. 如果遇到问题 
安装完成后如果遇到问题，发现示波器不工作或工作不正常，首先应检查是否有安装错误，然后可以

按下列途径寻求帮助： 

1) 对照《故障排除办法》寻找问题原因并自行解决 

2) 发送邮件到 support@jyetech.com 寻求技术支持 

3) 在今越电子制作的技术支持 QQ（1034798873）上留言 

无论是邮件还是 QQ，我们都会以最短的时间为您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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