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红盒子汽车故障诊断仪为通用型汽车电控系统诊断产品，提供全车系的车辆故障诊断。

由于产品内部覆盖的车辆品牌众多，不同车型的诊断技术和方法、特殊项目的操作要求和规

范以及安全相关的操作等都不尽相同。强烈建议用户通览此手册中的内容和知识点，并在诊

断仪实际使用中随时查阅此手册，促使红盒子诊断仪在日常维修工作中得以更加快捷而高效

的使用。

本手册由实耐宝红盒子诊断仪研发团队，技术团队，测试团队，客户服务团队根据诊断

仪实际使用和现场测试收集整理汇编而成，仅提供给红盒子诊断仪终端用户作为红盒子配套

使用的参考资料。任何转载或转作其他用途的行为，实耐宝公司不予认可；由此带来的一切

事故或损失，实耐宝公司不予承担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由于团队所接触和掌握的知

识不尽完善，错误或不详尽之处在所难免；另外车型更新换代加快、待修车辆的实际状况不

同、对该手册内容的不同理解等因素，实耐宝公司不对操作失误所引起的损失承担责任。

我们将持续地收集和整理相关内容的资料，同时也希望广大用户提供您们在使用红盒子

诊断仪的过程中总结的一些技巧或案例，我们一旦采纳将会给予一定的报酬。

 实耐宝·中国   诊断产品团队

 2016-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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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殊功能

1.1 常规车型保养周期重置

车辆使用的油液会随着车辆的不断被运用而产生变质，从而将导致摩擦副之间产生过度
的磨损或损坏，甚至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产生，需要依据科学的保养
方法及相应的技术规范，对车辆进行定期的维护。

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车辆的设计也越来越人性化。绝大部分车辆在仪表中加入保
养提醒功能，当车辆达到保养里程或保养周期时，保养提示信息会在仪表上进行显示，提醒
驾驶员及时的对车辆进行维护。该提示信息不回自动的清除，需要使用诊断工具对保养周期
进行重置，使车载电脑进行新一轮的保养周期的计算。

实耐宝 RED BOX 诊断仪支持几乎所有可执行的车辆保养周期重新设置的功能。针对不
同的汽车品牌和车型，该功能可分为手动操作和仪器自动操作两种方法（视具体车型而定）。

1、当车辆仅支持手动操作时，诊断仪将会显示手动操作步骤的提示，引导技师完成设
置的操作；

2、当车辆支持仪器操作时，可直接用诊断仪按照相关提示进行重新设置。

1.2 09 款以后的奥迪保养归零的操作步骤

09 款 A6L 在原来机油保养提示的基础上增加了下次保养提示，下图是车辆多媒体互交
系统（MMI）显示屏显示界面

当这两个提示任何一个条件满足后，车辆都会提示“保养”
而我们的红盒子在执行一般保养重置后，只是将机油保养进行重置，这就出现了部分车

保养重置后还会提示“保养”的原因。

09 款 A6L 仪表关于保养的通道如下：
通道 02：   基本换油提示，当值为 0 时，不提示保养，非 0 时提示保养，红盒子的“一

般保养重置”功能就是将这个值设为 0
通道 40：    换油后行驶的距离（单位：100km）
通道 41：    换油后行驶的天数（单位：天）
通道 42：    最小换油间隔距离（单位：100km）
通道 43：    最大换油间隔距离（单位：100km）
通道 44：    最多换油间隔天数（单位：天）
通道 45：    机油质量，1 是固定期限的，2 是延长期限的
通道 49：    最少换油间隔天数（单位：天）
通道 50：    基本机油更换距离（单位：100km）
通道 51：    基本机油更换天数（单位：天）
通道 52：    下次保养提示间隔距离（单位：100km）
通道 53：    保养后行驶的距离（单位：100km）
通道 54：    下次保养提示间隔天数（单位：天）
通道 55：    保养后行驶的天数（单位：天）

其中通道 45 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容易忽略的，它的值是 1 或 2，当车辆使用的机
油品质较差时，我们可以把它的值设为 1，机油品质较好时我们可以把它的值设为 2。这是
根据车辆使用的国家或地区来设定的，当然我们中国属于机油品质较差的区域，所以这个值
一般都为 1。

说明：
当这个值为 1 的时候：
下次换油提示的距离为：
（通道 50 － 通道 40）× 100km
下次换油提示天数为
（通道 51 － 通道 41）天

当这个值为 2 的时候：
下次换油提示的距离为：
（通道 42 或通道 43 － 通道 40）× 100km
下次换油提示天数为
（通道 49 或通道 44 － 通道 41）天
测试的时候由于 42 和 43、44 和 49 的值是一样的，所以无法判断具体是哪个值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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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 42 和 49 的可能性较大。这对理解换油提示影响不大。
在 09 款的 A6L 中，更换机油重置也可以通过车辆多媒体互交系统（MMI）来完成。在

保养提示的下面有一个保养重置的选项，执行就可以完成，功能同红盒子的“一般保养重置”
相同。

下面介绍 09 款 A6L 增加的下次保养重置：
在 09 款 A6L 中，换机油不等于保养，更换机油提示可以在车辆多媒体互交系统（MMI）

中重置，但下次保养提示重置一定要使用诊断工具来完成。
下次保养提示距离：
（通道 52 － 通道 53）km（从多媒体交互中心线束数值，进行计算得来）
下次保养提示天数：
（通道 54 － 通道 55）天

因此，09 款 A6L 提示“保养”时，我们要先看一下车辆多媒体互交系统（MMI）的保
养提示界面，这里可以判断是更换机油间隔到期还是下次保养提示到期；如果是更换机油到期，
只需用红盒子做一次“一般保养重置”。如果是下次保养提示到期，只需要把通道 53 和通
道 55 的自适应值设为 0 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们还是要理解换油和保养的区别，修理厂一般希望车主 5000 公里换一次机油，
1 万或两万公里做一次大保养，这里就很容易实现，只需将通道 52 的值改为 100 或 200，
这样每 1 万或 2 万公里车辆就会提醒车主去做保养了，修理厂用保养提示界面里的信息，也
容易说服车主做保养。

下面是一个车辆保养信息的截图，有助于理解上面的内容

注意：本文档仅供本公司内部人员理解和处理 09 款奥迪 A6L 保养重置方面的问题，没
查询到较为权威的资料。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时可以参考进行操作，其正确性还有赖于各位同
事在今后的工作中去验证，如发现任何问题请联系我。

1.3 2005 年大众宝来机油保养重置

1、选择对应车型，进入仪表系统后，找到“定期保养归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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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一般保养间隔重置”

3、确认保养重置完成

4、检查车辆仪表信息提示，确认保养归零操作已成功。如果保养灯没有熄灭，请多次
尝试操作，或者进入“查看现有保养重置值”检查其他保养项目状态

如发现有其他保养项目已到期，请完成相关保养项目后，进入对应通道并重置该项目保
养周期。

1.4 2008 年本田雅阁机油保养归零操作

1、红盒子选择对应车辆，进入系统选择界面，找到“（定期）保养归零”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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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红盒子提示信息，手动操作保养归零

3、对于支持仪器一键操作的车型，选择“重置发动机机油寿命”

1.5 2014 年宝马 520 机油保养归零

1、红盒子选择对应车型 ，系统选择界面找到“保养间隔重置（SIR/CBS）”项目

2、选择要重置的保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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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重置发动机油”

4、确认保养重置完成，检查车辆仪表提示信息或保养灯已熄灭

1.6 宝马 MINI 保养灯归零 操作步骤

车牌：沪 G9XXX2
所测车型：2007 款 MINI
发动机：1.6L  16V  MPI
描述：该车保养过后，保养指示灯常亮。需要使用诊断仪对该车进行保养灯归零。
步骤如下：
1、点火开关打开，发动机关闭，变速杆处于 P 位置
2、连接 RED BOX 诊断仪到车辆
3、依次选择：车辆制造商＞迷你＞ 2007 ＞ 1.6L 

（图 1）

（图 2）



- 20 - - 21 -

（图 3）

（图 4）

（图 5）

关闭点火开关，重新打开点火开关，不要启动发动机，观看仪表中惊叹号消失。保养重
置完成。

1.7 大众、奥迪节气门匹配操作步骤

注意：
1、对于 Can 通讯的车辆，我们可以通过使用普通模式下的选项在特殊功能下进行操作；
2、对于部分已经采用 UDS 通讯的车辆，通道号和以前的通道号有所变动。必须使用专

家模式来做；依次选择  ：01 发动机管理； 0 4 基本设置； 输入通道 2E04 即可。

以下是部分车型使用专家模式在做节气门匹配时的步骤供大家参考：
进发动机选基本设定，输入 60 组号确定，待显示 OK 完成   
需要具备以下的条件； 
发动机无存储故障码；水温在 90 度以上，熄火的状态下才可以基本设定匹配；
大众车系节气门调整组号如下：
001 组适用车型：奥迪 100、200、V6(2.4)，帕萨特 B4，桑塔纳 Gli，红旗 7180；
060 组适用车型：奥迪 A6（2.4、2.8），捷达 2 阀，宝来；098 组适用车型：奥迪 100（1.8），
奥迪 A6（1.8），桑塔纳 GSi，捷达 5 阀，帕萨特 B5。

大众车系节气门控制单元基本设定大众车系节气门控制单元基本设定

大众车系节气门控制单元在断电或更换新配件时必须进行基本设定。在基本设定时，节
气门调节器进入应急运行最大位置和最小位置，控制单元将各自的节气门角度存储在控制单
元存储器中，该过程最多持续 10 秒钟，紧接着节气门短时间内处于起动位置，然后关闭，
系统完成基本设定。

进行基本设定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完成。下面我们以宝来 1.8T 发动机节气门控制
单元的基本设定为例来说明具体的设定方法。

一、节气门控制单元设定基本条件
1、故障存储器中无故障存储（如需要应先查询故障码，消除故障，清除故障存储）；
2、关掉用音响等用电器；
3、关掉空调；
4、冷却液温度高于 80℃；
5、变速箱处于 N 挡或 P 挡；
6、蓄电池电压高于 11V；
7、油门拉线调整正常；
8、基本设定过程中不能踩油门踏板。
二、节气门基本设定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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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开点火开关，不起动发动机；
2、选择发动机系统；
3、选择基本设定功能；
4、输入基本设定通道号（见下表）
5、观察数据流第 4 区，当显示“adp.ok”时，节气门基本设定便完成了。

如果基本设定过程中控制单元中断，节气门体存在故障，可能原因如下：
1、节气门由于脏污，如积碳或油门拉线调整错误等原因，不能达到怠速机械止点位置；
2、蓄电池电压过低；3、节气门控制单元或其线路不良。

表： 大众常见车型发动机节气门基本设定的通道号
车型类别通道号宝来
098  波罗 
098  奥迪 
C5A6  060 帕萨特
098  桑塔纳 2000 
098  捷达 
两阀  060 
五阀  098 小红旗；CA7220E
001   进发动机选 04 基本设定，输入 098 组号确定，待显示 OK 完成

1.8 奥迪 A6 怠速设定操作步骤

车牌：沪 F0XXX8
所测车型：2009 款 AUDI  A6
发动机：2.8L
怠速设定的过程，实际上是发动机控制单元学习节气门止点位置的过程，也是节气门电

位计与节气门传感器曲线进行比较学习的过程。设定时，节气门将从全关闭状态运动到全开
状态再运动到全关闭状态。

一、下列情况必须进行自适应：
1、供电中断
2、拆装节气门控制单元
3、更换节气门控制单元

4、更换发动机
5、更换发动机控制单元

二、基本设定的条件：
1、故障存储器内没有故障
2、蓄电池电压不低于 11.5V
3、关闭所有附件
4、节气门应在怠速位置
5、节气门体清洗干净
6、控制单元编码正确

三、基本设定的方法及步骤（专家模式）
1、连接实耐宝 RED BOX 诊断仪
2、打开点火开关，发动机处于熄火状态
3、选择车辆制造商〉奥迪〉专家模式〉发动机管理
4、读故障码及清除故障码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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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关闭钥匙，按退出键，完成设定。
注意： 在执行此功能时控制单元基本设定中断可能有一下原因：
1、控制单元存储有故障码
2、节气门未达到怠速止点
3、蓄电池电压过低
4、节气门控制单元或导线损坏
5、在匹配过程中启动发动机过程中踩加速踏板
6、控制单元编码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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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14 年路虎揽胜节气门匹配

1、红盒子选择对应车型，选择发动机系统，找到“功能检测”项目

2、选择“节气门阀执行器更换”

3、根据红盒子引导提示信息，继续操作

4、确认操作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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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2014 年凯迪拉克 SRX 节气门匹配

1、红盒子选择对应车型，选择发动机系统，进入“功能检测”菜单，找到“输出控制”
项目

2、选择“怠速学习重置”

3、根据红盒子引导提示信息，继续操作

4、点击“怠速学习重置”进行怠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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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旋转“重置”按键

6、红盒子显示怠速学习已重置

（图 1）

1.11 别克陆尊节气门匹配操作步骤

车牌：沪 J2XXX8
所测车型：2009 款别克陆尊
发动机：3.0L  V6  SOHV  DVVT(LZC)

功能描述 : 该车进厂后，发动机怠速高。询问得知：该客户在清洁发动机仓时 , 突然想
清洗节气门 , 因为该车距上次节气门清洗已连续跑了 16000KM。自行拆下节气门体，使用
化清剂进行节气门清洗后，发现：发动机怠速很高，达到 2600r/min 并不稳定。于是，到维
修站进行匹配。使用 RED BOX 可以对该车节气门进行匹配。

步骤示例如下：
1、点火开关打开，发动机关闭，变速杆处于 P 位置。
2、连接实耐宝 RED BOX 诊断仪对电脑进行设置。
3、依次选择：车辆制造商＞别克＞ 2009 ＞陆尊＞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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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6）

断开诊断仪，关闭点火开关。重新启动发动机，怠速稳定在 900r/min，匹配成功。
使用实耐宝 RED BOX 诊断仪成功的对其进行了节气门匹配工作。
注意：对于通用旗下的电子节气门的 06 年 ~08 年的车型来说，节气门匹配要求在线进

行匹配。2006-2009 年的君越和陆尊，节气门匹配需要在线匹配，而且在线匹配一次，以
后就不用在线了，直接用我们仪器里的怠速学习，就可以做节气门匹配了。

（图 2）

（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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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2014 年别克君威节气门重置

1、红盒子选择对应车型，进入发动机系统，找到“功能检测”项目

2、选择“输出控制”项目

3、选择“发动机怠速学习（重置）”

4、点击“发动机怠速学习（重置）”按钮，进行怠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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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广州本田奥德赛节气门匹配操作步骤

车牌：沪 B4XXX6
所测车型：2008 款 HONDA 奥德赛
发动机：直列 4 缸，2.4L，i-VTEC（K24A6）发动机

描述：该车症状是油门踏板感觉第一脚很重，冷车提速困难。大油门提速的时候会挫车，
提速不畅，且无力，严重的话冷车怠速抖动，不稳，甚至熄火。

该车运行条件较差，超过 2 万公里没有进行节气门清洗工作。拆下节气门体进行清洗，
里面有一些机油蒸汽凝结成的机油滴，加上积碳，洗下来黑乎乎一片。清洗整车油路及节气
门以后，怠速达到 2200 转 / 分钟，使用 RED BOX 诊断仪对节气门进行匹配。

步骤如下：
1、确保所有电气项目（空调，音频，灯等）全部关闭
2、连接实耐宝 RED BOX 诊断仪，对 ECM/PCM 进行重置

（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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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3、将点火开关转至开（II），等待 2 秒。
4、启动发动机。将发动机转速保持为 3000rpm 且无负荷（A/T 在 P 或 N；

M/T 在空挡），直到散热器风扇开始转动，或发动机温度达到 90℃。
5、在节气门完全关闭的情况下，让发动机运转大约 10 分钟进行 IAC（怠速

空气控制）自学习。路试，客户反映问题已解决。

2、进入特殊功能菜单，选择“驻车制动更换功能”

3、选择“打开制动钳”

1.14 2013 年奥迪 Q5 更换后刹车片操作

1、红盒子选择对应车型，选择“驻车制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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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释放制动钳，请等待 6、安装好新的刹车片后，选择“关闭制动钳”

5、制动钳释放，请确认车辆制动钳确实已松开，并更换后刹车片 7、闭合制动钳，请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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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制动钳已闭合，请确认车辆确实已经闭合制动钳，并检查驻车制动功能是否正常 2、选择“功能检测”项目

3、继续选择“特殊功能”项目

1.15 2014 年宝马 530LI 更换后刹车片操作

1、红盒子选择对应车型，选择“驻车制动（EMF/EPB）”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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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择“制动钳或刹车片更换”项目 6、关闭车辆点火开关，钥匙打开

5、根据红盒子引导提示信息，继续操作

7、制动钳已释放，更换后刹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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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更换好刹车片，安装好制动钳。红盒子选择“更换后安装”项目 10、根据红盒子提示操作，继续完成制动钳复位工作

9、制动钳闭合操作 11、重置已完成，请检查驻车制动功能是否正常



- 48 - - 49 -

1.16  2014 年路虎揽胜极光更换后刹车片操作

1、红盒子选择对应车型，选择“驻车制动”系统 

2、选择“功能检测”项目

3、选择“驻车制动刹车片更换 - 释放至保养位置”

4、根据红盒子提示信息，继续操作



- 50 - - 51 -

5、选择“继续”进行下一步操作

6、缩回驻车制动活塞

2、选择“调节”项目

1.17  2014 年本田雅阁更换后刹车片操作

1、红盒子选择对应车型，选择“电子驻车制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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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制动片维护模式” 5、确认条件已满足，选择“是”，释放驻车制动器，并更换刹车片

4、根据红盒子提示信息，继续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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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宝马 X6 刹车分泵复位操作步骤

车牌：沪 J HXXX8
所测车型：2010 年款 4.8L 宝马 X6(E71)-F
发动机：32 阀多点喷射发动机

描述：进厂进行正常的日常维护时发现：该车已经行驶 9.4 万公里，电脑提示后刹车片
剩下 3400KM，需要进行更换。由于该车配备电子驻车制动系统，传统的方法不能够使刹车
分泵进行复位，只有使用诊断仪命令执行机构进行复位。

复位的方法如下图所示：

（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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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1）

（图 2）

（图 5）

（图 6）

总结：电子驻车制动系统已经不是很高深的应用技术，越来越多的车辆得到广泛的应用。
更换刹车片是常规保养中的一项，我们的诊断仪对配备电子驻车制动系统的车辆能够很好的
执行刹车分泵的复位工作。

1.19 奔驰发动机自适应操作步骤

车牌：沪 A3XXX8
所测车型：奔驰
发动机：SLK 3.0L 发动机
步骤如下：
1、点火开关打开，发动机关闭，变速杆处于 P 位置。
2、连接实耐宝 RED BOX 诊断仪对电脑进行设置。
3、通过车型选择进入相应的诊断系统，选择“发动机管理”中的“功能检测”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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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5）

（图 6）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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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奔驰变速箱自适应操作步骤

车牌：沪 A3XXX8
所测车型：奔驰
发动机：SLK 3.0L 发动机

步骤如下：
1、点火开关打开，发动机关闭，变速杆处于 P 位置。
2、连接实耐宝 RED BOX 诊断仪对电脑进行设置。
3、通过车型选择进入相应的诊断系统，选择“自动变速箱”中的“功能检测”进入。

（图 1）

（图 3）

（图 4）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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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伊兰特变速箱自适应操作步骤

车牌：沪 A3XXX8
所测车型：2008 款伊兰特
发动机：直列 4 缸，1.8L，双顶置凸轮轴（DOHC）发动机
描述：该车使用的是 FC42 自动变速箱，更换完自动变速箱的液压阀体以后，需要使用

诊断仪对自动变速箱控制电脑进行自适应，这项功能的作用是可以对自动变速箱维修过程中
所造成的偏差进行有效补偿。

步骤如下：
1、点火开关打开，发动机关闭，变速杆处于 P 位置。
2、连接实耐宝 RED BOX 诊断仪对电脑进行设置。
3、通过车型选择进入相应的诊断系统，选择“自动变速箱”中的“系统检测”进入。

（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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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1）

总结：FC42 自动变速箱得到广泛的应用，在现代，中华，奇瑞，比亚迪等部分车型上
均有配置。在对自动变速箱及零部件更换以后，很多的车型均要求使用仪器对变速箱进行自
适应。其他品牌诊断仪对该型号变速箱设置较复杂，而实耐宝 RED BOX 诊断仪采用“一键式”
重置，成功率较高。

1.22 别克 GL8 自动变速箱自适应清除操作步骤

车牌：沪 H4XXX8
所测车型：2010 款别克 GL8
发动机：2.5L V6 SOHV(LB8)
描述：起步时踩下加速踏板，发动机转速很快升高，但车辆行驶缓慢，当车辆行驶过程

中换入某个挡位时，发动机转速突然升高，但车速提高缓慢；该车使用的是 4T65E 自动变速箱。
经过排查，初步判断自动变速箱内部打滑。分解自动变速箱发现：主油路调压阀阀体烧蚀引
起主油路油压过低，造成自动变速箱离合器与制动器打滑。更换该阀体后试车，故障消失，
但该车发冲。此时，必须使用诊断仪对自动变速箱旧的记忆值进行清除。

步骤如下：
1、点火开关打开，发动机关闭，变速杆处于 P 位置。
2、连接实耐宝 RED BOX 诊断仪对电脑进行设置。
3、依次选择：车辆制造商＞别克＞ 2010 ＞ GL8 ＞ 2.5L ＞变速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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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5）

（图 6）

（图 3）

（图 4）

路试，以前故障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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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奥迪 A6 自动变速箱自适应清除操作步骤

车牌：苏 A 74XXX
所测车型：2006 款 AUDI  A6
发动机：2.8L

故障现象：该车装配 01J CVT 自动变速箱，速度从 70 码降到 20 码以下感觉车会轻微
的冲击一下，跟 AT 降档一样，然后在加油的时候也会轻微的冲一下，20 码以上都正常。 

解决方法：更换液压缸、传动链条、清洗阀体、做自适应匹配。
 国产奥迪 A6 采用 01J 无级变速箱，其故障率还是很高的，比较常见的故障如：阀体损

坏、CVT 电脑损坏。更换这两个部件后都需要对 CVT 电脑作自适应清除，具体方法如下：
1、等发动机达到正常工作温度，连接实耐宝 RED BOX 诊断仪，使用专家模式进入自

动变速箱系统。
2、进入 10 通道匹配，输入 000，确认清除原记忆值。

( 图 1)

( 图 2)

( 图 3)

(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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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执行起步匹配，查看数据流输入通道号 10，观察 2 区显示，反复起步踩刹车，直到
2 区显示自适应正常为止。

4、执行倒车匹配方法相同，输入通道号 11，同样观察 2 区显示，反复倒车踩刹车，直
到显示自适应正常为止。

5、自适应匹配完毕。 

注意： 在执行此功能时
1、变速箱油温应该控制在 35~45 度之间。
2、更改自适应值后一定要按继续或确定键进行保存。

( 图 5)

( 图 6)

1.24 标致 307 自动变速箱油位计数器编程操作步骤

车牌：沪 A6XXX6
所测车型：2008 款标致 307
发动机：2.0 排量，16 阀多点喷射发动机

功能描述：车辆进厂做常规保养时发现：仪表面板上的运动指示灯及雪地指示灯闪烁，
表示需要对该车辆的自动变速箱的润滑油进行更换。该车使用的是 AL4 自动变速箱，该型号
自动变速箱具有检测润滑油油质的系统，并在车辆 ECU 中配备油耗计数器。在给定的时间
间隔内，计数器会根据油液温度增加一定的单位（油液损耗）数，该值越大，说明油耗越大。
当计数器值达到最大：32958 单位时，仪表面板的运动指示灯将会点亮，提示驾驶员及时更
换变速箱油液。当更换变速箱电脑，更换变速箱总成，变速箱油液排空或计数器满时，工程
师可以使用实耐宝 RED BOX 诊断仪对车辆变速箱车载电脑 ECU 中的计数器进行重新编程。

计数器值的修改：
通常有以下三种情况：
1、自动变速箱的更换时：计数器的值设为 0
2、变速箱油液完全排空时：计数器的值为 0
3、自动变速箱的 ECU 更换时：工程师需要把旧的 ECU 计数值记录下来，并将旧的值

写入新的 ECU 中。

适用车型：
所有年份标致 307 车型 AL4 自动变速箱；
所有年份标致 308 车型 AL4 自动变速箱；
所有年份标致 408 车型 AL4 自动变速箱；
所有年份雪铁龙世嘉车型 AL4 自动变速箱；
所有年份雪铁龙凯旋车型 AL4 自动变速箱。

步骤示例如下：
1、点火开关打开，发动机关闭，变速杆处于 P 位置。
2、连接实耐宝 RED BOX 诊断仪对电脑进行设置。
3、依次选择：车辆制造商＞标致＞ 2008 ＞ 307 ＞ 2.0L ＞变速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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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 图 4)

( 图 5)

( 图 6)

( 图 2)

( 图 3) 清除所有故障代码并路试，仪表面板运动指示灯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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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2014 年大众帕萨特胎压重置

1、红盒子选择对应车辆，选择“制动电子系统”

2、选择“基本设置”项目

3、选择“轮胎气压检测系统重置”

4、根据提示信息，确认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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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确认继续下一步操作

6、确认胎压重置已完成，报警灯已经熄灭
2、进入特殊功能菜单，选择“开始重置初始化”

1.26 2014 年宝马 X5 胎压系统重置

1、选择对应车型，选择“胎压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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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认重置初始化

4、根据提示信息，确认继续 2、选择“TPMS 校准”项目

1.27 2014 年本田雅阁胎压重置

1、选择对应车型，选择“胎压监测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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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注意事项后，确认继续

4、根据红盒子提示操作步骤进行手动操作胎压复位
2、选择 TPM 学习模式

1.28 2014 年别克昂科雷（AWD）胎压复位

1、选择对应车型，选择“胎压监测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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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提示信息，确认操作

4、点击“TPM 学习模式”进行复位 2、选择“转向角传感器学习”

1.29 2014 年别克昂科雷转向中心点校准操作

1、红盒子选择对应车型，选择车轮校正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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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红盒子提示信息，调整车辆状态，继续操作

4、点击“转向角传感器学习”按钮，进行学习 2、了解并确认红盒子提示信息，继续下一步操作

1.30 2014 年雪铁龙新爱丽舍转向角中心点校准

1、红盒子选择对应车型，选择 ABS 系统，“特殊功能”项目，校准方向盘转角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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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红盒子提示信息，操作车辆并继续

5、确认所有要求已达到，继续

4、确认操作要求和步骤并继续

1.31 进口宝马蓄电池更换设置操作步骤

车牌：沪 D5XXX8
所测车型：2007 款 5 系（E60/E61）
发动机：2.0L 增压柴油机 =204D4

描 述： 该 车 启 动 不 了， 故 障 指 示 灯 点 亮。 连 接 RED BOX 诊 断 仪， 打 出 故 障 码
C1241/41- 蓄电池电压过高或过低。

检查蓄电池状态：蓄电池更换次数为 0。正常的蓄电池使用寿命为 3~5 年。通过一系列
由简至繁的检查发现，发电机工作正常，线路连接正常。使用万用表测量蓄电池电压发现为
7V。而正常着车电压应在 11V 以上，初步判断蓄电池亏电，需更换蓄电池。该车更换完蓄
电池以后，需要使用诊断仪对车身控制电脑进行重新设置。连接 RED BOX 对电脑进行设置。

步骤如下：
通过车型选择进入相应的诊断系统，选择“发动机管理”中的“功能检测”进入。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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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图 4）

（图 1）

总结：更换新的蓄电池的型号及容量必须和原厂蓄电池相同，其中 AGM 蓄电池可以通
过其黑色的外壳进行识别，铅酸蓄电池可以通过其白色的外壳进行识别。一般宝马使用的蓄
电池型号有三种：58815，110 或 58043。在对电池进行编程的条件是：钥匙打开，关闭发
动机。若发动机处于运转状态时，在关闭 10S 后，再打开钥匙。一旦进入电池编程程序，不
可以取消操作，直到编程步骤走完。

1.32 标致 407 喷油器的编程操作步骤

车牌：沪 A5XXX8
所测车型：2011 款标致 407
发动机：1.6L 排量， 16 阀，  Diesel（柴油）发动机

故障现象：该车进厂，排气管冒白灰色黑烟，发动机发抖，易熄火。
先使用诊断仪读取故障代码及数据流均没有发现异常。启动车辆时，起动机有力，分别

对油箱中的油质，滤清器，油管油封性能，低压油管压力进行检测均无异常。
使用缺缸法，断开 ECU 对喷油器的电源接头，对喷油器进行检查时发现：把二缸喷油

器电源接头拔下后，发动机冒灰白色黑烟状况改善。拆下二缸喷油器检查，发现喷油器外壳
爆裂。更换二缸喷油器后，必须使用诊断仪对该喷油器进行编程。

步骤如下：
1、点火开关打开，发动机关闭，变速杆处于 P 位置
2、连接 RED BOX 对电脑进行设置
3、依次选择：车辆制造商＞标致＞ 2011 ＞ 407 ＞ 1.6L ＞发动机＞功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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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5）

（图 6）

（图 3）

（图 4）

再次执行点火过程，以使配置进行生效。试车，故障消失。
注：字符输入时，请选用喷油器编码上的前 9 位进行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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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大众防盗系统匹配操作步骤

车牌：沪 A3XXX7
所测车型：2004 年桑塔纳
发动机：1.8L，多点喷射发动机

功能描述： 该车钥匙丢失，重新匹配钥匙。此时，发现主钥匙无法重新启动发动机。
当更换发动机控制单元，或因为防盗器作用不能启动发动机（启动后 3 秒自动熄火），防盗
系统没有任何电路故障。必须使用诊断仪对车载防盗电脑进行匹配后才能启动发动机。连接
RED BOX 诊断仪对防盗系统电脑进行匹配。

步骤示例如下：
1、点火开关打开，发动机关闭，变速杆处于 P 位置
2、连接实耐宝 RED BOX 诊断仪对防盗系统进行匹配
3、依次选择：车辆制造商＞上海大众＞专家模式＞防盗系统＞系统登录

（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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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6）

（图 5）

注意：防盗系统密码有可能是 4 位数，但是在输入时应该在前面加 0 组成 5 位登录密码。
如果连续两次输入错误，在第三次输入前应先退出防盗自诊断程序，等待 30S 后再进行。“防
盗器请求已成功完成”表示该密码已被防盗系统存储起来。启动发动机，运转正常。

1.34 2014 年现代伊兰特悦动钥匙匹配操作步骤

1、红盒子选择对应车型，选择“FOB 钥匙重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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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继续选择“FOB 钥匙重新学习” 4、根据红盒子提示步骤，进行匹配

3、根据红盒子的提示信息，确认继续操作 1.35 2014 年本田思域钥匙匹配操作

1、红盒子选择对应车型，选择“防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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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钥匙”项目 4、确认进行钥匙匹配

3、选择“重写钥匙” 5、输入钥匙相关信息，继续操作



- 100 - - 101 -

1.36 2014 年大众新 POLO 发动机编码操作

1、选择对应车型，选择发动机系统，ECU 编码项目

2、严格执行红盒子信息提醒并确认继续

3、选择“输入新编码”

4、选择“代码 XXXXXXXX”菜单

5、输入新编码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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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2103 年吉利帝豪 EC7 发动机编码操作

1、选择对应车型，进入发动机系统，“系统监测”项目

2、写入车辆底盘号码 VIN

3、输入车辆 VIN 号码

4、确认写入车辆 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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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2011 年标致 407 喷油器编码操作

1、选择对应车型，进入发动机系统，“特殊功能”项目，喷油器编程

2、对每个新喷油器进行代码输入

3、选择是否确认新代码

4、新代码写入成功，确认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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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中华骏捷齿讯（CKP）学习

车牌：沪 J HXX36
所测车型：2010 年款 1.6L 中华骏捷
曲轴位置传感器（CKP）目标轮齿误差学习
1、如果车辆没有进行过齿讯学习时，启动后故障指示灯点亮，存在 P1336 故障。
2、启动后待水温（ECT）达到 60 度，车辆运行时间大于 10 秒，其他负载处于关闭状态。
3、通过诊断仪发送“齿讯学习”指令。
4、将油门踩到底，观察发动机转速应该不超过 5000 转，超过则车辆存在其他故障。若

没有超过 5000 转，此时 ECM 应该进行齿讯学习，发动机转速从 1500~4500 往复 2~5 个
循环，最后会在 4500rpm 附近震荡几次后，学习结束。

（图 1）

（图 3）

（图 4）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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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1）

（图 6）

5、发动机熄火
6、P1336 故障码清除及检查：
发动机熄火约 15 秒后，打开钥匙开关，发动机熄火状态，连接诊断仪清除故障码。
15 秒后启动发动机，检查 P1336 是否存在。若存在，学习失败；若不存在，则学习成功。
注意：只有在“德尔福电控系统”下，才要求进行齿讯学习，其他电控系统则没有此功能。

1.40 大众转向角位置传感器校准操作步骤

上海大众途安在以下几种情况导致出现“00778”,“转向角度传感器‐G85”的故障码。
需要做转向角度传感器的设定： 

A、更换方向机
B、拆装转向柱
C、四轮定位的调整
D、更换转向角度传感器
E、更换转向控制单元

使用 RED BOX 设定转向角度传感器的具体操作步骤是：  
1、 打开点火开关，发动机不运转。
2、 将前轮保持在直线行使状态，将方向盘向左转 4‐5 度（不要超过 10 度）， 回正

后再向右转 4‐5 度（不要超过 10 度），将方向盘回正。  
3、 使用 RED BOX，进入 [44 转向助力 ]，然后进入 [16- 安全进入 ] 输入安全登陆码 

“31857”，点击“确定”，再进入 [04 基本设置 ] 输入“60”通道号，点击“确定”，在
调整完成后，关闭点火开关 6S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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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5）

（图 6）

（图 3）

（图 4）

注意：如果出现”02546”,”转向极限停止”的故障码，则需要做转向极限位置的设定， 
具体操作方法是：将前轮保持在直线行使状态，将方向盘向左转 10 度并保持 1~2S 后回正，
将方向盘向右转 10 度并保持 1~2S 后回正，方向盘在中间位置保持 1~2S，然后再将方向盘
向左转到底，保持 1~2S，回正后再向右转到底，并保持 1~2S，回正方向盘，最后关闭点火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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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奥迪 A6L 波形实车应用

车牌：沪 D9XXX9
所测车型：2008 年款 2.8L 奥迪 A6L
发动机：具备 AVS 功能的 CCE 发动机
故障现象：发动机严重抖动，无法怠速运行
故障诊断：连接实耐宝 RED BOX 诊断仪，读取到系统的故障代码：第 2 列 , 凸轮轴位

置传感器 2(G163) / 发动机转速传感器 (G28): 相关性错误’N P0018-008 - 信号不良 - 间
歇。

奥迪公司在新式的发动机上应用了 AVS 气门生成可调系统，类似于本田车型的可变气
门正时及升程可调系统。该结构将凸轮设计成双层高低差异结构，根据发动机负荷，转速，
车速等信号，可以借助一个电磁执行元件进行来回切换，增加（减少）发动机进气量。从而，
有效的提升（降低）发动机动力，降低发动机油耗和排放。这就要求车载电脑必须要收到精
确的转速信号，判缸信号，以免误操作。很显然，该车转速信号正常。很有可能是车载电脑
接收不到正确的判缸信号：凸轮轴位置传感器送出的信号。由于该车左右两侧凸轮轴位置传
感器均采用霍尔式 3 线凸轮轴位置传感器，初步判断：凸轮轴位置传感器损坏，导致无法进
行判缸，从而使 AVS 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再次连接 RED-BOX 诊断仪探测凸轮轴位置传感器信号，并把该信号转换成波形进行
显示发现：右侧凸轮轴位置传感器无论是幅值还是形状均不正常。( 见图 1)

更换该传感器
连接 RED-BOX 诊断仪，清除发动机控制单元故障码。再次显示凸轮轴位置传感器信号

波形形状及峰值正常。路试，确认该车故障彻底被排除。  ( 见图 2)

图 1（不正常图形）

图 2（正常波形）

总结：在此案例中波形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人脑对于数字的反映是很不敏感的，有时需
要把必要的数字转换成波形，就会显得更加直观，能够更好的帮助维修人员进行分析数据，
了解故障产生的原因。

维修总结：
原来 EML 系统除具有自我诊断功能外，还具有失效保护功能，即当 EML 系统出现故障

时，它可传送信号给发动机控制模块，共同控制节气门位置电机，保持节气门一定开度来抑
制发动机转速，因此造成发动机转速上不去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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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修案例

2.1 伊兰特发动机故障灯常亮

故障现象：  一辆 2010 年产伊兰特悦动车，搭载 1.6 L 发动机和手动变速器，行驶里程
约为 4.5 万 km，该车因发动机故障灯异常点亮而进厂维修。据驾驶人反映，该车已因此故
障而进厂检修多次，每次都是清除故障代码后行驶一段时间发动机故障灯即再次异常点亮。

故障诊断： 试车验证故障，发现在车辆正常起动后，发动机故障灯常亮，而其他指示灯
均正常。连接故障检测仪 RedBox，读取故障代码，得到故障代码为“P0420 催化器效率故
障 -B1”，如图 1 所示。

查阅相关资料可知，故障代码 P0420 含义是三元催化转化器（第一排）系统效率低于
故障阀值。ECM 通过对比三元催化转化器前、后的氧传感器数据，来判断三元催化转化器
的效率。ECM 将检测到的后氧传感器数据与前氧传感器的数据相比较，如果比较结果低于
某一个设定值，说明三元催化转化器的工作效率太低，ECM 就会纪录故障代码 P0420 并点
亮发动机故障灯。

根据故障代码 P0420 的提示，维修人员决定用 RedBox 检查氧传感器的参数。连接
RedBox 读取发动机数据流，发现发动机前后氧传感器的数值变化规律十分相似，前后两个
氧传器反馈电压值的变化规律如此接近这是一个异常现象，如图 2 所示。常规状态时前、后
氧传感器的变化频率和幅值都应该是不同的。分析可知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三元催化
转化器活性变差、氧传感器性能变差、排气管损坏和氧传感器线路损坏等。因此，维修人员
决定由简到难逐一排查上述疑点。

打开引擎盖，目检前氧传感器，无异常，但维修人员发现前、后氧传感器的线束与发动
机主线束相连处有修复的痕迹，如图 3 所示。发动机前侧线束分出两个接头到两个氧传感器上，
就在分叉处有胶布缠裹的痕迹，故维修技师怀疑两个信号线被人为的连到一起。询问驾驶人
后得知，该车在出现上述故障前曾出过一次事故。

图 1 故障检测仪读取的故障代码（截屏）

图 2 故障检测仪读取的前后氧传感器数据（截屏）

图 3 故障车辆氧传感器相关线路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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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维修技师猜测可能是在事故修复的过程中，误将前后氧传感器的信号线连接到了一
起，导致此车前、后氧传感器数值变化规律十分相似。为了验证这个猜测，技师先后断开了后、
前氧传感器的连接器，再将前、后氧传感器连接器分别装复，同时用诊断仪读取发动机的数
据流，如图 4 所示。具体操作步骤如下：先断开后氧传感器的联接插头，几秒后断开前氧传
感器的插头，几秒后先恢复前氧传感器的联接插头，再恢复后氧传感器的联接插头。

由此段数据流可以看出，当氧传感器的连接器被断开时，反馈电压值始终为 0.4V，将连
接器恢复后，反馈电压值可以正常变化，说明前、后两个氧传感器是独立工作的，并且发动
机 ECM 可以顺利接收到前、后氧传感器的数值。至此可以排除传感器线路故障这个疑点。

举升车辆检查排气系统，排气系统管路无泄漏、三元催化转化器无凹痕、空洞，颜色也
无异常，前、后氧传感器外观也无异常。三元催化转化器装置在排气歧管末端，两个氧传感
器的中间是三元催化器。新的三元催化转化器如图 5 所示。

一个月后回访客户，故障灯没有再点亮，至此确认故障排除。
维修小结：在对于此故障的排除过程中，首先要会熟练使用检测设备－汽车故障诊断仪，

能够对车辆相关数据流进行录制和分析。其次，能够在理解故障码产生机理和发动机主要数
据含义的前提下，进行推理、分析，从而找出故障可能诱因。最后逐一排查相关故障诱因，
最终才保证可以顺利找到故障点。

拆掉后氧传感器后，用内窥镜检查三元催化器状态。发现排气歧管内蜂窝状的三元催化
器载体只有一半，靠近后氧传感器一侧是空的。可以肯定流过后氧传感器的尾气和流过前氧
传感器的尾气是“相同的”，所以它们测到的数据也是相同的。

更换排气歧管（含三元催化器）后重新对发动机数据流进行录制分析，数据显示前后氧
传感器反馈电压一切正常，如图 5 所示。此时前氧传感器反馈电压值在 0.06-0.75V 内变化，
但是后氧传感器反馈电压值在 0.69-0.71V 很小的范围内变化。此数据说明，此时三元催化
器的储氧能力是合格的。

图 4 通过 SSC 软件在电脑上看到的（新）前后氧传感器数据

图 6 故障检测仪读取的前后氧传感器数据（截屏）

图 5 新的三元催化转化器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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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比亚迪 F3R 故障案例

故障现象：
2010 年比亚迪 F3R，配置 BYD473QB 型号发动机。事故维修后 怠速偏高，油耗高，

正常行驶时动力正常。维修技师又对发动机做了常规检查，主要包括拆检火花塞、喷油器、
清洗节气门体，均没有解决问题。  

诊断过程：
连接实耐宝 RED BOX 诊断仪到车辆上，进入发动机系统选择 ME797 同车辆进行通讯。

通讯成功后，首先读取故障码，结果是发动机系统无故障码。然后读取数据流，在发动机怠
速工况（计算节气门开度为 0，怠速状态为 ON，车用电器附件关闭）下，发现发动机数据
有以下几点异常：

1、发动机转速约为 920rpm，高于正常值（约为）800rpm
2、发动机目标转速约为 820rpm，高于正常值（约为）800rpm

3、MAP 值约为 37kPa，高于正常值（约为）27kPa
4、MAF 值约为 11.8kg/h，高于正常值（约为）7.3 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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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喷油时间约为 3.7ms，高于正常值（约为）2.8ms
检查了发动机的系统结构，此款发动机有如下特点：节气门是拉线的，有怠速步进电机，

有 MAP 传感器，无 MAF 传感器。考虑到次发动机的电控系统是 ME797，故可以判断数据
流中读到的 MAF 值是 ECU 根据发动机转速、节气门位置等数据计算得到的数据，在分析此
故障时可以暂时忽略对此数据的分析。

笔者分析，发动机目标转速为 820rpm，实际转速为 920rpm 说明发动机的转速偏高不
是发动机 ECU“主动”控制的。发动机在当前工况下的常理是：发动机转速越大，MAP 值越小；
发动机实际进气量同 MAP 值成正比。笔者踩了几脚油门，此时发动机转速和 MAP 值都相
应良好，且客户反映动力正常，基本断定发动机转速传感器和 MAP 传感器工作正常。因为
此车的发动机转速和 MAP 值都高于正常值，从而可以断定此车在怠速时的发动机燃烧室实
际的进气量大于正常值。

得出此结论后，就需要找出多于的气体是从什么位置“漏进”发动机燃烧室的。因为此
时节气门开度为 0、而怠速步进电机目标位置为 15 远小于常规值，如果节气门和步进电机
工作良好，就可以断定气体是在节气门后方的进气歧管某个位置“漏”进去的。为了验证此
推断，笔者打开了空调，发现怠速步进电机目标位置由 15 变到 18，MAP 值由 37kPa 变为
36kPa，发动机转速由 920rpm 变为 850rpm。正常情况下因打开空调负荷需求增大，发动
机电控系统会把步进电机增加 25 步左右，从而提高进气量以满足此时负荷增大的需要，使
发动机转速维持在 800rpm 左右。但是此时因为节气门后方歧管存在“漏气”，所以发动机
的进气量已经足够满足空调打开负荷增大带来的要求，因此步进电机只增加了 3 步，由此可
以判断怠速电机工作是正常的。又因为之前维修技师检查过节气门，其工作性能是达标的。
所以笔者基本断定此车发动机怠速偏高是因为节气门后方的进气歧管“漏气”造成的。

6、怠速步进电机目标位置约为 15，低于正常值（约为）55。具体数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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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技师安照此方向检查，最终发现新更换的刹车真空助力泵性能不良，使多于的气体
由此处的真空管“漏进”了进气歧管。更换了合格的刹车真空助力泵后故障解除。

故障排除总结：因为有“额外”的气体进入进气歧管，发动机 ECU 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根据 MAP 值计算 MAF 值和喷油量，过多的可燃混合气使发动机转速高于 ECU 的目标值，
ECU 就去做“减少”进气量的动作――把怠速步进电机关小（可能 15 是极限值），但是完
成此动作后发动机转速仍然高于目标值，此时 ECU 只有去尽可能的去减少喷油以便使转速
达到目标值，但是此时氧传感器反馈修正值会“阻止”ECU 无限的减少喷油的动作，为了保
证排放达标，发动机只能以高于正常值的转速工作。故会造成车辆怠速偏高，油耗偏大的故障。

在数据流组中在 1000 帧左右，进气凸轮组 1 所需的位置 1.5°与实际位置 26.4°进气
组的位置发生了偏差。正常车进气凸轮组 1 所需位置，进气凸轮组 1 实际位置是一致的。有
简入难的开始排查，首相找到此车的维修资料，对了下此车的正时点，与维修手册给出的这
时点相一致，接着监测进气凸轮组 1 的配气相位调整电磁阀，拆下后连接汽车电瓶（55W12V
的灯泡与电磁阀串联）做他的驱动测试，发现电磁阀卡质，将其跟换后，读取发动机配气相
位的数据（图 3）进气凸轮组 1 所需的位置，与进气凸轮组 1 的实际位置谁节气门的开度是
一致的，经过路试故障码 P0011 不在出现。

但此车还有些抖动耸车现象，故障现象与点火系统有很大关系，读取数据流组的失火次数

按照故障码的提示我们重点监测进气配气系统，用诊断仪读取配气相位的数据流，如（图 2）

2.3 2011 款现代瑞纳怠速抖动加速无力

车型： 2011 款现代瑞纳，1.4L 发动机，自动挡；里程：70000KM
故障现象：大修后出现发动机怠速抖动，加速无力，收油门易熄火，发动机故障灯点亮。
故障诊断：用实耐宝 RED BOX 诊断仪读取故障码，如（图 1）

（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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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在图 4 数据中看到气缸 2 排放相关缺火的总计数器在 1500 帧明显增加，气缸 2 与气缸
3 火花塞和点火线圈对换后，结论 2 缸火花塞工作不好，换了 2 缸火花塞后，此车的故障彻
底的排除了。

再此说明红盒子蓝点数据分析功能非常强大，有 2000 帧的记录功能，用 Shop Stream 
Connect 软件他有 16 组图形数据组合分析功能，他可以分析出故障的前因后果。

2.4 路虎发现 3ABS 故障灯亮及排除

故障现象：  09 年的路虎排量为 4.0L 的发现 3  ABS 故障灯长亮，刹车警告灯长亮。使
用 RED BOX 诊断仪读出故障，但无法全部清除； 

工作原理：
（1）后差速器安装在车身底盘后部的中央位置，它将驱动力通过半轴分配到后车轮，

后差速器采用 3.73:1 的输出比。差速器中采用了电控多盘式离合器，提供后差速器锁定和扭
矩偏转功能，增强牵引性能并提高车辆动态稳定性。后差速器控制单元控制多盘式离合器的
启动，控制单元安装在左侧后部座椅下方。后差速器控制单元连接在 CAN 总线上，控制单
元上共有 3 个线束插头用于输入和输出，它由位于蓄电池接线盒 BJB 上的 40A 熔丝提供永
久性电源，由位于中心接线盒 CJB 中的熔丝 24 提供点火电源。点火开关关闭后，控制单元
会记忆后差速器电机的位置，此控制单元控制电机内部的已关闭的环路位置传感系统，并调
节电机电源。 

（2）滑动控制器用于增加越野条件下的锁定扭矩，或减小锁定扭矩以获得最佳舒适感
且允许车辆转弯，以及在 ABS 系统的控制下保持稳定。分动器控制单元通过主要车辆控件
来监控驾驶员需求，并在后差速器上通过 ETM 后差速器控制单元自动设置滑动扭矩。

（3）主动地形选择系统将传统的手动机械四驱系统全部集合在一套电子旋钮装置中，
在变速器换挡杆的后方可以看到 1 个画着 5 种地形符号的旋钮，它将能够遇到的大多数地形
状况进行了模拟，包括普通驾驶模式（用于普通的公路）、草地 / 碎石 / 雪地模式、泥地模式、
沙地模式、岩石爬行模式。驾驶员行驶在这些路面时只要将旋钮转到相对应的位置就可以了，
剩下的就由控制单元根据路面状况进行中央差速器锁和后轴差速器锁等部件的自动控制。另
外，发现 3 采用的全时四驱系统可以实现 4 个轮胎中的 3 个轮胎同时工作，也就是在 1 个车
轮打滑时将动力全部输送到有驱动力的其余 3 个车轮上。

故障检查与排除：
接到故障车用户描述该车之前 ABS 故障灯不亮，就最近 1-2 天才发生故障。初步检查

故障灯确实亮。使用 RED BOX 读取故障码，故障码显示 C1A00，控制模块；U1A4A, 接
收到来自差速控制模块（后）的无效数据；C1B22，下坡开关故障。为防止无效故障码，使
用实耐宝 RED BOX 诊断仪清除故障码，故障码清除结果：C1A00，和 C1B22 可以清除，
但故障码码 U1A44 是接收到来自差速控制模块（后）的无效数据 , 清除不掉。通过 RED 
BOX 诊断仪给定的故障范围，进行逐次的排查。

对差速器控制模块进行检查 , 发现差速器电机位置传感器给控制模块的信号没有变化，
而差速器电机位置传感器和后差速器执行电机是一体的，要检查电机位置传感器必须拆下执
行电机总成。由于执行电机总成安装在差速器上方，位置较小拆装执行电机比较困难。拆下
执行电机后，发现执行电机驱动差速器的执行机构齿轮卡死不能转动。根据原理外力应该能
够转动该齿轮。至此也只有分解电机总成，分解后检查电机轴承没问题，能够自由转动，电
机永磁铁也没发现异常，电机转子及线圈没有烧蚀现象且表面干净光滑，并没有看到有机械
性发卡的部位。这时考虑，先放下电机问题，先检查电机位置传感器。由于电机位置传感器
和电机的碳刷支架是一体的，必须先拆下碳刷才能取下传感器。在拆碳刷时为方便固定电机，
用手抓住电机转子，拆碳刷的过程中，由于用力有点大，听到咔达声后，电机转子和齿轮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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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转动自如。这时才发现原来是电机的碳刷和电机的滑环粘结在一起，造成了齿轮无法转动，
所以电机也无法工作。至此确定故障点。清洁电机内部，组装好，转动驱动齿轮能够自由转动。
安装到差速器上，清除故障码，故障码能够清除。

经过路试故障灯不再点亮。读取故障码，无故障；故障排除。

故障原因：
根据电机碳刷和电机滑环的粘结来分析，应该是该车此功能长时间未使用过，电机长时

间不工作才使得碳刷和滑环之间结晶造成了粘结。 由于电机不能工作造成了控制模块反馈的
信号错误，所以才读出故障码 U1A44，即“接收到来自差速控制模块（后）的无效数据”。

从这两幅图中可以看出，压缩机工作状态为否，但空调请求信号是正常的。同时压缩机
不工作的原因是因为压力超出范围。因此，我们下一步的检修范围主要针对的是压力为什么
超出范围展开。

从数据流中可以发现：空调高压传感器的输出电压为 0.33V、压力为 5.6KPa。很明显，
该压力偏低，与压力表实际测得值不符合。1kpa=0.145psi

2.5 别克君威自动空调检修

车型：11 款新君威 2.4L

故障现象：
自动空调左右温区调至最低，AC 开关已打开，发动机运行正常，空调系统不能制冷。
故障检修：
首先用空调压力表检测空调系统压力，连接好高压和低压维修接口，压力表上升至

7psi，压力属正常范围。排除了因为压力不够而引起空调系统工作不正常的原因。
对于别克车系自动空调系统 HVAC，该系统拥有的部件是：暖风、通风与空调系统控制

模块、模式执行器、鼓风机电机控制处理器、空气质量传感器、管道温度传感器、蒸发器温
度传感器、空调制冷剂压力传感器、空调压缩机、挡风玻璃温度和车内湿度传感器、环境光
照 / 日照传感器。在这些部件中，空调压缩机是制冷系统的关键部件，它不工作时，制冷系
统将没有任何制冷效果。该空调压缩机由皮带传动，并在电磁离合器接合时工作。按下空调
开关，暖风、通风与空调系统控制模块通过 CAN 总线将空调请求的信息发送到发动机控制
模块。

发动机控制模块向空调压缩机离合器继电器控制电路提供搭铁，以切换空调压缩机离合
器继电器的状态。继电器触点闭合后，向空调压缩机离合器提供蓄电池电压，空调压缩机离
合器将启动。

HVAC 系统具备有自诊断功能，在这里我采用的是实耐宝公司生产的红盒子检测仪器。
连接好设备，选择相应年款、车型之后选择发动机系统进行检测，读取故障码，无故障

码存储。读数据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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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原因会引起数据流与实际压力不相等呢？一、空调压力传感器损坏；二、线路故障；
三、压力传感器未检测到压力；四、电脑损坏。

空调制冷剂压力传感器是一个 3 线压电式压力传感器。该传感器依靠 5 伏参考电压、低
电平参考电压和信号电路进行工作。空调压力信号可以处在 0.2–4.8 伏之间。空调制冷剂压
力过低时，信号值接近 0 伏。空调制冷剂压力过高时，信号值接近 5 伏。发动机控制模块 (ECM) 
将电压信号转换为压力值。当压力太高或太低时，发动机控制模块将不允许空调压缩机离合
器接合。

用万用表测量压力传感器的 5V 电源，接地，均正常。测量输出电压值为 0.33V，与数
据流中显示一致，可以确定压力传感器，线路，电脑都没有损坏，唯一的可能只有压力传感
器未检测到压力。拆下传感器检查，发现了问题所在：

很明显，压力传感器安装好后，该气门芯被顶开，制冷剂进入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才能
实时检测出空调高压管路中的压力，进一步来调节空调压缩机的功率。该气门芯顶开后没有
制冷剂排出说明管路堵塞了，拆下冷凝器后，将该管路打通后，再装回传感器。

抽空，加制冷剂后，再进行检测：

空调压力传感器电压值上升到 0.92V，压力：49kpa。属正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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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发动机，将空调面板左右温度调至最低，风量最大，将制冷剂充注满。接着看数据流： 数据流中显示压缩机，冷却风扇工作正常。蒸发箱温度为 1 度。空调制冷效果良好，至此，
该故障维修完成。

故障小结：
在自动空调中，压缩机的工作状态取决于蒸发箱温度，外部环境温度，制冷剂压力，水

温，发动机系统。该故障中的问题来自于压力传感器。建议各位同行朋友在维修过程中要适
当利用检测仪器，查看数据并分析数据流，并结合维修资料。这样才能在维修时起到事半功倍，
快速高效的效果。因此，数据流在汽车维修过程中非常的重要，数据流的准确性又是重中之重。

2.6 宝马 760Li 发动机抖动并有汽油味

故障描述 : 
一辆宝马 E66 760Li 轿车，用户反映发动机怠速抖动，行驶中加速无力，最近又出现了

发动机起动后有汽油味的情况。 

故障诊断： 
1）、接车后，首先向用户了解此车在故障出现前后是否有异常情况。用户反映，前一

段时间因为当地台风的原因，导致此车部分进水。当时将水处理干净后没有出现故障，使用
一段时间后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故障，但后来大多都修好了，只有发动机故障一直没有修好。
在其他修理厂清洗了节气门，更换过点火线圈和火花塞也都没有解决问题。 

2）、此车搭载了 N73 发动机，这是一款技术含量很高的发动机，12 个气缸呈 V 型结
构排列，每缸 4 气门，采用了电子气门全变量气门控制技术 (Valvetronic) 以及燃油直接喷
射技术。 

3）、N73 发动机的燃油直接喷射系统，喷油器的喷嘴位于燃烧室内，靠近进气门，每
列气缸的喷油器安 装在同一根油轨上。每列气缸的油轨由 1 个高压泵提供高压燃油，高压泵
由排气凸轮轴驱动。高压泵将来自电子燃油泵的燃油加压，使燃油压力提高到 5 ～ 12MPa，
被压缩的燃油通过高压油管到达油轨，然后到喷油器，喷油器由 DME 发动机控制单元根据
相关传感器的信号来控制。因为加压后的燃油压力非常高，所以在一般维修厂，常规的燃油
压力表无法用来测量高压管路的燃油压力。而且从维修手册上可知，喷油器的控制电压在 
85 ～ 100V 之间，所以通用的汽车 示波器很难用于此处测量，喷油时间一般只能使用故障
诊断仪来查看。  首先连接 RED-BOX 故障诊断仪 ，选择菜单中的 7 系 E65 项目，故障诊
断仪自动识别车型后进入全车电控系统检测，检测到很多故障码，因为无法识别真假故障，
于是记录下故障码后全部清除。此车有 2 个 DME 发动机控制单元，DME-1 是 1 ～ 6 缸的
发动机控制单元，DME-2 是 7 ～ 12 缸的发动机控制单元，在查询 DME-1 的故障码时显
示 2 缸工作不良的故障码，清除故障码后再次起动，此故障码再次出现。 

4）、查看发动机数据流，其中主要数据如下：空气流量信号 15kg/h；油轨压力 3.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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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 喷射时间 1.89ms；加速踏板信号 1 为 0.72V，加速踏板信号 2 为 0.36V。通过与标
准数据流比较后发现，空气流量信号稍大，燃油喷射时间也稍长。 继续查看数据流发现了问题，
2 缸的运行不稳定数值已经达到 5.1，而其他气缸的数值却接近 0，这说明 2 缸明显工作不良。
将发动机右侧的进气软管 拆下，看到 2 缸的点火线圈上还贴有很新的标签，这说明是刚换过，
为了可靠起见，又更换了 1 个工作正常的点火线圈和火花塞进行试验，结果 2 缸仍然不工作 
( 在此需要提醒维修人员注意，在维修宝马车时经常遇到一些修理厂新更换的点火线圈是坏
的 )。继续使用故障诊断仪检测 DME-2 发动机控制单元，其中存 储了 8 缸工作不良的故障码，
从数据流中可以看出 8 缸的运行不稳定数值已经达到了 1.93，检查 8 缸的点火线圈和火花
塞也是刚换过。 

5）、根据维修经验，导致发动机整体工作不良的原因可能涉及到多个系统，但是导致 1 
个或几个气缸不工作的原因应该不多。首先分析燃油系统，因为故障诊断仪上显示的油轨压
力为 3.0MPa，这说明压力正常，而且不应该出现个别气缸油压过低的情况，喷油器由发动
机控制单元控制工作，发动机控制单元出问 题的几率很低。另一方面，如果是个别气缸的喷
油器线路有问题，系统内应该存储喷油器线路短路或断路的故障码。至于点火系统，宝马车
系的点火系统的控制线路 工作是比较稳定的，很少有问题，只是点火线圈和火花塞有时候会
出问题，而且用试灯检测 2 缸的点火线路部分，起动发动机时试灯可以闪烁，这说明点火线
路 基本上是正常的。 

6）、接下来应该检查气缸压力了。此车如果不拆卸进气歧管就无法测量气缸压力，但
是用户担心维修人员不熟悉发动机的结构，不允许拆卸进气歧管。想起用户说过有时候起动
时有汽油味，由于刚才检查时已经拆卸过燃油管，已经有很重的汽油味了，于是决定第二天
再检查。第二天一早，起动发动机，确实有一 些汽油味，但是查看外围的油管并没有发现泄
漏的地方，如果有泄漏就应该是进气歧管下面的油管漏油了。因为对 N73 发动机的结构很了
解，可以确定如果不拆卸进气歧管就无法继续检查故障，于是说服用户允许拆卸发动机进气
歧管。拆下进气歧管后，发现 2 列气缸之间的燃油管有些渗油，但并不严重。为什么油管漏
油了故障诊断仪上显示的燃油压力还是正常的呢 ? 应该是泄漏得很少，高压泵进行了压力补
偿，所以从数据流上没有看出问题。 

7）、因为在用户感觉到此车有汽油味之前发动机就存在怠速抖动的故障，所以怠速抖
动应该还有其他原因。由于只有 2 个气缸工作不良，所以空气流量计、氧传感器以及水温传
感器等部件就不需要检查了，而应该重点检查是否有漏气的部位和气缸压力是否正常。 

8）、这时注意有 1 根曲轴箱废气循环管没有插，这样会导致发动机怠速不稳，这个情
况如果不拆卸进气歧管是不容易发现的。测量了各缸压力均正常，检查 2 缸和 8 缸处进气歧
管的密封性，虽然进气歧管的固定螺栓很紧，但是从歧管密封垫挤压的痕迹能看出有轻微的
泄漏。 

9）、更换泄漏的燃油管，安装好废气循环管，并更换了进气歧管密封垫，起动发动机，
从故障诊断仪的数据流中可以看出各项数值正常，试车发现故障彻 底排除。在后来的维修工
作中，笔者又发现了几例因为进气歧管密封垫漏气导致发动机怠速抖动的宝马轿车，包括搭

载了 N62 发动机的 745i 轿车，希望维修人员引起注意。 
维修总结：
此车虽然是由于几个故障原因引起的多个故障现象，但是直接导致 2 缸和 8 缸工作不良

的原因是进气歧管密封垫漏气，如果此故障出现在常见 的车型上，应该是比较容易排除的。
但是对于采用了直接喷射系统的发动机来说，之前的维修人员因为不了解其工作原理，也不
熟悉 N73 发动机的具体结构，所以 不敢进行拆装检查，也就失去了排除故障的机会，同时
导致了用户对维修人员的不信任。此例故障引起了的思考，建议维修人员不但要重视对车辆
电控系统 的学习，同时也要重视对具体机械结构拆装的学习，否则遇到故障就很容易出现不
敢下手的情况。

2.7 别克 GL8 失火故障

故障描述 : 
一辆上海通用别克 GL8 商用车，搭载 3.0 L V6 发动机，行驶里程为 26 万 km，用户

反映该车发动机故障警告灯点亮，怠速不稳。 

故障诊断： 
1）、接车后，根据用户所描述的故障现象，我们首先连接 RED-BOX 诊断仪对该车进

行了检测，动力系统控制单元内储存了“P0300——发动机缺火检测”的故障码。然后进入
特殊功能观看缺火图表，图表显示第 2 缸有较明显的缺火现象，其他缸工作正常。根据以上
现象分析，造成此车故障的原因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A）、第 2 缸火 花塞、高压线损坏，导致第 2 缸不能产生正常的高压火花。 
B）、点火线圈本身故障，造成高速失火。 
C）、发动机内部积炭过多，造成进气门卡滞，导致该缸不能产生足够 的缸压。 
D）、喷油器过脏，造成喷油器内部堵塞，导致该缸混合气过稀。 
E）、燃油压力过低，使汽油在进气歧管内部雾化效果不好，导致混合气过稀。
F）、该缸喷油器线束 故障或是 PCM 内部故障，不能够控制喷油器正常动作。

2）、围绕以上几个疑点，我们先后拆检了第 2 缸的火花塞、高压线。观察火花塞没有
较明显的被击穿、裂纹现象，间隙也在正常范围内 ( 此款车型原厂 装备为白金火花塞，火花
塞电极间隙应该在 1.1 ～ 1.3 mm)。用试火器检查第 2 缸高压线，有较强的火花产生。测量
高压线的电阻为 700 Ω，测量点火线圈次级电阻为 6 200 Ω。以上检查结果表明该缸的火
花塞、高压线及点火线圈的工作状态均正常。之后利用故障诊断仪阅读数据流发现，长期燃
油调整值为 19%，说明发 动机内部应该有较多的积炭存在，导致进气歧管内混合气较稀。
长期燃油调整数据的正常值应该在 0% 左右，其数据是 PCM 根据氧传感器的反馈信号计算
出来的氧 传感器的正常反馈电压，数据范围是在 0 ～ 900 mV 之间不停地变化。当氧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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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信号电压高于 450 mV 时，PCM 就认为发动机内部混合气过浓，便会减少喷油器的喷油
量，长期燃油调整数据应该显示为负的百分比；当氧传感器数据反馈电压低于 450 mV 时，
该 PCM 就认定为发动机内部混合气过稀，便会增加喷油器的喷油量，即延长喷油时间，长
期燃油调整数据应该显示为正的百分比，表示 PCM 已经调整了喷油时间，使空燃比始终保
持在 14.7：1 附近，保持最佳空燃比。 

3）、之后，我们决定对燃油系统进行检测。经测量，燃油系统压力为 340 kPa，拔下
油压调节器真空管后油压可升至 360kPa，燃油压力也在 333 ～ 375 kPa 的正常范围内。
测量第 2 缸气缸压力，其数据为 1.2MPa，再测量其他气缸缸压，各缸之间相差无几。至此，
气门卡滞故障的可能性也已排除。根据以上检测结果，我们初步判定此车的故障点在于发动
机内部积炭过多，造成喷油器内部堵塞或喷射雾化效果较差。按照由简至繁的步骤，我们先
清洗了喷油器、进气道、空气流量计及节气门体。清洗后再次使用 TECH-2 察看缺 火图表，
故障依旧存在，且丝毫没有改善。为此，我们拆下喷油器进行电阻测试、雾化测试及泄漏测试，
均未见异常。在装复过程中，将第 2、4 缸喷油器调位，装复后观察缺火图表，图表显示第 4 
缸工作正常，第 2、4 缸仍有较严重的“失火”现象，这样由喷油器本身引发故障的可能性
也被排除。难道是喷油器线路和动力系统控 制单元出现问题 ? 查阅维修资料得知，喷油器插
头 C102 的 A 脚为常火线，为喷油器提供工作电压，PCM 内部控制喷油器搭铁。找到位于
发电机后部的 C102 插头，用万用表测量 A 脚粉红色插脚对低电压为 12.4 V，说明喷油器
的常火线部分正常。又用一测试灯跨一根常火线测量 C102 插头的 D 插脚的搭铁情况，着车
后测试灯以很快的频率闪亮，虽说这种方法测得的结果 不是特别准确，但也说明了第 2 缸喷
油器在“失火”的同时是工作的。 

4）、至此，笔者认真回顾了一下检修过程。该检查的项目几乎都查到了，发动机工作
时也没有发现特别明显的异响，说明发动机内部机械部分基本正常； 发动机数据流显示进气
歧管绝对压力值为 36 kPa，表明各真空连接及歧管部分不存在泄漏现象。那么此时就只可能
是缸垫损坏了，可此车的冷却液温度一直都在正常范围内，液位也正常，用户也没有反映过 
冷却液过度消耗的现象。为了证明我们的猜测，我们将水箱至补水罐的水管拔下插入一个装
满水的透明的塑料瓶中，发现每隔约 20 s 就会有 1 个气泡产生。以同样的方法检查其他同
车型车辆，则无气泡产生，分析此车缸垫应该存在轻微的泄漏情况。拆解气缸垫检查，发现
第 2 缸活塞非 常干净，几乎没有积炭残留，与其他缸相比差距明显。分析这种现象，笔者认
为造成第 2 缸”失火”的根本原因应该是气缸垫的轻微渗漏，这样便致使混合气进入第 2 缸
后含有一定的水分，不能正常燃烧从而导致”失火”现象产生。 

5）、在更换气缸垫后，反复试车，故障排除。

2.8  VOLVO S80 发动机运行中突然熄火 

故障描述：   
一辆 VOLVO S80 在运行中突然熄火，打开点火开关后，仪表板上除了发动机故障灯

点亮，天窗、玻璃升降器、电动座椅、空调、后视镜、门锁及挡位指示灯都不能工作。大灯
的近光灯常亮，发动机可以启动，但启动一段时间后又熄火。 

故障诊断：
1)、由于该故障症状非常明显，且较为频繁，说明并非偶发性的网络故障。排除  故障

时，应先读取故障码，根据故障码对故障进行追踪。先用万用表检查蓄电池电压 , 电压值为 
12.8V，说明蓄电池正常。然后接上检测电脑读取故障码，显示如下故障码：  

A)、CEM（中央控制模组，是高速网络与低速网络通讯界面）—DF05 CAN-H，高速
网络信号太低，持续性故障；  CEM-DF04 CAN-L，低速网络信号太低，持续性故障；  

B)、 CEM-E001，控制模组沟通故障；SWM（灯光控制模组）-E001，控制模组沟通故障； 
C)、SWM-E001，控制模组［重设］按钮长时间启动间歇性故障；  
D)、SWM-0009，与方向盘沟通信号太高，间歇性故障；  
E)、SWM-000A，与方向盘沟通故障信号，间歇性故障；  
F)、PHM（电话控制模组）-E001，控制模组沟通故障。  

2)、从故障码所显示的内容可发现，故障集中在 CEM、SWM、PHM 等 3 个模组，所
以故障应该出现在低速网络部分。大部分故障码表明存在沟通故障，这说明低速控制区域网
络中的一个或多个地方出现网线短路。其中 CEM 控制模组是唯一能够存储网线对地或对电
源电压短路有关故障码的控制模组。 

3)、虽然故障码牵涉的控制模组较多，但根据前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故障应该是由网线
不能正常工作造成的，所以进行了如下检查：  

A)、拔下电池负极导线，连接故障分析盒到 CEM 控制模组，检查 CEM 的插头和端口，
没有发现损坏或接触不良现象。测量故障分析盒的 A39# 与 A40# 端子之间及 B2# 与 B3#
端子之间的网络电阻，测量值为 61.2Ω 及 61.3Ω，在正常值范围内。  

B)、分别检查 CAN 网线的 CAN-L 线、CAN-H 线与地线及电源线之间是否有短路。
测量故障分析盒的 B2#、B3# 端子与地线和电源线之间的网络电阻，测量值为 8MΩ，其标
准值为 1 MΩ 以上，正常。说明 CAN 网线无短路现象。

C)、连接蓄电池负极，启动发动机，测量 CAN 网线的通讯量。测量接线分析盒的 B2#
对 地 电 压 为 1.75V( 正 常 值 1.5~2.5V)、B3# 脚 与 地 的 电 压 为 2.8V( 正 常 值 2.5-3.5V), 读
数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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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拆开有关线路的饰板观察网络线并未出现受挤压的情况，该车也未出现过事故。 

4)、经过以上的检查并未发现异常部位，于是怀疑可能由于某些非正常操作（如断电等）
导致各模组的数据丢失。清除故障码，重新下载全车软件，试车后一切正常，交车。 

5)、第二天下午，该车又不能启动。从前一天的检查可以看出，发动机不能启动并非由
网络线故障造成，那么故障到底在哪儿呢？仔细研究了该车的网络架构图、网络的特点及功能，
发现该车是串联通讯，各模组间采用了“葫芦串”式的连接方式，当其中的某个模组发生故障，
就会导致其后面的所有控制模组不能正常工作，且各模组间有许多信息需要相互交换。如果
这些信息无法交换，那么相应的控制模组也不能正常工作，如发动机模组（ECM）不能接收
防盗报警模组（SCM）的信号，发动机不能正常工作。 

6)、我们估计可能有模组不能正常工作，从而导致这种故障现象非常明显。基于这种判
断，于是尝试将低速网络的每个模组从“葫芦串”的回路中断开来进行验证。结果当断开到 
SWM 控制模组，将网线连接好后，故障突然消失，仪表灯亮起，中控锁、天窗、车窗等都
恢复正常。观察 SWM 的插头，并未发现有何异常，因此判断 SWM 控制模组已损坏。更换
该控制模组，下载软件后重设车辆，试车一天，并未发现任何异常。交车后经过半个多月的
跟踪，该车工作正常。 

维修总结： 
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车内局域网系统在汽车上的应用越来越广，VOLVO 

S80 就采用了该系统。愿这个故障分析能够对如何排除因车内局域网不能正常工作而导致的
汽车故障有着抛砖引玉的作用。

2.9  本田飞度入倒档后，发动机抖动剧烈  

故障描述：  
一辆行驶里程约 10 万 km 的 2005 年本田飞度轿车。用户反映：该车挂入倒档后，发

动机抖动剧烈，转速明显下降，从发动机室内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此时如果打开空调，
症状更加明显。 

故障诊断：
1)、分析可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冷却风扇风圈松动或损坏、飞轮盘内的减振弹簧

折断或损坏、起步离合器的各部件（包括摩擦片、钢片、活塞和 O 形圈）有故障、倒档制动
器的各部件有故障以及 CVT 变速器控制系统有故障等。 再次起动发动机，打开空调并挂入

倒档使故障再现，同时打开发动机室盖寻找声源。经检查，冷却风扇风圈和电动机均工作正常，
无松动或损坏。举升车辆，从车身下中部寻找声源，经检查，发动机及变速器与车身的各个
连接处均未发现异常。怀疑飞轮盘内的减振弹簧折断或损坏，于是将变速器与发动机分离，
拆下飞轮盘仔细检查，发现减振弹簧完好无损。 

2)、上述检查均未发现问题，于是决定拆检 CVT 变速器。将 CVT 变速器各个部件解体
后仔细检查，发现起步离合器的各部件均正常，倒档制动离合器的各部件均正常。对变速器
拆检后未发现明显故障，于是将变速器各部件彻底清洗后再重新装配好。将变速器装车后试车，
发现凉车时症状消失，热车后故障依旧。经仔细查阅资料和与同行交流，分析可能是 ECM/
PCM 对起步离合器的控制程序错误，导致 ECM/PCM 不能有效地控制起步离合器的接合和
分离，于是按照维修手册中的方法对车辆进行起步离合器的路试校准。 

3)、故障排除：经多次校准学习后，故障消失。又经反复试车，故障未再出现。

维修总结：
对于异响类故障，按照维修人员的惯性思维，一般都会首先怀疑机械部件的问题，往往

很难想到是由于控制程序出现问题所导致的。此故障可能由于以下某种情况引发：断开蓄电
池端子、从仪表板下熔丝／继电器盒中拆除 20 号熔丝（15A）、更换起步离合器、更换控
制阀体、大修或更换变速器总成以及大修或更换发动机总成等操作会导致 PCM 中用于起步
离合器控制的存储信息被清除。由于 PCM 中没有存储标准的 MAP 信号，PCM 对起步离合
器压力控制阀的操纵便产生紊乱，使起步离合器压力控制阀高频动作，从而使 PCM 对起步
离合器的压力调节也产生高频变化，最终导致起步离合器高频率地接合又分离，从而产生异响。
因此 PCM 必须存储用于起步离合器控制的信息，才能对起步离合器进行精确控制。 

对于广汽本田飞度 CVT 自动变速器轿车，在断开蓄电池电缆、维修自动变速器和发动
机后，必须进行起步离合器的校准，具体步骤如下：  

A)、起动发动机，让发动机达到正常工作温度（冷却风扇开始工作）。 
B)、打开前照灯。 
C)、无负载条件下，以 D 位驾驶车辆直到速度达到 60km/h，然后不要踩下制动踏板，

在超过 5s 的时间内，使车辆减速（可以拉驻车制动来减速），直到车辆停下来。完成后进
行试车，确认起步离合器控制系统工作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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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保时捷无钥匙进入系统不起作用  

故障描述：
一辆 2009 年产保时捷卡宴 SUV，行驶里程 3 万 km。用户反映该车遥控器上锁和解锁

功能正常，但无钥匙进入系统不起作用。

故障诊断：
1)、维修人员接车后对车辆进行基本检查，当携带车钥匙，用手拉动驾驶员侧车门把手时，

车门无开启迹象，再拉动其他三个车门也是同样情况。将车辆停在车间故障诊断工位，保证
对外界干扰信号的有效隔离，试验该功能，故障现象仍然存在。

2)、用故障诊断仪检测无钥匙进入系统控制单元（Kessy），发现一个故障码 0183——
内部天线故障，当前存在。由于此前有多辆同类型车出现此故障，故障点均为行李舱内部天
线故障。因此，首先将行李舱内部天线进行了替换，试车发现，此时无钥匙进入系统功能正常。
但奇怪的是，再将旧天线换回后，此功能仍然正常。清除故障码后路试，故障现象未再出现，
这样只得让用户在使用中继续观察。

3)、几天后故障再次出现。用故障诊断仪进入输入信号测量，读取近程车门把手传感器
数据，当手接近车门把手时，均显示“未启动”。正常情况下，当手接近车门把手时，应显示“已
启动”。而观察其他测试项目可以看出，钥匙密码、Kessy 电源和驾驶员侧车门电源传感器
均为正常。为确定 Kessy 的供电情况，又将其拆下，在加有模拟负载的前提下测量了电源电
压，结果完全正常。这样故障范围就指向了内部天线和 Kessy。

4)、测量中央控制台前、后天线及行李舱天线阻值，均为 7 Ω，阻值正常。为慎重起见，
将全部内部天线替换后，试验该功能，故障依旧。至此，故障点就集中在 Kessy 上了。

5)、按维修手册要求更换了 Kessy，锁车 5 min 后试车，发现无钥匙进入功能仍无效，
遥控器开锁键与锁止键功能相反，起动机不工作。用故障诊断仪进入设定 / 控制单元学习功能，
将车钥匙与 Kessy 进行匹配，匹配成功后，无钥匙进入功能及遥控器按键恢复正常。尝试起
动发动机，发动机起动后立即熄火，再次起动无反应。

6)、 用 RED-BOX 故 障 诊 断 仪 读 取 发 动 机 控 制 单 元（DME） 故 障 存 储 器， 故 障 码 为
0513- 防盗系统钥匙不正确，当前存在。由引导性故障查询得知，这可能是 DME 中的防盗
锁止程序不正确。用故障诊断仪进入 DME，执行防盗编程（需用厂家授权的防盗码），然后
起动发动机，发动机顺利起动。跟踪回访该车用户，此故障未再出现，至此故障彻底排除。

2.11 奔驰 E280ABS 灯有时会点亮  

车型：奔驰 E280/W211( 国产 )

故障现象：有时 ABS 指示灯会点亮，同时信息“ESP”和“ABS”会显示在仪表上，
这时会感觉转向盘比平时沉重。

故 障 诊 断： 首 先 连 接 RED-BOX 诊 断 仪 进 行 快 速 检 测， 在 ESP 控 制 模 块（ 一 下 简 称
ESP）里的故障码为 43AC：其含义为检查左前轮轮速传感器。因为故障码的状态为记忆故障，
所以此刻一边转动车轮一边查看 ESP 数据流里左前轮转速信号，也是正常的。根据仪器的
提示需要做以下工作：检查从 ESP 到 SBC（电子感应式智能制动控制模块）的线束是否良好，
各自的插头是否有松动或锈蚀的情况。检查左前轮轮速传感器的安装位置是否正确。我们对
以上两点进行了仔细的检查，未发现任何问题，但我们仍把相关插头进行了紧固。为了保险
起见，我们做了以下工作：把左、右前轮轮速传感器进行了调换。我们检查了从左前轮轮速
传感器插头 X62/7 到 SBC 插头之间的线以及插头的状况，都处于良好状态。在上述工作做
完以后，我们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路试，未见故障再现，因此把车交还客户。两天后客户再次
把车开到我公司，故障现象和上次一样，经诊断仪检测，故障码也和上次一样，其状态仍然
是记忆故障，因此现在的车速数据流也正常。经过我们分析只剩下两种可能了：左前轮感应
齿圈有问题；ESP 有问题。由于 ESP 价格昂贵，且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 ESP 有问题，
因此将其左、右前轮的感应齿圈进行了调换。如果再出现相同的问题，也只能是 ESP 的问题了。
我们又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路试，故障没有出现，因此再次让客户把车开走。可是 4 天后，客
户又一次把车开到来，故障现象依旧。首先我们还是进行了诊断仪检测，这是我们发现增加
了其他的故障码，最重要的是故障码状态发生了改变。这时我们整理了一下思路：第一步，
一边转动左前轮一边查看 ESP 数据流里左前轮的轮速信号，结果是没有信号。第二步，一边
转动左前轮一边查看 SBC 数据流里左前轮的轮速信号，结果是信号正常。第三步，结合电路图，
我们一边用示波器从 ESP 第一插头的第 10 脚获取信号，一边转动左前轮，结果是正常的方
波信号。这就说明问题就出在 ESP 上。把 ESP 拆下检查，发现 ESP 的第三插头里有好几
个针脚都变黑了。

维修总结：
第一次故障诊断时，由于故障现象很快消失，因此不易查找故障点。对于这类偶发性故

障，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观察。如果故障不影响行车安全，可在使用中进行观察，这样
做一是方便用户，二是在实际使用环境中故障更容易出现。可以要求用户记录故障出现的时
间、频率、症状、地点和气候等要素，为故障诊断提供参考信息。在第 2 次故障诊断中，由
于故障始终存在，所以可以按照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的诊断原则，逐个排查可能的故障部位，
直到找到真正的故障点。由此可见，在诊断过程中，创造“故障始终存在”的条件是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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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我们解体发现里面有一部分已经腐蚀，像是进过水。随后我们检查左前保险盒盖的密
封情况以及可能造成此 ESP 进水的地方，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因此，我们判断可能在以前
出现过左前保险盒未盖好，有一部分水渗入 ESP，当时没有出现故障，随后有人发现保险盒
盖没有盖好，也没有多想直接把盖盖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在电解的作用下逐渐的腐蚀
电气元件，直到产生故障。

故障总结：更换 ESP 后故障现象消失。经过我们长期的跟踪和检查未发现左前保险盒
有进水的迹象，故障到此彻底排除。回顾整个过程，得到两个深刻的体会：(1) 不要“过分”
的相信仪器，有一部分问题按着仪器的诊断指导走可以很快地解决问题，但当我们按着它的
思路不能解决问题时，我们就需要认真地去分析整个过程，看是否是外界的什么因素导致它
出现此故障。(2) 不要主观认为控制模块不容易坏，当然一般情况下控制模块不容易坏，但我
们应该根据它处的环境综合分析一下，是不是容易进水，是不是散热不好等，这些都可以对
它产生致命的影响。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即使控制模块本身有问题，它们在报故障时也不
说自己有问题，这一点让我们在诊断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这就需要我们在工作中多总结，
积累更多的经验，让自己的诊断思路简捷而严谨。

点评：在新款 E 级、SL 级、CLS 级等奔驰轿车中采用了一种先进的电子制动控制系
统，该控制系统称为电子感应制动控制系统，也称为 SBC 控制系统。SBC 的英文全称为 
“Sensotronic Brake Control”。电子感应制动控制系统具有多种控制功能，控制技术可
以称得上是汽车制动技术上的一次革命。与其他制动系统相比，电子感应制动控统的控制技
术更为先进，表现出来的突出优点 包括：提高制动压力传递的准确性和灵敏性；缩短紧急制
动时的制动距离；提高车辆行驶的安全性；制动摩擦片的磨损更为均匀，并且延长了部件使
用寿命；车辆转弯制动时能够产生更为理想的制动效果，增强了车辆行驶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等。电子感应制动控制系统利用制动脉冲信号来保证底盘稳定性能的可靠性，它不仅在紧急
制动时体现其功能价值，其他关键情况也同样体现其功能价值。例如在突然转向的危险情况
下，电子感应制动控制系统与电子稳定控制系统（ESP 控制系统）相互作用，通过向各个车
轮发出精确的脉冲制动液压力，降低发动机转速，来保证车辆在突然转向过程中的安全性，
这种控制方式显示了强大的动态控制性能和控制的精确性。电子感应制动控制系统的高能蓄
压器动作更快，发出的脉动制动液压力更精确，使车辆即将脱离行驶轨道时及时、平稳地稳
定下来。电子感应制动控制系统与电子稳定控制系统关系密切，驾驶员的制动踏板操作信号
由 SBC 踏板传感器 B37/l 传送至电子感应制动控制模块 A 7/3nl。制动压力由电子稳定控制
模块 N47—5 进行计算，然后通过 SBC 液压单元 A7/3 对各车轮的制动力独立进行分配。在
紧急情况下，液压力由高能蓄压器和高压／回流电动泵 A 7/3ml 提供。电子感应制动控制系
统和电子稳定控制系统的工作信息由仪表板进行显示。在打开点火开关或启动发动机时，仪
表板的相关故障警告灯将被激活一次（自检过程） 当发动机运转之后，相关警告灯应正常熄
灭。在车辆行驶期间，如果 ABS 控制功能或 ESP 控制功能被激活，那么 ESP/BAS 故障警
告灯 Ale41 会处于闪烁状态，提醒驾驶员车轮出现打滑现象，车辆接近物理操控极限，电子

稳定控制系统工作，消除车轮打滑现象。为了提高行驶安全性和舒适性，电子感应制动控制
系统激活 SBC 附加功能，帮助驾驶员操纵车辆并实施辅助制动。SBC 附加功能分为安个性
SBC 附加功能和舒适性 SBC 附加功能两大类。如果电子感应制动控制系统出现故障，那么
前车轴制动管路的液压力完全由制动踏板提供，SBS 液压单元 A 7/3 不再提供辅助性液压力，
左前分离电磁阀 A7/3y1 和右前分离电磁阀 A 7/3y2 保持打开状态，管路中的液压力升高是
操作制动踏板和制动总泵产生的。电子感应制动控制模块 A 7/3n l 与 SBC 液压单元 A7/3 集
成在一起。电子感应制动控制模块 A 7/3nl 除了具有接收传感器信号，向执行器输出控制指
令信号的功能之外，还具有数据运算功能、与逻辑单元之间的数据传输功能，以及安全电路
监控功能。在配置电子感应制动控制系统的车型中，ABS 轮速传感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与电
子稳定控制系统完全相同，只不过 ABS 轮速传感器信号直接传送至电子感应制动控制模块
A7/3nl，而不是电子稳定控制模块 N47—5。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奔驰 W211、W230 底盘
车型，4 个 ABS 轮速传感器的信号线路均与电子感应制动控制模块 A 7/3nl 相连；对于奔驰
W240 底盘车型，按照设计要求，4 个 ABS 轮速传感器的信号线路分别与左侧电子感应制动
控制模块 A7/3nl、右侧电子感应制动控制模块 A7/4n1 相连。综合以上原理可知，当出现本
例这种故障时，应同时对 SBC、ESP 控制系统进行自诊断，查看动态数据，判断故障具体
的发生部位。由于车轮轮速信号是由电子感应制动控制模块 A 7/3nl 通过数据线传送至电子
稳定控制模块 N47—5 的，因此，当电子稳定控制系统出现故障码 43AC 时，应重点检查电
子稳定控制模块 N47—5 及其线路连接状况。本例故障能够最终得到排除，说明作者能够较
为熟练地操作 RED-BOX 诊断仪以及其他检测设备，从中获取必要的诊断信息，检修思路
具有相当好的逻辑性，只是希望在结构原理方面能够进一步加深理解。 

2.12 宝马 750iL(V12 缸 M70 发动机 ) 加速不良

故障描述 :  宝马 750iL(V12 缸 M70 发动机 ) 轿车。加速性能不良，将加速踏板踩到底时，
发现仪表板上的发动机转速表指针只能升高到 2000r ／ min，仪表板上没有任何故障指示灯
点亮，而且排气管冒白烟，有臭味。

故障诊断：
1）、接修此车时，考虑到发动机故障灯没有点亮，因此决定先不考虑电控方面的原因，

而是先从基本的油、电路方面着手。根据故障现象“排气管冒白烟，有臭味”分析，是因燃
油混合气太浓，燃烧不完全所致。于是检查油压，测量分缸线及分火头等阻值，均属正常。
拆下火花塞检查，发现火花塞全部发黑，而且有四个缸的火花塞有失火的迹象，于是全部更
换原厂火花塞。装复后试车，故障消除几分钟后又出现。再用示波器 检查点火波形，良好，
检查点火顺序为 1 → 7 → 5 → 11 → 3 → 9 → 6 → 12 → 2 → 8 → 4 → 10。结果正确，再
检查点火提前角为 10°，也属正常。

2）、通过以上的检测，经过认真分析，可以认为不是油、电路的故障。但是问题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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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哪儿呢？带着种 种疑问，考虑到宝马 V12 缸轿车为双进气道，有两个电子节气门 (EML)，
两个节气门位置控制电机。于是尝试将其中一个 ( 左侧 ) 电子节气门 (EML) 插 头拔下，再做
加速测试，发动机转速一下就升起来，故障立刻消失。由此怀疑是 EML 有故障，用专用诊断
仪进入到 EML。系统中，读出一个故障码“EML 指示灯失效”，它的具体含义是 EML 指
示灯线路或灯泡有问题，也可能是 EML 模块本身有问题，经过调出的故障码所分析出的结
论，首先观察仪表板，发现无论是 点火开关还是着车运行，仪表板上的 EML 故障指示灯均
不亮。为了便于快速地查找出故障，在这里介绍一下宝马 750iL 轿车的 EML 控制系统。此
宝马 V12 缸发动机使用了两组 MOTRONIC（DME）发动机控制系统，其中第一组 DME 
控制模块控制 1-6 缸，第二组 DME 控制模块控制 7-12 缸，而电子节气门控制系统（EML）
取代了早期机械式节气门，其节气门开度在各种情形下均接受 DME 控制模块，自动变速器
控制模块（EGS）、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防滑控制 (ASC) 和扭力控制 (MSR) 的信号并
以此来计算，DME 控制模块 再以此信号及其传感器信号来控制喷射正时、喷油量和点火正时。

3）、EML 系统在加速踏板处装有一个踏板位置传感器，主要将加速踏板的开度信号反
馈给 EML 控制模块，然后 EML 控制模块再输出信号驱动节气门体上的两个节气门位置控制
电机，利用它们来控制发动机转速。

4）、该宝马轿车的 EML 控制模块插接器为 55 脚，其中 15 号脚与仪表板 EML 故障
指示灯相连。于是 从手套箱下找出 EML 控制模块，将点火开关置于“ON”位。用电压表
测得 15 号脚电压为 OV。再测量仪表板 A 处有 12V 电压，而 15 号脚到仪表板 BC 之间 的
导线也完好。因此该 EML 系统故障的原因出现在仪表板内部或是 EML 控制模块损坏。依照
先易后难的原则，首先拆开仪表板检查，结果发 EML 故障指示灯线 路已损坏 ( 曾经维修过 )，
于是利用细铜丝把线路重新连好，再次启动着车，故障依旧，而且 EML 故障指示灯没有点亮。
显然就是 EML 控制模块本身的故障，为了安全起见，与相同的宝马轿车互换了 EML 控制模
块，然后着车试验，故障完全消失。EML 故障指示灯在打开点火开关后点亮，随之熄灭。

5）、最后用 RED-BOX 诊断仪清除故障码，故障彻底排除。

维修总结：
原来 EML 系统除具有自我诊断功能外，还具有失效保护功能，即当 EML 系统出现故障

时，它可传送信号给发动机控制模块，共同控制节气门位置电机，保持节气门一定开度来抑
制发动机转速，因此造成发动机转速上不去的故障。

2.13 PASSAT 2.0 怠速转速升高

故障描述：
当车辆在踩下离合器换档或空挡滑行时（油门踏板没有踩下），此时发动机转速出现如

下两种高出正常怠速转速的情况：转速升高但不超过 1600r/min；转速升高并超出在 1600r/
min 以上。

故障诊断：
1）、冷却液温度传感器信号有误导致怠速转速升高。由于冷却液温度传感器出现偶发

故障，传送出远低于实际温度的冷却液温度，造成控制单元误认为发动机在低温下工作，错
误的多进气、多喷油，从而导致怠速转速异常升高，可达 2000r/min 以上。

2）、蓄电池亏电导致发动机怠速转速升高。由于蓄电池亏电严重，在怠速运行、用电
设备打开较多的情况下，怠速时发电机发电效率不高，导致发动机控制单元供电不足，发动
机转速出现波动，最高可至 1400r/min － 1600r/min。

3）、换档时转速短暂升高 PASSAT 2.0 采用电子节气门，其开关的速度、角度不像以
前的机械式节气门那样仅仅取决于油门踏板的开度，还要综合考虑发动机运行的稳定性和环
保问题。因此即使油 门踏板松开，节气门的开关也会根据发动机上一状态有所延迟。此外换
档时离合器分离的快慢等操作因素也会导致发动机转速有短暂上挑现象。对于配备电子节气
门 的电喷发动机，换档时发动机转速会稍有升高，但很快恢复正常，这是正常现象，是出于
运行稳定和环保考虑，由电子节气门和电喷发动机的特性决定的。这种情况，发动机转速可
大约上升 500r/min 左右。

4）、对于怠速转速升高在 1600r/min 左右或以下的，请作以下检查：
A）、检查蓄电池是否有亏电现象，亏电严重的、电压低于 12.35V 的，更换蓄电池；
B）、检查进气管路，空气流量计下游是否有漏气现象。振动进气管路，观察发动机转

速是否有波动，如有则查找漏气点并做相应处理；
C）、用户是否有电路改装，改装的用电器接地处是否与控制单元接地处临近。如有则

将接地点移远，以免对发动机控制单元造成干扰。

5）、对于怠速转速升高在 1600r/min 以上的，请作以下检查：
A）、检查发动机故障存储器是否有 16502 的故障记录，如有则更换冷却液温度传感器；
B）、检查进气管路，空气流量计下游是否有漏气现象。振动进气管路，观察发动机转

速是否有波动，如有则查找漏气点并做相应处理；
C）、用户是否有电路改装，改装的用电器接地处是否与控制单元接地处临近。如有则

将接地点移远，以免对发动机控制单元造成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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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０５款雅阁 , 换挡杆锁止，无法换挡

故障描述：
一辆２００５款雅阁ＣＭ５轿车，因自动变速器换挡杆锁止，无法入挡行驶，维修人员

采用临时应急措施将换挡杆应急按钮按下，强制挂入Ｄ挡，将车辆缓慢开回维修车间。车辆
进车间后，将换挡杆推回Ｐ挡后，再无法挂入其他任何位置，锁止在Ｐ位上。

故障诊断：
1)、首先接上 RED-BOX 诊断仪进行检测，没有发现故障代码。观察发动机数据流，

ＴＰ值为１０％，相对ＴＰ值为９％，点火正时为２６°，发动机转速１２００ｒ / ｍｉｎ，
从数据流上看，最明显的是发动机已不在怠速工况运转，点火提前角锁定在２６°，相对Ｔ
Ｐ值在怠速工况下应为０％而指示为９％的错误值。此时发动机管理系统已启动了后备模式，
不再进行相关传感器的参数修正功能。燃油排放控制系统呈开环状态，同时启动发动机及自
动变速器保护模式电路，将换挡杆锁止在Ｐ位上，出现该车故障现象。要解除换挡杆锁止，
必需找到故障的根源！笔者曾经遇过因涉水造成ＴＰ传感器损坏，引起换挡杆锁止故障，换
了节气门体总成后（本田ＣＭ５的ＴＰ传感器不能拆卸），故障即可排除。这起故障从数据
流上看ＴＰ开度值基本上正常，但相对ＴＰ值却很高，会不会是因偶发故障所引起节气门位
置传感器学习值变化呢？笔者用专业电脑对ＥＣＭ / ＰＣＭ学习值重新设定后，故障排除。
换挡杆解除锁止状态，该车完工出厂。

2)、可是这辆车仅行驶了一天后，用户又将车辆驶进厂，报修同样故障。用 RED-BOX
诊断仪检测，数据流还是同样的内容。用电脑进行ＥＣＭ / ＰＣＭ学习值重新设定，却无法完成。
替换一个确认良好的节气门体总成（ＴＰ传感器不能单独更换），从数据流上看，ＴＰ相对
值还是显示９％不变，再次用ＨＤＳ对ＥＣＭ / ＰＣＭ学习值重新设定，还是无法完成。换
挡杆依然锁止，故障依旧。这一次 RED-BOX 都无法进行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的学习值设定了，
真是一头雾水。最后我们采取拆下蓄电池负极搭铁线，等待几十秒钟，用这种方式来清除Ｅ
ＣＭ / ＰＣＭ内随机存贮器的学习程序。接上负极线，换上原车节气门体。起动发动机，在
怠速工况下观察数据流ＴＰ相对值为０％，TP 值正常，点火提前角在６～１５°变化，换挡
杆解锁。路试３０ｋｍ，没有发现故障重现。

3)、笔者再次对该车进行路试，发现当空调压缩机工作后，发动机怠速工况变得相当糟
糕，发动机抖动厉害，怠速转速下降到４００ｒ / ｍｉｎ，严重时发动机有要熄火的状态。
从这一现象来看，在空调压缩机工作时，发动机怠速功率补偿不够，导致发动机输出功率小，
引起发动机的怠速抖动。提供怠速功率补偿的主要部件之一是怠速控制阀（ＩＡＣ）以及相
关的控制线路，首先对它的机械阀体进行清洗。拆下阀体后，发现滑阀里充满了积炭。清洗
装复后起动发动机，开空调时怠速功率补偿良好，怠速运转平稳。怠速发抖故障排除，通过

2.15 本田 CG1 雅阁 3.0 L 散热风扇长期运转

故障描述：
一辆广州本田 CG1 雅阁 3.0 L 轿车，用户反映该车散热风扇长期运转

故障诊断：
1）、接车后经试车确认，此车的散热风扇在发动机运转期间长转不停。这里我们必须

对该车的散热风扇的控制原理有所了解。广州本田雅阁 CG1 车型的散热风扇系统由 散热器
风扇电动机及继电器，冷凝器风扇电动机及继电器，2 个发动机冷却液温度 (ECT) 开关 A、
B（开关 B 用于延时控制），以及散热风扇控制单元组成。散 热风扇控制单元根据 ECT 开
关提供的信号对 2 个散热风扇进行控制，以防止发动机过热。当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超过预定

这一点说明ＩＡＣ阀的控制线路没有故障。随后路试１００多ｋｍ，没有发现换挡杆锁止现象。
故障排除。

维修总结：
ＩＡＣ阀体脏污引起上面的故障，大家会问，一个ＩＡＣ阀对换挡杆锁止有什么关系呢？

或许不能理解与接受，笔者下面来简单地分析一下它们的因果关系，就不难理解了。由于Ｉ
ＡＣ阀体内滑阀充满了积炭，造成滑阀运行时卡滞。因为它的卡滞位置是随机的，当它卡滞
在开度大时，怠速空气补偿的空气进入就多，这时的ＩＡＣ阀指令并不是当前的滑阀开度所
需的指令，过多的怠速空气补偿，导致发动机转速由怠速的７５０ｒ / ｍｉｎ升至１２００
ｒ / ｍｉｎ。此时的喷油时间也不是当前要求的喷油时间，这时的节气门位置处在关闭的位置，
发动机水温也处于正常温度，这些正确的传感器参数与由于滑阀卡滞所产生的不正确的传感
器参数，再与ＥＣＭ / ＰＣＭ内存（ＲＯＭ）固化参考数据进行比较，ＥＣＭ / ＰＣＭ通过计
算得出一个结论，即此时发动机不在怠速工况下运转，但实际情况确实在怠速工况模式下，
只是发动机转速在怠速工况下异常升高了。ＥＣＭ / ＰＣＭ将比较的参数所得出的结论（错
误参数数据）进行学习。学习的结果导致ＴＰ相对值为９％。也就是说，ＥＣＭ / ＰＣＭ认
为此时的节气门位置是在正确的关闭位置开度（１０％）的基准上再默认打开９％开度的位置，
但又不符合怠速工况下的１０％的开度，因此记忆相对９％的开度值，从而启动发动机及自
动变速器保护模式，将换挡杆锁止。我们现在再来分析一下，既然滑阀卡滞是随机的，那它
的另一种状态就是当它卡滞在开度小的位置时，也就是空气补偿不够，ＩＡＣ阀指令信号是
对的，但滑阀并没有开到指定的位置，空气补偿少。与此同时，喷油器的喷油时间也做出相
应的调整，但是调整的喷油时间与卡滞的滑阀所提供的空气不成比例，导致在怠速工况下的
可燃混合气比例失调，使气缸燃烧不完全，在怠速工况下发动机输出功率不足，引起怠速工
况开空调时发动机发抖的连环故障。从上面分析的来看，这是一个从ＩＡＣ阀卡滞故障入手
进行仔细诊断的过程，最终排除了换挡杆锁止的故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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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时，即使空调系统不处于工作状态，散 热风扇控制单元仍然会激活冷凝器散热风扇运转。
另外，即使点火开关断开，如果冷却液温度过高，散热风扇控制单元仍然会指令散热器散热
风扇保持运转状态，直 到冷却液温度降低到预定温度。

2）、在了解了该车散热风扇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后，我们着手对该车的故障进行检修。
经观察发现，此时散热器、冷凝 器风扇均在运转，但此时空调开关并未打开。在该车散热风
扇长转时，我们先将 EGT 开关 A 的插头断开，但此时散热风扇依然运转，可以确定 ECT 
开关 A 没有问 题。由于 ECT 开关 B 用于散热风扇延时功能，且当该开关接通后应该只有散
热器散热风扇运转，加之该开关插头安装在发动机的正时齿带侧不易拆装，故暂时未对 它进
行检查。根据该车散热风扇系统的控制原理可知，除了 ECT 开关 A 闭合后 2 个散热风扇会
同时运转外，只有空调打开时才会出现 2 个散热风扇同时运转的情况。而此时可以确定空调
处于关闭状态，那么会不会是系统得到了错误的空调开启信号呢？

3）、之后，我们连接 RED-BOX 诊断仪进行检测。经多次观察发现，只要散热风扇长
转不停，发动机控制系统数据流中的“风扇 控制”项就变为打开状态；一旦散热风扇工作正
常，“风扇控制”项就显示为关闭状态。正常情况下，发动机控制系统数据流中的“风扇控制”
项只有在开闭空调开 关时才会变化，因为它是发动机控制单元用来控制散热风扇运转的。此
时空调开关并没有打开，但发动机控制单元却控制散热风扇运转，那么故障原因只有 2 个：
发动机控制单元本身出现故障或发动机控制单元接收到了错误的空调开启信号。通过进一步
检查，空调开关正常，排除了控制单元接收错误信号的可能性，问题应该就 出在发动机控制
单元上。之后我们对该车发动机控制单元的供电、搭铁线路进行了检查，线路完全正常。然手，
又找来相同车型的发动机控制单元进行替换，试车故障排除。

4）、最后，在更换新的发动机控制单元后，故障排除。

2.16 本田 CR-V 安全报警装置故障

故障描述：
有一辆 2002 款 CR—V 因事故更换发动机盖、水箱、冷凝器，出厂后几乎没有发觉有

何故障，通过了完工检查、交车等一系列程序。觉得一个小事故，更换零件后也不在意有何
不良之处。过了几天该车又回来了。驾驶员反映，该车有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原来用遥
控开启车门时四个转向灯都闪三下，关闭时闪一下，现在虽然能正常关闭开启车门，但是灯
不闪了。

听了该客户的陈述，我们一试验，的确是这样。但还是没有引起我的重视，等我去认真
检测时吃了一惊，这并非是遥控装置失灵，而是安全报警装置故障。

故障诊断：
1)、首先检查四个门控灯开关都正常，于是拆下仪表板下盖找到安全控制装置，对照维

修手册测试进出控制器的电源线也都正常。

2)、因为该车行驶不到一万公里，一般不可能有故障。又回头思考能有什么原因造成安
全报警故障失灵呢？故障原因有人为损坏和自然损坏，因为是新车，损坏零件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人为损坏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 这时突然想起该车是事故车，所以又开始在车前部查找与
安全报警装置有关的线路和部件，但还是一无所获。于是我又回去查修理手册。这时发现发
动机盖上还有一个微动开关，一直认为此开关只是控制机舱照明或其他用途，并未引起重视，
此发现正好触发灵感。于是掀开机盖，拆下机盖锁，发现微动开关已移位，重新装好后，试验，
一切恢复正常。

维修总结：留待思考的是为何微动开关常开，安全警报不报警而只是失灵呢？于是带着
疑问又去查修理手册。

安全报警系统：车门、发动机盖和行李箱或背舱门关闭并锁定后，安全报警系统即自动
进入 工作状态。系统进入工作状态后，仪表总成上的安全报警指示灯闪烁。当发生以下任一
情况时，即触发系统：- 车门被强行打开；- 未使用钥匙或遥控器解锁车门；- 未使用钥匙
打开行李箱盖或背舱门； - 打开发动机盖。

1)、通过破坏点火开关 (KH、PH 和 KK 车型 )，将发动机起动机电路与蓄电池 电路短接。

2)、系统被触发后，报警器鸣响且外部照明 ( 前大灯、驻车灯和尾灯 FO 车型，或转向
信号灯除 FO 车型外 ) 闪烁 2min(FO 车型 ) 或 30s( 除 FO 车型外 ) 或直到通过使用钥匙或
遥控器解锁任一车门而关闭系统为止。

3)、启动该系统时，必须关闭点火开关并拔出钥匙。此时，安全控制装置接收到车门、
发动机盖和行李箱或背舱门已关闭并锁定的信号。当全部关闭并锁定后，无任何控制装置输
入信号接地。车门开关、发动机盖开关、行李箱锁闩开关或背舱门锁闩开关、车门锁按钮开
关和车门锁钥匙锁芯开关等全部断开。使用钥匙或锁定开关锁定车门后 10s 系统启动，或使
用遥控器锁定后系统立即启动。

4)、系统启动后，如果要打开或不正确地解锁任何一个锁定项，则控制装置将从该锁定
项开关获得一个接地信号，然后触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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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果其中一个开关调整不正确或系统中存在短路故障，则系统不会启动。只要控制
装置能连续接收到一个接地信号，则其就判定车辆还未关闭和锁定，因此系统不会启动。有
时由于非明显的原因而引起报警鸣响，这可能是因为开关的调整超过了一定临界而触发了系
统。在这种情况下，外界温度、经过车辆的振动或某人碰撞车辆都会触发系统。

安全报警控制装置输入检测 
1)、拆下仪表板下盖。 
2)、断开控制装置 (C) 的 20 芯插头 (A) 和 16 芯插头 (B)。  
3)、检查所有插头与插座端子，以确信其接触良好。如果端子弯曲、松动或锈蚀，按需

要进行修理并重新检查系统。 如果端子正常，则进行第 4 步。
4)、如果检测发现故障，则查找并排除故障原因，然后重新检 查系统。如果所有输入检

测正常，则进行第 5 步。
5)、重新连接与安全报警控制装置有关的插头，并在相应插头处进行以下输入检测。

如果检测发现故障，则查找并排除故障原因，然后重新检查系统。
如果输入检测正常，则安全报警控制装置内部电路必定存在故障。

2.17 本田 CR-V 空调异响 

故障描述：
一辆本田 CR—V 因更换冷疑器，重新抽空，加注 R134a 后无任何异常。当该车行驶中

开空调时，从驾驶室听到外部声音异响非常明显，关闭空调，异响消失。此声音不尖不脆，
只“咯”、“咯”响，而且随发动机转速升高而消失，在 1800 ～ 3000r ／ min 时明显。

故障诊断：
1)、一开始，车主让我们调一下空调皮带，其实此车是“S”皮带，只有一根，而 且是

自动调节。该车行驶时间不长，皮带也未见老化的迹象。于是我开始查找该声音的来源，仔
细查听，声音的确是从压缩机处发出。

2)、于是关闭点火开关，拆下前杠，用手去转动压缩机，让压缩机活塞转动，无卡滞现象，
转动也很正常。为了更准查找声源，我接上压力表，在不装前杠的情况下，原地起动发动机，
打开空调，加油门到 2800r ／ min 上，听声音还是从压缩机发出。

3)、根据分析，开始从几个方面检查：压缩机正常：R134a 充入过多，释放部分 R134a 后，
故障未排除 ( 标准量 480 ～ 530g)：剩下的是系统堵塞，共振异响。因 CR—V 空调管道并

2.18 本田雅阁 2.4 L 动力不足 

故障描述：
一辆广州本田雅阁 2.4 L 轿车，累计行驶 2.5 万 km，出现加速缓慢，动力不足的故障。

故障诊断：
1）、检查与分析 根据车主描述，接车后用 RED-BOX 诊断仪对 PGM-FI 系统和自动

变速器系统进行检测，结果都正常，没有故障代码储存。D 档和 R 档的 失速转速都是 2500 
r/min，正常。进行延时试验，D 档为 1.1 s，R 档 1.2 s，各档的反应都正常。对自动变速
器进行基础检查，也正常。

2）、因为故障检测仪没有故障代码提示，所以只好从基础检查做起。检查空气滤清器，
没有堵塞。检查火花塞，无积炭， 间隙都在 1 mm 左右，电火花强烈。测量各气缸压力，都在 1.23 
MPa—1.25 MPa 左右，正常。测量高压线电阻，都低于 16 kΩ，正常。测量燃油压力，为 0.34 
MPa，在标准范围 (0.32 MPa—3.7 MPa) 内。用超声波喷油器清洗机对喷油器进行清洗和

不复杂，冷疑器与干燥器合二为一，这样中间环节少了一些。为了证明异响是否是共振引起，
我一直未安装前杠，这样可以更方便检查。重新起动发动机，打开空调，用手去触摸各个管
道，这时发觉高压管 ( 压缩机到冷凝器 ) 振动比别的管厉害，于是我用一块湿布包住高压管，
用另一块布蘸上凉水盖住部分冷凝器，这时声音明显减小，可以初步判断是压力高而导致高
压管振动发出的声音。那么为何压力高不能从高压表上看出来呢 ? 带着疑问我重新检查管道
外围，这时发现冷凝器上的干燥器是可修复式，亦就是说，干燥器可以打开更换干燥剂。

4)、因高压检查口是在冷凝器和蒸发器的高压管上，那么只有一个解释：从压缩机到冷
凝器之间有轻微堵塞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

5)、考虑到该车只更换过冷凝器，在此之前是无故障的。于是决定放掉 R134a，拆冷凝
器检查，经检查，冷凝器旁的干燥器中没有过滤网。再拆开原来的旧件一对比，由于没有滤网，
干燥剂自动落入冷凝器管口，虽然不是完全堵塞，但足以影响正常工作循环。于是拆下旧的
干燥器滤网放入新的干燥器中，装车，重新试验，故障排除。

维修总结：
造成压缩机异晌原因，从本人接触到的空调故障分析不外乎四点：一是压缩机机械故障

( 压缩机损坏 )；二是充制冷剂过多；三是循环系统堵塞；四是共振异响。故出现异响后可以
从这几方面去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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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喷油器的喷油量和雾化效果都正常。对节气门体进行拆检和清洗，操纵机构运动平顺，
将加速踏板踩 到底，节气门能全开，正常。用 RED-BOX 诊断仪对 PGM-FI 系统进行动
态数据流读取，显示进气歧管绝对压力传感器、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点火正 时、喷油脉宽和
VTEC 电磁阀等与动力相关的数据都正常。

3）、接着对该车进行路试，发现在发动机转速为 2300 r/min—2 600 r/min 时，明显
存在加速缓慢，动力不足的现象，但是经过反复的检测，各数据都在正常范围内，没有发现
异常。经过分析得知，发动机转速为 2300 r/min ～ 2600 r/min 时正是 VTEC 系统开始工作
的时刻，怀疑动力下降与 VTEC 系统有关。VTEC 系统工作时能增加发动机的进气量，增加
输出功率，提高轿车的动力 性，但如果 VTEC 系统出现故障，肯定会对发动机动力产生影响，
造成加速缓慢，动力不足。

4）、为了证实 VTEC 系统是否有故障，将 VTEC 电磁阀的导线侧连接器断开，将导线
侧连接器与新的 VTEC 电磁阀 相连，再给新的 VTEC 电磁阀接 1 根搭铁线，然后用电工胶
布临时固定，以防止其出现短路现象。这样原车的电磁阀原封不动，只是将导线接到新电磁
阀上，试车 发现故障依旧。因此，可以断定 VTEC 电磁阀没有损坏。

5）、VTEC 系统与发动机转速、负荷、车速和发动机冷却液温度等信号参数有关，
VTEC 系统工作条件为：发动机转速为在 2300 r/min—3200 r/min, 车速超过 30km/h；发
动机冷却液温度高于 60℃。

6）、发动机 ECM 根据发动机转速、负荷、车速和冷却液温度等信号控制 VTEC 电磁
阀的工作，从而控制正时活塞上的油 压，推动正时活塞和同步活塞移动，将三个摇臂轴锁定
在一起，此时 VTEC 系统工作。当 ECM 关闭 VTEC 电磁阀时，油压被释放，弹簧的作用
力将同步活塞推 回原处，此时摇臂轴互相分开。

7）、故障排除根据 VTEC 系统的工作原理，决定先测量系统的油压，当发动机转速为
3 000 r/min 时，接通 VTEC 电磁阀，测量其工作油压为 0.2 MPa，不正常（标准油压大于
0.25 MPa）；测量发动机机油压力为 0.35 MPa，正常。通过拆检 VTEC 电磁阀总成，发
现该电磁阀的滤清器严重堵塞。测量该电磁阀的电阻，为 14.8 Ω，通电试验时其工作正常。
经过分析认为，VTEC 系统工作油压过低是其滤网堵塞引起的，清洗 VTEC 电磁阀的滤清器，
将 VTEC 电磁阀重新安装好，起动发动机，在检测条件下测量 VTEC 系统油压，其油压为 0.26 
MPa，VTEC 系统工作正常。用 RED-BOX 诊断仪读取动态数据流，一切正常，试车发现
发动机加速有力，上述故障排除。

2.19 本田雅阁 2.4LCM5 电池亏电启动难 

故障描述 :
一辆本田雅阁 2.4LCM5 轿车，行驶里程 8 万 km。用户反映新装的蓄电池经常亏电，

不能正常起动车辆。

故障诊断：
1）、根据反映的新蓄电池经常亏电的情况，说明车辆可能存在漏电现象。笔者决定利

用在蓄电池负极串联试灯的方法检查漏电位置，于是将蓄电池负极线拆下，将 试灯接入负极
接线柱和负极线之间。此时，笔者发现，试灯刚接入线路时，闪烁了几次就熄灭了，但间隔
大约 5s 以后，试灯又重新点亮且不再熄灭，说明电路中的 确存在漏电现象。

2）、造成蓄电池亏电的可能原因包括：
A）、车辆后加装设备如防盗器、音响、倒车雷达及导航设备等导致车辆漏电；
B）、交流发电机不发电导致蓄电池亏电；
C）、原车某些电气元件故障导致车辆漏电，如原车音响和座椅加热器等。

3）、最初的检查已经确定车辆存在漏电现象，因此基本可以排除发电机不发电的可能性。
笔者仔细检查车辆，确认没有后加装的设备，然后将车辆挂入 P 挡，拔出点火钥匙并关闭所
有用电设备。再次将试灯串联在蓄电池负极接线柱与负线回路中，待试灯点亮后，首先拔下
发动机舱熔丝 / 继电器盒内 22 号熔丝，试灯立即熄灭，由此判定 22 号熔丝所辖各支路中某
处存在漏电情况。

4）、查阅电路图可知，22 号熔丝分出 2 条支路，一条支路去往交流发电机，经测量，
发电机输出电压正常，说明交流发电机发电正常，排除此支路故 障；另一条支路又分出多条
支路，分别通过 4 号、8 号、10 号、15 号、19 号、20 号和 23 号熔丝供电，于是笔者依
次拔下这些熔丝，当拔下 20 号熔丝时，试灯立即熄灭，由此确定了漏电点在 20 号熔丝之后
的线路中。

5）、 根 据 电 路 图 可 知，20 号 熔 丝 共 为 6 条 支 路 提 供 电 源， 这 6 条 支 路 分 别 通 过
12 ～ 17 号熔丝供电。笔者将 20 号熔丝装复原位，然后依次拔下 12 ～ 17 号熔丝，当拔下
17 号熔丝时，试灯立即熄灭，由此确定 17 号熔丝所辖支路漏电。

6）、继续查阅电路图，笔者发现 17 号熔丝为前排乘客侧电动座椅滑动电机提供电源，
经检查，前排乘客侧座椅前后移动电机开关盖将开关卡滞在前移位置，将开关盖装回原位后
试灯熄灭。笔者又反复试验了几次，故障没有再出现，至此故障原因查明。

7）、修复右前座椅电机前后移动开关，故障彻底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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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本田雅阁 2.4LI-VTEC L4 发动机怠速不稳 

故障描述：
一辆广州本田雅阁轿车，搭载 2.4LI-VTEC L4 发动机。据车主反映，该车发动机怠速

不稳，而且发动机故障灯偶尔会点亮。

故障诊断：
1）、进行故障检查，维修人员发现发动机怠速转速在 700 ～ 1000r/min 之间不断变

化，而且仪表板上的发动机故障灯点亮。进行原地加速试验，踩下油门踏板后，发动机转速
在升高到 1800r/min 之前只能保持游车状态提高，发动机转速达到 1800r/min 以上时，踩
油门踏板发动机转速可以顺利提高。用红盒子 调取发动机故障码，有 2 个故障码 P0511 和
P2195，含义分别为怠速空气控制（IAC）阀电路故障和后空燃比（A/F）传感器信号 偏稀。
清除故障码并进行怠速学习，进行路试，试车很长时间后也没有出现怠速不稳和故障灯点亮
的现象，维修人员认为之前的故障码只是偶发性故障码，发动机系 统已经正常，于是交车给
用户。

2）、第 2 天，该车又因为同样的故障进厂，发动机怠速不稳现象更加严重，而且发动
机故障灯再次点亮。用红盒子 诊断仪又调出了故障码 P0511 和 P2195，查看数据流，发现
有４个数据异常：

A)、节气门位置传感器角度在 9% ～ 15% 之间变化。
B)、怠速控制阀的数值在 9% ～ 18% 之间变化。
C)、喷油时间在 4.67-10ms 之间变化，但会无规律地出现 0ms，即喷油器不喷油现象。
D)、点火提前角在 7-14°之间变化，但会无规律地出现 -2°和 -10°等数值。从数据

流分析，异常的数据都与故障码 P0511 有关，按照维修手册上 P0511 的故障检修流程检查，
线路连接没有问题，更换怠速控制阀，清除故障码并进行了怠速学习。查看数据流，数据正
常而 且发动机运转正常，但经过一段路试后，发动机又出现了怠速不稳的故障。维修人员尝
试更换了节气门体、发动机控制单元以及汽油泵总成，但是都没有排除故障。

3）、检修工作进行到此，似乎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笔者对前面的检修工作进行了总结，
结合故障现象，笔者认为故障原因还是应该在发动机的电控部分，应该某个传感 器提供的信
号偏差，导致发动机控制单元不能发出正确的执行信号。从故障码分析，怠速控制系统出现
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已经检查过相关线路，也更换过怠 速控制阀，都没有发现问题，
为什么在路上行驶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故障呢？

4）、笔者认为，有可能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由于振动导致线路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找
到怠速控制系统电路图，用跨接线将怠速控制阀上 3 线插头中的黑／红色信号线与 发动机控

2.21 本田雅阁 3.0 轿车自动变速器故障 

故障描述：
一辆广州本田雅阁 3.0 轿车 (CM6)，搭载 BAYA 型 5 速自动变速器。据车主反映，该

车在行驶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变速器打滑的现象，但是故障现象出现的时 间并不确定，所以一
直没有进行彻底检查。该车在最近一次高速行驶过程中，大量变速器油从变速器壳体上部通
气孔喷出，导致车辆无法继续行驶而被拖进修理厂。

故障诊断：
1）、根据多年维修自动变速器的经验，因为缺少变速器油而引发的故障是比较容易维

修的，一般只需要检查出导致变速器油温过高的原因并更换烧蚀的摩擦片等部件， 然后进行
变速器内部清洗即可解决问题。首先检查变速器油，从变速器油中包含的杂质可以看出变速
器内部已经严重烧蚀，于是决定解体变速器。解体变速器后检查 各部件的状态，发现变速器
油泵的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严重烧毁，而且有多个离合器摩擦片存在不同程度的烧蚀。更换
变速器油泵、主阀体以及烧毁的摩擦片，并清 洗变速器内部。

2）、在此需要提醒维修人员注意的是，变速器油从主阀体开始，经过变速器壳体上的
油路到达各挡离合器，中间油路上有多个密封圈，这些密封圈是允许有轻微泄漏的， 但是不
能超过极限值。很多维修人员在检查离合器时一般只是利用压缩空气对离合器活塞进行简单

制单元上的线束插接器 A12 中的黑／红色信号线直接相连后，然后进行路试，试车很长时间
都没有出现故障。拆除跨接线，将插接器 A12 中的黑 / 红色 线与车身搭铁之间接入万用表，
观察电压情况。测量静态电压为 11.8V，等于蓄电池电压，但上路行驶一段时间后，电压突
然变为 0V，然后发动机故障灯点亮并出现怠速抖动现象。通过以上检查可以确定，发动机控
制单元上的线束插接器 A12 中的黑 / 红色信号线与怠速控制阀信号线之间存在 接触不良的情
况。

5）、再次对怠速控制阀线路进行全面检查，当将发动机线束与发动机控制单元线束之
间的 33P 快速 插接器拔下时，笔者发现插接器中的１根插针已经被向后顶回到插头内，这
样插针就不能完全插入到插孔内，而只是与插孔表面接触，造成了线束之间的接触不良。 参
考维修手册，被顶回的插针连接的正是怠速控制阀的线路。将插针重新固定后将插接器安装
到位，试车故障彻底排除。

维修总结：
得知故障原因后，用户反映，该车在行驶里程 3 万公里时，因为车身前部发生了碰撞事

故在其他修理厂曾经拆装过发动机，有可能是当时插拔该插头时操作不当留下的故障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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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打压试验，通过观察离合器活塞是否动作来判断离合器好坏，其实这样做并不妥当，由于
油压泄漏过大而导致离合器充油时间过长，能够引起变速器换挡过程轻微打滑或行驶中严重
打滑等故障。将 800kPa 的压缩空气施加在 1 个单独的变速器油储存罐上，从油罐传送来的
变速器油可以调节成 600kPa 的压力，利用这个压力驱动各挡离合器，然后利用千分表测量
离合器活塞的行程。 按照上面的方法，利用美国索奈克斯变速器油流量计测试各挡离合器的
泄漏量和利用千分表测量离合器活塞的行程，各项数据均符合要求。

3）、虽然很多车型的变速器阀体出现问题的几率较高，但是本田车系中 BAYA 型变速
器的电磁阀很多，机械滑阀却很少，而且前面已经进行了仔细地检 查并更换了主阀体，所
以变速器装好后应该没有问题。组装变速器后装车，加注适量的变速器油后进行路试，但是
很快又出现了问题，变速器虽然没有明显的打滑感觉，但是各挡的换挡过程不柔和，而且仍
有些加速不良。发动机转速在 2000r/min 时，5 挡车速是 100km/h，和正常车速相差大约
20km/h，这是什么原因呢 ?

4）、考虑是变矩器锁止有问题吗 ? 通过观察数据流可以确定变矩器锁止没有问题，而
且系统内无故障码存储。也不会是装配的问题，因为对 BAYA 型变 速器很熟悉，操作过程
都是按照维修手册进行。根据变速器挡位齐全可以判断，变速器的传动系统没有问题，只是
变速器的传动比不对。带着疑问，回顾了此款变速器的特点。BAYA 变速器在传动上采用了
平行轴方式，变速器包括 6 个前进挡离合器、1 个单向离合器、3 个换挡电磁阀 (A、B、C)、
3 个离合器压力控制电磁阀 (A、B、C) 以及 3 挡和 4 挡压力开关各 1 个。因为对变速器的
内部装配比较有把握，于是将检查重点放在了换挡电磁阀和离合器压力控制电磁阀上，因为
它们直接决定着变速器 的挡位和换挡过程。在检查离合器压力控制电磁阀 A 时，发现滑阀卡
滞在部分开启的位置，无法回到完全闭合的位置，只好分解该电磁阀。滑阀是从电磁阀的方
向装 进去的，电磁阀取下后才能取出滑阀，发现在电磁阀的根部也就是滑阀的顶部有很多锈
蚀，杂质夹在滑阀的顶部使其无法回位。清洗滑阀后，试车故障排除，车辆加 速有力，发动
机转速在 2000r/min 时 5 挡车速可以达到 120km/h。

5）、为什么离合器压力控制电磁阀 A 卡滞后会出现换挡冲击和加速不良的故障呢 ? 离
合器压力控制电磁阀 A 的正确位置，其中滑阀是处于关闭位置的。电磁阀 A 的故障位置，其
中滑阀有一定的开度。电磁线圈控制铁芯的移动，以此来推动滑阀移动，从而达到控制油量
的目的。

A）、当变速器处于 5 挡时，由于滑阀有一定的开度，这就导致有一部分 CPCA( 离合
器压力控制阀 ) 的压力作用在了 4 挡离合器上，导致发动机动力在 4 挡上有一定的损失。

B）、当变速器处于 4 挡时，离合器压力控制电磁阀 A 是正常开启的，不存在回位不良
的问题，因此对车辆基本没有影响。

C）、当变速器处于 3 挡时，由于滑阀有一定的开度，这就导致有一部分 CPCA 的压力

作用在了 2 挡离合器上，导致发动机动力在 2 挡上有一定的损失。

6）、 由于上述原因，就会导致发动机出现动力不足和速比不正常的情况。该车故障排除后，
车主开车出厂。但是过了 1 个星期左右，变速器又出现了以前的故 障而且故障现象更严重。
调取故障码，有故障码“离合器压力控制电磁阀 A 故障”，检查离合器压力控制电磁阀 A，
发现内部的滑阀又卡滞了，但是清洁滑阀后故 障并没有消失。因为变速器油中有金属粉末，
于是再次解体变速器，解体后发现变速器油泵有轻微的磨损，主阀体上的多数滑阀已经卡滞，
5 挡离合器片烧蚀，4 挡 离合器片有轻微的过热，这也证明了上次维修时原理分析的正确性，
即变速器处于 5 挡时，发动机动力在 4 挡上会有一定的损失。

7）、检查到差速器时，发现行星齿轮轴严重磨损，这应该是润滑不良所致。检查润滑
油孔正常，顺着油路检查到变速器散热器，发现散热器内部有很多杂质，这说明上次维修时
清洗不彻底。变速器的散热器中有杂质，而且油泵有磨损，这说明杂质来自变矩器。因为变
矩器除了翻新无法进行彻底地清洗，于是更换变矩器和差 速器，并研磨主阀体中卡滞的滑阀。
检修完毕后装车路试，变速器的故障彻底排除了。

8）、对于独立安装的变速器散热器，可以使用变速器油流量计测量流量，但是 BAYA 
型变速器的散热器是直接安装在变速器的壳体上，这给维修带来了 很多不便。变速器散热系
统不能使用压缩空气简单地吹吹就行了，一定要进行彻底地清洗，必要时应翻新或更换变矩器，
独立安装的变速器散热器一定要使用散热器流量计准确地测量流量。

2.22 大众朗逸 1.6 制动灯不亮

故障描述：
一辆上海大众朗逸 1.6 轿车，搭载 09G 刑自动变速器，用户反映该车制动灯不亮。

故障诊断：
1）、根据相关维修资料，可知上海大众朗逸轿车的制动灯、转向灯及搭载自动变速器

的倒车灯由车身控制单元持续单元监控，远 / 近光灯小灯及雾灯则不受车身控制单元控制。
灯泡被持续监控，这种监控在灯泡处于关闭状态（冷监控）或接通状态 ( 热监控 ) 都在进行。

2）、但在实际测量中，发现朗逸轿车应该没有冷监控。因为当转向灯或制动灯及线路
有问题时，打开点火开关没有操作灯光开关时，仪表上故障警告灯并不会点亮。只有在操纵
灯光开关后，仪表上的故障警告灯才会点亮报警，并且没有故障码出现，这一点和途安是不
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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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检测中还发现，如果灯泡及线路有过载、短路或断路的情况。途安车上的车载
网络控制单元 J519 会切断供电。但在朗逸车上的车身控制单元不是这样控制，即使相关灯
光线路出现故障，车身控制单元也会持续供电。因此，在检修该车制动灯不亮的故障时，除
了要考虑常规的线路问题，还要考虑该制动灯灯泡控制方 面的问题，主要包括制动输入信号、
线路问题、车身控制单元自身问题、输出信号及灯泡本身的问题。

4）、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决定先作接 RED-BOX 诊断仪检查输入信号是否正常。讲
入发动机控制系统后，在踩制动踏板时，观察第 066 织数据发现有制动灯开 关信号输入，表
明制动灯开关是良好的。随后笔者又检查了制动灯泡和灯座，均没有问题。后来在踩制动踏
板时，在尾灯插头 T6B 的 6 号端子（黑 / 红线）处 测量电压，发现没有电压输出。再检查
线路是否存在着搭铁现象。

5）、由车身控制单元至制动灯插头之间的线路也没有断路情况出现 , 至此，就要考虑车
身控制的单元的本身问题了。

6）、根据以往维修该车的经验，记得朗逸轿车的车身控制单元长编码中有一项是制动
灯的激活状态，能不能从数据上看出问题昵 ? 考虑到这一点，决定观察该数据。于是利用故
障诊断仪讲入车身控制单元控制系统查看该车长编码，设备显示长编码如下：

0-22 1-90 2-CA 3-2A 4-18 5-81 6-0c
7-00 8-01 9-20 10-00 11-00 12-36 13-12 14-06 15-C4 16-00
17-80 18-C0 19-60 20-60 21-02
22-00 23-00 24-30 25-00

7）、进入引导性功能一手工编码选项，在第 4 组第 1 区内是制动灯激活状态，进入后
仔细观察，发现设备界示制动灯由车身控制单元关闭，把它更改后，重新编码成功。 更改完
相应数据后，新编码为：

0-22 1-90 2-CA 3-2A 4-18 5-81 6-0C
7-00 8-01 9-20 10-00 11-00
12-36 13-1A 14-06 15-C4 16-00
17-80 18-C0 19-60 20-60 21-02
22-00 23-00 24-30 25-00

8）、编码成功后，再踩制动踏板，制动灯能够正常点亮。

维修总结：
处理新车型的故障时，一定要对该车型有更多的了解，这样可以避免许多弯路。只有不

断的学习才能够讲步，跟上时代的发展。 

2.23 东风本田思域室外温度显示不准

故障描述：
一辆东风本田思域轿车，行驶里程 123km。据用户反映，仪表上显示的室外温度不准，

显示值为 -40℃，而当时的气温在 27℃左右。

故障诊断：

1）、首先对车辆的故障现象进行确认。打开点火开关，仪表中里程表的左侧显示室外
温度为 -40℃。询问用户后得知，新车刚买时一切正常，在改装店加装了一套指纹防盗锁之
后就出现了室外温度显示不准的问题。

2）、因为是加装指纹防盗锁后出现的故障，我们当然有理由怀疑是人为原因引起的。因
为之前测试过，将安装在前保险杠内侧的室外温度传感器的插头拔掉，仪表上就会显示 -40℃，
所以第一步应检查室外温度传感器的插头，结果并没有松脱，接着再对加装防盗锁的线束部
分进行了检查，也没有发现线路被截断的部位。使 RED-BOX 诊断仪进入空调系统，读取
故障码为“车外温度传感器断路 / 短路”，故障码清除后没有再出现，但仪表仍然显示 -40℃。
进一步检查发 现，空调开启自动挡（AUTO）后，将温度设置在最低（LO）位置，空调系
统可以制冷，但只要将温度调高一些至 19℃，空调中央出风口就没有凉风吹出，而 脚部吹暖风，
这与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的故障现象相同。

3）、室外温度传感器是一个热敏电阻，连接至空调系统控制单元，控制单元收到室外
温度信号后，还通过 B-CAN（车身通信网络）传给仪表模块，并在仪表上显示出 来。拆下
室外温度传感器，测量电阻值为 1.74kΩ，对照其阻值随温度变化图，在标准范围内。断开
室外温度传感器的插头，打开点火开关，测量插头中电压为 4.95V，初步判定也正常，至少
没有断路。刚好旁边有一辆相同的事故车，于是将事故车的室外温度传感器拆下来进行测量，
电阻为 1.67kΩ，与故障车相差不大，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但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将其插
在故障车上，结果仪表显示室外温度为 26℃，难道真是室外温度传感器的问题？起动着车，
打开空调 的 AUTO 挡，空调工作也正常了，于是将 1 个新的室外温度传感器装在了故障车上，
结果仪表又显示为 -40℃。这就奇怪了，新的室外传感器不可能有问题，又将事故车的室外
温度传感器装上，仪表还是显示 -40℃，明明刚才替换试验排除了故障，怎么突然又坏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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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是安装指纹防盗锁时不小心弄坏了空调系统控制单元？测量控制单元的 19 号脚和 25 号
脚与室外温度传感器插头之间的线束，证明线束也没有问题，将空调控制单元进行了替换，
结果故障依旧。

4）、这就奇怪了，室外温度传感器、空调系统控制单元以及它们之间的线束都没有问题，
但为什么室外温度还是显示不准呢？尝试着断开蓄电池负极接线后 再重新装回，问题依然没
有解决，一时间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了。冷静下来想一想，再仔细地查阅了维修手册，果然
发现了问题，维修手册中对室外温度传感器的逻辑性有以下说明。

5）、打开点火开关至 ON 挡后，室外温度传感器将进行初始化：如果打开点火开关至
ON 时，发动机冷却液温度为 60℃或更高，则无论室外温度传感器当前 测量值如何，都将显
示点火开关关闭时的室外温度（刚好这时断开过插头）；如果打开点火开关至 ON 时，发动
机冷却液温度为 59℃或更低，则显示室外温度传感器测量的当前温度。看到维修手册中的这
个说明，维修人员便豁然开朗了，原来室外温度传感器的显示值还与发动机水温有关。

故障排除：
更换新的室外温度传感器，等发动机冷却下来之后，打开点火开关，仪表上马上显示当

前室外温度为 26℃，确定故障排除。

2.24 东风标致 307 2.0 L 故障灯亮

故障描述：
一辆东风标致 307 2.0 L 轿车，搭载 AL4 型 4 前速自动变速器，车辆行驶到 40 km/h

时维修警告灯点亮报警。关闭钥匙重新起动，车辆维修警告灯会熄灭，当车辆再行驶到 40 
km/h 时又会重新点亮，但维修警告灯点亮以后车辆行驶正常。

故障诊断：
1）、在该车型上能够使维修警告灯点亮的原因包括：自动变速器故障、发动机防起动

系统故障、发动机控制系统故障、巡航控制系统故障、发动机机油液位过低、倒车雷达故障、
大灯自动调整系统故障、遥控器电池消耗过量及车速超过 10 km/h 时车门监控报警故障等。
考虑到该车的故障只在 40 km/h 时出现，因此应重点在与车速相关的系统中进行排查。在上
述可能的故障原因中，与车速相关的主要是自动变速器系统、发动机控制系统及巡航控制系统。

2）、在自动变速器系统中，变速器在运行时会根据车速和驾驶员的意图进行换挡。另外，
该款自动变速器液力变矩器的锁止离合器是在车速约 40 km/h 时锁止，因此应注意检查。

3）、我们首先利用 RED-BOX 故障诊断仪对车辆进行整体测试，设备显示自动变速器
系统有故障，其他控制单元无故障。利用故障诊断仪对自动变速器控制系统进行检测，自动
变速器控制单元却显示无故障。由于该车采用了 CAN 网络系统，BSI 是各网络相互通讯的
网关，因此网络中控制单元的故障记录都会保存到 BSI 的故障记录中。当我们利用故障诊断
仪读取 BSI 的故障记录时，设备提示“自动变速器故障码无法识别”。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提示呢？这是因为变速器控制系统出现的这个故障码还没有命名或没有故障码，这也是进行
整体测试时设备显示有故障却在自动变速器控制系统中读取不到故障码的原因。

4）、之后，我们利用 RED-BOX 故障诊断仪阅读了相关数据流，发现液力变矩器锁止
离合器控制 (TCC) 电磁阀参数在显示 50% 后就不再显示，这说明 TCC 电磁阀准备工作，
但因线路或其他原因又停止工作：这显然是不正常的，为此笔者决定利用故障诊断仪进行激
活元件测试，因为利用元件激活测试可以区分故障究竟是出在控制线路部分还是执行元件部
分。当利用故障仪激活 TGC 电磁阀时，电磁阀不动作，且激活 TCC 电磁阀时维修警告灯报
警，而激活其他元件则正常。诊断仪能够进入自动变速器控制单元说明自动变速器控制单元
的电源和搭铁线路正常，激活其他执行器正常说明系统工作正常，那么故障就应该出在 TCC 
电磁阀或电磁阀线路上。

5）、于是拆下蓄电池负极接线，断开自动变速器控制单元，拔下 TCC 电磁阀的插头测
量电磁阀电阻正常。接着我们根据电路图测量了变速器控制单元 53、54 号脚的电阻，正常
情况下此电阻值应为 15Ω，而测量结果为无穷大。继续检查 TGC 电磁阀 81 到控制单元插
头的线路，一根线正常，另一根线不导通，且对地、对电源和对其他线路电阻均为无穷大，
看来问题就出在线路上。检查变速器线路外套管，并没有发现破损和折断等异常现象。变速
器电磁阀和传感器到变速器控制单元是通过一个总插头连接的，我们怀疑插头针脚可能存在
装配过程中针脚错位的现象：在断开插头后，经仔细观察发现，有些针脚已经倒下了：由于
线路出现了问题，导致 TCC 电磁阀工作异常。而液力变矩器刚好是在变速器 2 挡车速达到
约 40 km/h 时锁止，当变速器控制单元发出指令控制 TCC 电磁阀锁止时，TCC 却不能正
常动作，从而导致变速器工作异常。

6）、在将损坏的针脚修复后，再次利用 RED-BOX 故障诊断仪进行激活元件测试，
TCC 电磁阀能够正常动作，维修警告灯不再报警，试车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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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帕萨特 B5 机油压力引起的故障

故障描述：
一辆帕萨特 B5 轿车，1.8L 发动机，行驶 150000km 时发生故障，送维修厂经大修后

仍无法启动，车主送我处维修。

故障诊断：
1）、首先向车主详细了解该车的使用和进厂维修情况。据车主反映，此车油耗一直偏高，

且动力不足，一个月前车子有难启动的症状，直至无法启动。拖到修理厂维修， 维修工检查
后发现机油里有水且伴有烧机油的症状，进行发动机大修，大修时更换了汽缸套、活塞、活塞环、
气门、液压挺杆、凸轮轴张紧器和油封，曲轴没有换。 大修后，一启动车子就着车了，可没
过几天车子又无法启动，修理工说机械方面没有问题，可能是电路电控部分有问题。

2）、接车后先用 RED-BOX 诊断仪对发动机部分进行故障扫描，无故障码。启动发动
机，启动不着车，又启动了很长时 间，这时发动机有点着火的迹象，但不到一会就熄火了，
再启动就感觉像没缸压一样，停了一会，发动机就再也启动不着了。以前碰到过因气门积炭
没有缸压而导致 发动机无法启动的故障，但此发动机在大修过程中把气门都换了，因此不存
在气门积炭的问题。接下来检查了正时，结果正时无异常情况。检查火花塞，发黑潮湿， 说
明燃烧不好，于是更换了一组新的火花塞，但故障依旧，又检查了火花塞的点火性能，正常。
检查燃油系统压力，压力正常，用超声波清洗机对喷油器进行清洗测 试，性能正常。测量汽
缸压缩压力，缸压都在 1300kPa 左右，至此可以初步认定机械系统没有问题。难道是电控
系统出了问题？直觉告诉我故障还应在机械部 分，不应该在电控系统。于是再进行汽缸压缩
压力的检测，反复几次测量有了惊人的发现，4 个汽缸缸压有时有 2 个，有时只有 1 个，甚
至没有缸压，可以断定故障 就是机械问题。估计还是配气的问题，以前也碰到过液压挺杆泄
压后启动很久都无反应，于是启动将近 20min，发动机才完全正常，待发动机转速稳定后熄
火， 进行二次试车，刚开始车子抖动严重（缺缸所致），随后就正常了。接下来检查了配气
相关的链条、凸轮轴、凸轮轴张紧器、液压挺杆等，重新对其进行拆装，装好 后试车，还是
启动不了，到后来也启动着了一回，着了大概十几分钟，再启动还能着。第二天，又启动不
了，油和高压火是正常的。会不会是机油压力的问题而导致 气门关闭不严造成缺缸呢？由于
没有机油压力表，就把机油放掉，这次一启动居然能正常着车了，原来是机油压力引起的。
估计是往缸盖供应的油压太高或是曲轴主油道有堵塞而供油不良造成的。把机油滤芯座拆下
来一看，底座上的油泥太多，进行了彻底的检查清洗，更换新的机油滤芯，发动机顺利启动，
至此故障排除。

3）、帕萨特 B5 轿车故障，原来就是大修的时候修理工疏忽没有认真清洗机油滤芯底座
（底座上的油泥太多，阀芯清洗的不彻底）从而造成机油压力高，机油压力升高后造成液压
底托行程升高，所以气门闭合不严，发动机就无法启动了。

2.26 上海通用君越有时启动机不运转

故障描述 : 
一辆上海通用君越 2.4L 发动机。在启动时启动机不运转。 

故障诊断： 
1）、该车多次出现此故障现象，当出现无法启动时，维修人员短接位于前发动机盖下

保险丝盒内的启动继电器之后，发动机立即启动成功，说明启动线路无异常，而故障在其控
制线路。 

2）、之后维修人员检测发动机、变速器并无故障码，并且防盗控制模块内也无防盗数据。
维修人员怀疑变速器内挡位开关不好，于是多次进行调整，结果无效。

3）、笔者接手此车，经试验，目前并没有故障现象，观察变速器与发动机数据内的挡
位信息，均无异常，与实际的换挡杆位 置显示完全一致。检查防盗信息无异常故障码，检查 
BCM 内数据也无任何异常数据。笔者考虑启动机继电器是由发动机控制模块 ECM 来驱动
的，而 ECM 控制启 动继电器时则会参考下列信息： 

A）、来自 BCM 的启动信号，注意并非点火开关的启动信号。其原理为点火开关并非
电源的供能部件，而是信号部件，BCM 接收点火信号后，控制供能继电器或通过二级数据
线路传递点火挡位信号的。 

B）、变速器控制模块 TCM。接收变速器内部发出的挡位信号，然后通过 CAN-BUS 
高速网络将换挡杆的挡位信息传递到 ECM 中。 

C）、防盗系统的防盗信息。该信息由 BCM 以及防盗接收器实现，判断、验证点火钥
匙芯片的合法性，再由 BCM 传递到 ECM 中。 

D）、ECM 本身硬件或软件故障或 ECM 的电源、地线不完整同样会造成其无法正常工
作，也就无法驱动启动继电器。 

4）、只有同时满足上述几个条件后，ECM 才可能控制启动机运转，但是目前没有试验
出故障现象，所以从各个模块的数据上都无法确定、排除故障。于 是笔者找到相关维修人员，
询问故障发生时相关状态，其中有一点引起了笔者的怀疑：当点火开关打到启动位置时，仪
表全部变暗、所有指示灯都消失；而正常状态 时，点火开关在启动挡时，其发动机的故障指
示灯是不会熄灭的，只有在发动机运转后才熄灭。 

5）、笔者查阅君越的点火开关以及 ECM 的电源线路得知：ECM 并不是直接获取点火
开关的挡位信号，点火开关的状态信息先传递到 BCM，然后再传 递到 ECM。其中 ECM 中
的附件挡信息是直接通过点火开关而获取的，这条电源的作用就是在失去来自 BCM 的点火
信号时，ECM 接收到附件挡信号，就可以通 过 CAN 信号对 ECM 与 TCM 进行诊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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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ECM 可以直接驱动 IPC 中的发动机故障灯点亮，而启动时 ECM 也可以直接驱动故障灯
点亮。由 IPC 的线路得 知，该车发动机故障灯并不受 IPC 控制，所以在启动自检时，并不
会熄灭。 

6）、 根 据 上 述 分 析， 笔 者 认 为 点 火 开 关 的 信 号 并 没 有 传 递 到 ECM， 或 ECM 其 电
源、接地故障，导致在启动挡时仪表无指示灯并且启动机不运转。最直接的检测方法就是利
RED-BOX 监视二级数据线上各个控制模块的电源状态。根据此信息，维修人员经过反复试
验终于发现，在出现故障状态时，点火开关的启动 挡位对应的信息居然为附件挡信息。 

7）、最后更换点火开关，反复试验，故障消失。
3)、从测得的怠速情况下的油压 750Kpa，比较来看，较 D 位与 R 位的标准油压都高，

且 D 位与 R 位的油压一样。通过这一现象证明故障在控制阀体为主的液压系统，但对阀体
进行检查却没发现什么问题。最后还是决定换一个无故障阀体一试，就在这一过程中发现在
换阀体时拆装节气门阀拉线特别困难。根据以前多次的操作经验看，从节气门阀凸轮上拆装
这一拉线不应该那么费力。这一现象引起了注意，发现要将装节气门阀的凸轮都快扳到底才
能将拉线取下与装上，也就是说拉线短了一截。怪哉，拉线会无故的短一截？检查拉线时发
现节气门端拉线的铁套与拉线外套绑接部位脱落，这样拉线的外套即变长了，由于拉线的限
位铁块在怠速状况与拉线铁套端部只有 0-1mm 的间隙；拉线外套变长了而拉线却并不能变
长，这样在拉线限位铁块抵住拉线铁套后，被迫使后部拉线将节气门阀凸轮拉开一段距离。
使节气门阀处于汽车大负荷工作状态。 

4)、大家知道，丰田 A140E 自动变速器液压系统的主油路压力调节阀为无级变压控制
主油压力调节阀。前进档时，阀的上方 A 处作用着向下的油压力 FA；阀的下方作用着向上
的弹簧弹力 FD 和节气门油压力 FC；三个力对抗，决定阀的位置和工作液的排泄量，控制
主油路油压大小。倒档时，来自手控阀的倒档控制油压也作于阀的下方 B 处，由于截面 B〉C，
产生向上的力 FB 从而使阀向上移动，排油减少，主油路油压升高。由于节气门阀被强迫打开，
下端的节气门压力 FC 也较大，故使主油路压力变大。使自动变速器在换档时主油路压力不
能起到良好的减压缓冲，而出现较大的冲击。更换拉线故障排除。 

维修总结：
事后询问得知，在拆卸变速器总成时由于忘记了拆节气门体处拉线上端的固定端子，吊

变速器时受力拉扯使拉线铆接端子脱开。因此在对汽车总成件进行拆卸时应特别注意各种联
接件，尤其是各种油管、水管、真空管、拉杆、拉线、导线等，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此
类似故障具有两个隐性：①由于拉线套外端还另外有一个橡胶套保护套，致使损坏后不易觉察。
②由于拉线限位块的作用，通过一般检查调整手段，甚至脱开节气门摇柄处的拉线联接都对
其无效。以后类似问题检查时须注意。  

2.27 凌志 400 换挡冲击

故障描述：  
一辆凌志 400 轿车装备了丰田 A341E 自动变速器，因行驶中自动变速器油底壳被撞击

破损，漏失变速器油而导致摩擦片烧损故障。拆下变速器并对其进行解体检修后，试车便出
现在操纵选档手柄进 R( 倒档 ) 和 D( 前进档 ) 位时汽车有较大的振动冲击感，而对变速器进
行道路试验检验其余各种情况都正常。对选档杆系，节气门阀拉线等装置进行检查调整，均
无变化，检查自动变速器油位油质，发动机转速等都正常。并且故障警示灯也无故障信号显示。 

故障诊断：  
1)、经过反复进档验证，此故障冷、热两种状况下都存在。从冲击振动的程度来看，

N → R 振动较 N → D 的振动稍柔和一点，但两个档位的振动均使人产生不能接受的冲击感。
据了解在自动变速器维修前的使用没有这种现象产生，在维修后的试车过程中也并没发现有
其它驱动异常现象发生。这样可排除两个疑点：①自动变速器本身无这种现象，是维修后产
生的新故障。②自动变速器无严重的恶性故障，机械传动系统导致这种现象的可能性较小。
通过分析，决定先对自动变速器进行油压测试，以便进一步查找液压系统的故障。在主油路
侧后口处接上指针式压力表，P、N 位时怠速状态下的油压为 750Kpa，分别进 D 位和 R 位
测试油压都相差不大。怀疑阀体有发卡等现象而导致的这种故障。拆下阀体，解体清洗并检
查各阀均无发卡等现象，认真仔细装复阀体后，故障仍然存在。 

2)、但还有油压值偏离这一最具有说服力的现象。该自动变速器主油路压力标准值为：

档位
测试条件

怠速时测试 失速（零车速油门全开）时测试

D 位 360-420（Kpa） 900-1050（Kpa）

R 位 530-705（Kpa） 1410-1650（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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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丰田皇冠怠速发抖、加油熄火

故障描述：  
一辆丰田皇冠轿车采用的无分电器两缸共一个点火线圈的点火系统，行驶中突然发生无

法加油现象，拖回来检查；发动机起动时能勉强着火，怠速严重发抖，踩油门不能提速反而熄火。 
故障诊断： 
1)、先目测发动机外观，没有发现可疑之处。测量汽油压力为 274kPa；气缸压力

108kPa，校对配气正时，准确；检测电控系统正常。再着车做断火试验，发现第二五缸点
火线圈不产生高压火，把它与另一个对换时能产生高压火，测量第二五点火线圈的线束的 3 
条线，一条线有 12V 电源，但是没有点火信号。这时故障被锁定在影响点火的传感器、线路
及控制单元之间。 

2)、本着由简到繁的原则，该车有三个传感器确定点火顺序，先测量它们的电阻约 200 
欧姆，用交流电表实测起动时为 1.5V；再测量点火的三个传感器和点火放大器的线束每一条
到控制单元导通性，良好；脱开点火放大器的线束插头，用起动机转动发动机时，用电压表
检查控制单元 IGT 端子与接地之间的电压，只有两条 0.8V。疑点锁定在控制单元了。拆开
它的盖，没见有损坏迹象。由于控制单元的价格昂贵，在没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情况下不能轻
易更换的。但是如果控制单元有问题怎么第二五缸就是没有点火信号呢？重新整理思路，分
析此车的故障特点；其他几缸的点火正常，说明传感器可以输入信号到控制单元，并且控制
单元也能控制点火线圈跳火，而第二五缸却不点火，这会不会是在这个缸点火因缺少判缸而
没有点火呢？测量传感器的电压和阻值只能确定传感器本身的好坏，却忽略了产生信号的转
子。拆开发动机前盖，发现曲轴转速传感器的齿断了一个，更换了一个新的转子，着车容易，
各工况良好。 

3)、通过点火系统的基本原理不难解释这样的故障现象：G1 线圈产生信号就表示第六
缸处于压缩上止点附近，其点火提前角和闭合角由 ECU 根据 NE 信号决定，G2 信号与 G1 
信号相隔 180 度，当它产生量即表示第一缸活塞处于上压缩上止点的附近，应完成其点火准
备，点火正时也由 NE 信号决定。NE 正时转子有 24 个齿，它每转一转，产生 24 个信号波形，
每个波形表示 NE 正时转子角度为 15 度或发动机曲轴转角 30 度。这个数值要点火控制中会
引起较大误差，为了保持一定的精度，需将这些电压信号整形，再通过转动脉冲发生器，把
24 个脉冲转变为曲轴一转产生 720 个脉冲，即转变为 0.5 度曲轴转角产生一个脉冲。ECU 
通 过 曲 轴 位 置 传 感 器 G1、G2、GE 信 号， 向 点 火 器 输 IGT、IGdA、IGdB 三 个 信 号，IGT 
信号是点火正时信号，而 IGdA、IGdB 是判缸信号，以确定各缸的点火顺序。而该车在之前
维修中人为使 NE 的转子齿受损，在行驶中转子中一个齿突然断脱，使 NE 的信号变得不完整，
导致第二五缸点火信号没有，同时其他缸的点火和喷油时刻也不是十分准确，所以发动机出
现难起动，加油熄火的故障现象。  

维修总结：
可以肯定，如果通过示波器测量波形来分析，能比较容易查到故障部位，有时条件所限

没有仪器，不过当维修人员对系统有足够的了解，加上逻辑分析，还是能较快查到问题所在。

（三）常规资料

3.1 常见数据流分析 

电控系统运行过程中 , 控制单元将以一定的时间间隔不断地接收各个传感器传送的输入
信号 , 同时控制单元对这些信号进行计算处理 , 再向各个执行元件发出控制指令。这些信号或
指令 , 都是在一定的工作范围或状态内运行的 , 超过了这个范围或出现跟电控系统不符合的状
态 , 电控系统就会出现异常现象 , 而这异常现象 , 很大一部分是可以通过电控系统的数据流反
映出来的。

在分析数据流时 , 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内容 : 
1、要考虑传感器的工作数值 , 也要分析其响应的速率；
2、要考虑电控元件之间的数据响应情况和相应的速度。在电控系统中 , 各传感器或执行

器元件数据会相互影响 , 因为电控系统收到一个输入信号之后 , 肯定要输出一个相应的指令 ,
在分析故障时一定要将这些参数数值联系起来分析；

3、要考虑几个相关传感器信号的关系 , 当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合理时 , 电控自诊断系
统会给出一个或几个故障码 , 此时不要轻易判断是某传感器不良 , 需要根据它们之间的相互关
系做进一步分析 , 以得到正确结论。

汽车数据流的分析方法

（一）数据流的获取方法  
汽车电子控制单元（ECU）中所记忆的数据流真实地反映了电控系统中各种传感器和执

行器的工作电压和状态，可以通过汽车诊断仪来读取。 

数据流的参数形式
在故障诊断仪上显示出来的数据流有两种形式的参数，即数值型参数和状态型参数。  
1、数值参数是指有一定单位、一定变化范围的参数，它通常反映出电控系统（如电控

发动机）工作中各部件的工作电压、压力、温度、时间、速度等；数值型参数又分为输入参
数和输出参数。 

2、状态参数是那些只有两种工作状态的参数，如开或关、闭合或断开、高或低、是或否，
它通常表示电控系统中的开关和电磁阀等元件的工作状态。

在对电控发动机进行数值分析时，首先应分清读出的各个参数是传感器输人给微机的输
入信号，还是微机送出给执行器的输出指令。输入信号参数可以是状态参数，也可以是数值
参数。输出指令参数大部分是状态参数，也有少部分是数值参数。其次，数据流中的参数还
应按发动机的不同系统进行分类，不同车型或不同系统的参数的分析方法各不相同。将数据
流中的参数和发动机的实际工况条件下的正常参数值进行比较，如有异常，即可说明电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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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有故障。在进行电喷发动机故障诊断时，还应当将几种不同类型或不同系统的参数进行综
合的对照分析。

利用数据流分析故障的方法
利用数据流进行故障分析，主要读取电控系统动态参数，并与标准参数进行比较，帮助

修理人员分析汽车的故障。利用数据流分析故障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数据对比法
通过仪器读取数据，然后与厂家提供的标准数据进行比较，查看数据差异情况，如果与

标准数据不相符，则应检查相应的元器件。我们以桑塔纳 2000Gsi 为例来说明。为使用故障
诊断仪进入 8- 读测量数据流的 03 显示组，该组显示冷却液温度和进气温度的动态数据处于
正常时的情况。

时间域分析法
ECU 在分析某些参数时，不仅考虑传感器的数值，而且要判断其响应的速率，以获得

最佳的控制效果。  
例如在读取氧传感器的信号时，不仅要求有信号电压的变化，而且信号电压的反馈变化

频率在 10 秒内要超过 8 次。当其变化小于此值时，就会产生故障码，表示氧传感器响应过慢。
但响应次数未超过限定值，而又反应迟缓时，并不产生故障码，此时就应通过数据流分析氧
传感器数据的变化状况以判断其好坏。分析时还应注意主、副氧传感器的变化频率是不一样的，
一般副氧传感器的变化频率至少低于主氧传感器的一半，否则为催化器转化效率已降低了。

关联分析法
电脑对故障的判断是根据几个相关传感器的信号进行比较的，当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不

合理时，往往会出现一个或多个故障码，甚至出现误码或故障码。此时不要轻易断定是否是
传感器不良，需要根据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做进一步的检测和分析，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如
某车出现排气管冒黑烟，油耗增加，显示的故障码为氧传感器故障、λ 值超限。经多方检修，
确认并非氧传感器损坏，而是因为火花塞积炭造成燃烧不良导致 ECU 误码。此外，还有因
果分析和比较分析法等。

总之，采用数据流的多种分析方法，结合相关车型和不同系统的检修参数，经过综合分
析与判断，可以使我们有效地排除故障，做到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提高汽车维修的条理性
和科学性，走出东猜西想、拍脑袋换零件式的修车怪圈。

怎样分析节气门开度 ? 
节气门开度是一个数值参数，其数值的单位根据车型不同有以下 3 种：若单位为电压 (V)，

则数值范围为 0 ～ 5.1V；若单位为角度，则数值范围为 0 度～ 90 度；若单位为百分数 (％ )，
则数值范围为 0 ～ 100％。 

该参数的数值表示发动机微机接收到的节气门位置传感器信号值，或根据该信号计算出
的节气门开度的大小。其绝对值小，则表示节气门开度小；其绝对值大，则表示节气门开度大。
在进行数值分析时，应检查在节气门全关时参数的数值大小。以电压为单位的，节气门全关
时的参数的数值应低于 0.5V；以角度为单位的，节气门全关时的参数值应为 0 度；以百分数
为单位的，节气门全关时该参数的数值应为 0。此外，还应检查节气门全开时的数值。不同

当进气温度传感器线路断路时其动态数据流，此时所显示的进气温度为 -46.5℃。通过
比较测试结果，我们发现进气温度数据不正常。它提示我们需对进气温度传感器及相关线路
进行检查。

数据动态判断法 
当我们对某一个传感器怀疑而使用常规手段又判断不出好坏时，可以观察其动态数据流

的变化，从而判断其是否有故障。如对进气系统检修时，对应 04 组数据进行观察。
当踩下加速踏板时，该组数据将发生变化。数据变化越明显，说明系统灵敏度越高。如

果数据流没有变化或变化不明显，说明节气门或节气门位臵传感器及线路有问题或损坏，应
重点检查。  

通道 4   

840 13.9 97.5 48.0

r/min v  ℃ ℃

发动机转速 蓄电池电压 冷却液温度 进气温度

840 13.7 96.0 -46.5

r/min v  ℃ ℃

发动机转速 蓄电池电压 冷却液温度 进气温度

3.5 0.15 00.0 怠速

（°） g/s g/s

节气门开度 空挡时怠速稳定自适应 挂挡时怠速稳定自适 状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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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下的节气门全开时的数值应分别为 4.5V 左右；82 度以上；95％以上。若有异常，则可
能是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有故障或调整不当，也可能是线路或微机内部有故障。

线性节气门位置传感器要输出与节气门开度成比例的电压信号，控制系统根据其输入电
压信号来判断节气门的开度，即负荷的大小，从而决定喷油量等控制。如果传感器的特性发
生了变化，即由线性输入变成了非线性输出，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虽然在规定的范围内，
但并不与节气门的开度成规定的比例变化，就会出现发动机工作不良，而故障指示灯却并不
会亮，当然也不会有故障代码。

怎样分析发动机转速 ? 
读取电控装置数据流时，在检测仪上所显示出来的发动机转速是由电控汽油喷射系统微

机 (ECU) 或汽车动力系统微机 (PCM) 根据发动机点火信号或曲轴位置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计
算而得的，它反映了发动机的实际转速。发动机转速的单位一般采用 r ／ min，其变化范围
为 0 至发动机的最高转速。该参数本身并无分析的价值，一般用于对其他参数进行分析时作
为参考基准。 

怎样分析起动时冷却液温度 ? 
某些车型的微机会将点火开关刚接通那一瞬间的水温传感器信号存在存储器内，并一直

保存至发动机熄火后下一次起动时。在进行数值分析时，检测仪会将微机数据流中的这一信
号以起动温度的形式显示出来；可以将该参数的数值和发动机水温的数值进行比较，以判断
水温传感器是否正常。在发动机冷态起动时，起动温度和此时的发动机水温数值是相等的。
随着发动机在热状态下的起动，发动机水温应逐渐升高，而起动温度仍然保持不变。若起动
后 2 个数值始终保持相同，则说明水温传感器或线路有故障。

怎样分析氧传感器工作状态 ? 
氧传感器工作状态参数表示由发动机排气管上的氧传感器所测得的排气的浓稀状况。有

些双排气管的汽车将这一参数显示为左氧传感器工作状态和右氧传感器工作状态 2 种参数。
排气中的氧气含量取决于进气中混合气的空燃比。氧传感器是测量发动机混合气浓稀状态的
主要传感器。氧传感器必须被加热至 300℃以上才能向微机提供正确的信号。而发动机微机
必须处于闭环控制状态才能对氧传感器的信号做出反应。 

氧传感器工作状态参数的类型依车型而不同，有些车型以状态参数的形式显示出来，
其变化为浓或稀；也有些车型将它以数值参数的形式显示出来，其数字单位为 mV。浓或
稀表示排气的总体状态，mV 表示氧传感器的输出电压。该参数在发动机热车后以中速
(1500 ～ 2000 r ／ min) 运转时，呈现浓稀的交替变化或输出电压在 100 ～ 900 mV 之间
来回变化，每 10 s 内的变化次数应大于 8 次 (0.8Hz)。若该参数变化缓慢或不变化或数值异

常，则说明氧传感器或微机内的反馈控制系统有故障。 

氧传感器工作电压过低，一直显示在 0.3V 以下，其主要原因如下：
 (1) 喷油器泄漏；(2) 燃油压力过高；(3) 活性炭罐的电磁阀常开； (4) 空气质量计有故障；   
 (5) 传感器加热故障或氧传感器脏污。 

氧传感器工作电压过高，即一直显示在 0.6V 以上，其主要原因如下： 
 (1) 喷油器堵塞；(2) 空气质量传感器故障；  (3) 燃油压力过低；
 (4) 空气质量计和节气门之间的未计量的空气； 
 (5) 在排气歧管垫片处的未计量的空气；(6) 氧传感器加热故障或氧传感器脏污。

氧传感器的工作电压不正常可能引起的主要故障如下： 
(1) 加速不良；(2) 发冲；(3) 冒黑烟；(4) 有时熄火。 

怎样分析废气再循环指令 ?
废气再循环指令是一个状态参数，其显示内容为 ON 或 OFF。该参数表示微机是否输

出控制信号让废气再循环控制电磁阀打开。该参数显示为 ON 时，表示微机输出控制信号，
废气再循环控制电磁阀接到信号通路，打开真空通路，让真空进入废气再循环阀，使废气再
循环装置开始工作。该参数显示为 OFF 时，电磁阀不通电，切断废气再循环阀的真空。该
参数在汽车停车或发动机处于怠速、开环控制状态时显示为 OFF，在汽车行驶状态下通常显
示为 ON。该参数仅仅反映微机有无输出控制信号，它不表示废气再循环控制电磁阀是否接
到该信号及是否已打开。 

怎样分析炭罐指令 ? 
炭罐指令是一个状态参数，显示内容为 ON 或 OFF。它表示微机输出至活性炭罐电磁

阀的控制信号。微机在冷车或怠速运转时让电磁阀关闭，切断发动机进气歧管至活性炭罐的
真空通路，停止活性炭罐的净化回收工作，此肘该参数显示为 OFF。发动机在热车并以高于
怠速转速运转时，微机让电磁阀打开，导通炭罐至发动机进气歧管的真空通路，此时该参数
显示为 ON。如果在数值分析时发现该参数显示规律有异常，说明微机或某些传感器有故障。 

燃油蒸气控制系统又称蒸气净化控制系统，简称 EVAP 系统。EVAP 控制系统是为了
适应封闭式燃油箱的需要而设计的。现代汽车的燃油箱都采用封闭式结构，其目的是防止燃
油蒸气外泄对大气的污染和节约能源。EVAP 控制系统的功用是回收和利用蒸气。EVAP 系
统由活性炭罐 ( 内装有吸附力的活性炭颗粒 )、燃油箱蒸气阀、双通阀和 EVAP 控制电磁阀。 

当发动机在中、小负荷下工作 ( 水温≥ 75℃ ) 时，电脑给 EVAP 控制电磁阀提供搭铁回路，
EVAP 控制电磁阀开启，活性炭罐与排气管之间形成通路，新鲜空气即从活性炭罐下方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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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量孔进入活性炭罐，清除吸附在炭粒上的燃油蒸气，并与其一起通过进气管进行燃烧，燃
油蒸气被活性炭吸附储存和随后进入气缸内燃烧过程的不断进行，减少了燃油消耗，也减少
了发动机排放污染物。 

发动机运转时当气缸的混合气浓度允许燃油进入，在 ECM ／ PCM 的控制下，电磁阀
的电磁线圈通电，使阀门打开，燃油蒸气从接炭罐侧进入进气歧管侧。 

怎样分析 5V 基准电压 ? 
5V 基准电压是一个数值参数，它表示微机向某些传感器输出的基准工作电压的数值，

其变化范围为 0 ～ 5.12，单位为 V。大部分汽车微机的基准电压为 5.0V 左右。该电压是衡
量微机工作是否正常的一个基本标志，若该电压异常，则表示微机有故障。

怎样分析喷油脉宽信号 ? 
喷油脉冲宽度是发动机微机控制喷油器每次喷油的时间长度，是喷油器工作是否正常的

最主要指标。该参数所显示的喷油脉冲宽度数值单位为 ms。该参数显示的数值大，表示喷
油器每次打开喷油的时间较长，发动机将获得较浓的混合气；该参数显示的数值小，表示喷
油器每次打开喷油的时间较短，发动机将获得较稀的混合气。喷油脉冲宽度没有一个固定的
标准，它将随着发动机转速和负荷的不同而变化。

影响喷油脉；中宽度的主要因素如下： 
 (1)λ 调节；(2) 活性炭罐的混合气浓度；(3) 空气温度与密度；(4) 蓄电池电压 ( 喷油器

打开的快慢 )。 
喷油量过大常见原因如下： 
 (1) 空气流量计损坏；(2) 节气门控制单元损坏；(3) 有额外负荷；(4) 某缸或数缸工作

不一良。

喷油脉宽在汽车故障诊断中的应用 （一）
一、用脉宽诊断一下燃油反馈控制系统 
使发动机运转 5 分钟以上，进入闭环控制状态，氧传感信号参与发动机反馈系统。关掉

所有附属用电设备，测量喷油脉宽。 
1、取掉油压调节器的真空管，并用软塞堵好，以防进气系统泄漏。此时转速上升，设

法堵住回油管，人为使油压增高，如果反馈系统正常，氧传感器正常，可以看出喷油脉宽减少，
一般减少 0.1--0.2ms，这是电脑对过浓的混合气进行修正的结果。 

2、造成真空泄漏，使混合气过稀。如果系统工作正常，脉宽将增加 1.01--1.04ms，
这是 ECU 对过稀混合气进行补偿的结果。 

老的车型对怠速下氧传感器作用予以忽略，1800r/min 转速下进行上述试验。

喷油脉宽在汽车故障诊断中的应用（二）
1、 热 车 怠 速 正 常 运 行 时， 脉 宽 一 般 为 1.5ms--2.9ms。 如 果 脉 宽 达 到 2.9--5.5ms 一

般是喷嘴有堵的现象。新车运行一段时间后，喷嘴就有不同程度的堵塞，使喷油量减少，电
脑认为空燃比增大（即稀），怠速下降，会修正喷油脉宽、修正怠速控制信号，使怠速达到
目标转速值。这个循环反复进行，怠速脉宽就越来越大。同时发动机控制电脑就将此时的怠
速控制阀位置（步进电机之步数、或脉冲阀的占空比信号）储存下来以备下次起动时参考。
由于各缸喷嘴堵塞的程度不一样，而发动机控制电脑向喷嘴提供的喷油脉宽是一致的，导致
发动机工作不稳、动力不足、加速性不良、燃油消耗增加等现象产生。此时用一个好的清洗
机可基本解决上述问题。 

实例：时代超人清洗前脉宽  3.31ms / 清洗后脉宽 1.70ms 
应该注意，刚清洗好的喷嘴装车后，发动机转速会聚然提高，这是因为 ECU 长期燃油

修正的结果，它记忆着学习以来的数据，以此控制怠速，使混合气过浓，这里有一个重新学
习的过程，因车型的不同，学习时间也不尽相同，有些车几秒就可，有些车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2、喷嘴已清洗干净的车如果怠速脉宽仍然很大，通过数据流也已确定空气流量计、进
气压力传感器、氧传感器和冷却水温传感器均无故障，那么故障的根源很可能是燃油压力过
低引起的，这时需要用燃油压力表来确定是油泵或油压调节器的故障。 

怎样分析进气怠速控制 ? 
进气怠速控制参数是一个数值参数，它表示微机所控制的发动机节气门体上的怠速控制

阀的开度。在检测时，根据不同的车型，该参数有采用百分数 (％ ) 为比值及不采用百分数 2
种情况，其数值范围有 0 ～ 100％、0 ～ 15 和 0 ～ 255 三种。数值小，表示怠速控制阀的
开度小，经怠速控制阀进入发动机的进气量较小；数值大，表示怠速控制阀开度大，经怠速
控制阀进入发动机的进气量多。在数值分析时，通过观察该参数可以监测到微机对怠速控制
阀的控制情况，以作为判断发动机怠速故障或其他故障时参考。

怎样分析点火控制信号 ? 
点火控制是一个状态参数，其显示内容为 YES 或 NO。该参数表示发动机微机是否在

控制点火提前角。通常在发动机起动过程中，点火正时由点火电子组件控制，发动机微机不
进行点火提前角控制，此时该参数显示为 NO；起动后，发动机微机控制点火正时后，此时
该参数显示为 YES。如果在发动机运转中该参数显示为 NO，说明控制系统某些传感器有故障，
使发动机微机无法进行点火提前角控制。 

怎样分析进气歧管压力 ? 
进气管压力是—个数值参数，表示由进气管压力传感器送给微机的信号电压，或表示

微机根据这一信号电压计算出的进气管压力数值。该参数的单位依车型而不同，也是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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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a、emHg 3 种， 其 变 化 范 围 分 别 为 0 ～ 5.12V、0 ～ 205kPa 和 0 ～ 150cmHg。 进 气
管压力传感器所测量的压力是发动机节气门后方的进气歧管内的绝对压力。在发动机运转时
该压力的划、取决于节气门的开度和发动机的转速。在相同转速下，节气门开度愈小，进气
歧管的压力就愈低 ( 即真空度愈大 )；在相同节气门开度下，发动机转速愈高，该压力就愈低。
蜗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歧管压力在增压器起作用时，则大于 102kPa( 大气压力 )。在发动机
熄火状态下，进气歧管压力应等于大气压力，该参数的数值应为 100 ～ 102kPa。如果在数
值分析时发现该参数值和发动机进气歧管内的绝对压力不符，则说明传感器不正常或微机有
故障。

怎样分析起动信号 ? 
起动信号是一个状态参数，其显示内容为 YES 和 NO。该参数反映由微机检测到点火

开关的位置或起动机回路起动时是否接通。在点火开关转至起动位置、起动机回路接通运转
时，该参数应显示为 YES，其他情况下为 NO。发动机微机根据这一信号来判断发动机是否
处于起动状态，并由此来控制发动机起动时的燃油喷射、怠速和点火正时。在进行数值分析时，
应在发动机起动时检查该参数是否显示为 YES。如果在起动时该参数仍显示为 NO，说明．
起动系统至微机的信号电路有故障，这会导致发动机起动困难等故障。 

怎样分析空气流量 ? 
空气流量是一个数值参数，它表示发动机微机接收到的空气流量计的进气量信号。该参

数的数值变化范围和单位取决于车型和空气流量计的类型。 

采用翼板式空气流量计、热线式空气流量计及热膜式空气流量计的汽车，该参数的数值
单位均为 V，其变化范围为 0 ～ 5V。在大部分车型中，该参数的大小和进气量成反比，即
进气量增加时，空气流量计的输出电压下降，该参数的数值也随之下降。5V 表示无进气量；
0V 表示最大进气量。也有部分车型该参数的大小和进气量成正比，即数值大表示进气量大，
数值小表示进气量小。

采用涡流式空气流量计的汽车，该参数的数值单位为 Hz 或 ms，其变化范围分别为
0 ～ 1600Hz 或 0 ～ 625ms。在怠速时，不同排量的发动机该参数的数值为 25 ～ 50Hz。
进气量愈大，该参数的数值也愈大。在 2000r ／ min 时为 70 ～ 100Hz。如果在不同工况时
该参数的数值没有变化或与标准有很大差异，说明空气流量计有故障。 

 
进气流量不准，常引起以下故障：
(1) 加速不良；(2) 发动机回火；(3) 排气管放炮。 

怎样分析进气温度 ? 

进气温度是一个数值参数，其数值单位为℃或℉，在单位为℃时其变化范围为－
50 ～ 185℃。该参数表示微机按进气温度传感器的信号计算后得出的进气温度数值。在进行
数值分析时，应检查该数值与实际进气温度是否相符。在冷车起动之前，该参数的数值应与
环境温度基本相同；在冷车起动后，随着发动机的热起，该参数的数值应逐渐升高。若该参
数显示为－ 50℃，则表明进气温度传感器或线路断路；若该参数显示为 185℃，则表明进气
温度传感器或线路有短路。 

怎样分析爆震 ? 怎样分析爆震信号 ? 
这是一个状态参数，其显示内容为 YES 或 NO。该参数表示微机是否接到爆震传感器送

来的爆震信号。当参数显示为 YES 时，说明微机接到爆震信号；显示 NO 时，表示没有接
到爆震信号。在进行数值分析时，可在发动机运转中急加速，此时该参数应能先显示 YES，
后又显示为 NO。如果在急加速时该参数没有显示为 YES 或在等速运转时也显示为 YES，
说明爆震传感器或线路有故障。

怎样分析爆震计数 ? 
爆震计数是一个数值参数，其变化范围为 0 ～ 255。它表示微机根据爆震传感器信号计

算出的爆震的数量和相关的持续时间。参数的数值并非爆震的实际次数和时间，它只是一个
与爆震次数及持续时间成正比的相对数值。任何大于 0 的数值都表示已发生爆震。数值低表
示爆震次数少或持续时间短，数值高表示爆震次数多或持续时间长。   

怎样分析爆震推迟 ? 
爆震推迟是一个数值参数，其变化范围为 0 ～ 99。它表示微机在接到爆震传感器送来

的爆震信号后将点火提前角推迟的数值，单位为度。该参数的数值不代表点火提前角的实际
数值，仅表示点火提前角相对于当前工况下最佳点火提前角向后推迟的角度。 

分析反馈状态 ? 
反馈状态开环或闭环是一种状态参数，它表示发动机微机的控制方式是开环还是闭环。

在冷车运转中，应显示为开环状态；当发动机达到正常工作温度后，发动机微机对氧传感器
的信号有反应时应显示为闭环状态。 

有些故障 ( 通常会显示出故障代码 ) 会使发动机微机回到开环控制状态。此外，有些车
型在怠速运转一段时间后也会回到开环状态，这常常是因为氧传感器在怠速时温度太低所致。
对此，可以踩下加速踏板，让发动机以快怠速运转来加热氧传感器。如果该参数一直显示为
开环状态，快怠速运转后仍不能回到闭环状态，说明氧传感器或发动机燃油系统有故障。

为了保证发动机具有良好的工作性能，混合气的空燃比不是在发动机所有工况下都进行
反馈控制。在下述情况下 ECU 对空燃比将不进行反馈控制，而是进行开环控制。   (1) 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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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起动工况。此时需要浓混合气，以便起动发动机。  (2) 发动机起动后暖机工况。此时发动
机温度低于正常工作温度 (80℃ )，需要迅速升温。   (3) 发动机大负荷 ( 节气门全开 ) 工况。
此时需要加浓混合气，使发动机输出最大功率。   (4) 加速工况。此时需要发动机输出最大转
矩，以便提高汽车速度。   (5) 减速工况。此时需要停止喷油，使发动机转速迅速降低。 (6)
氧传感器温度低于正常工作温度。氧化锆式氧传感器的温度低于 300℃、氧化钛式氧传感器
温度低于 600℃，氧传感器不能正常输出电压信号。  (7) 氧传感器输入 ECU 的信号电压持
续 10s 以上时间保持不变时，说明氧传感器失效，ECU 将自动进入开环控制状态。

怎样分析发动机负荷 ? 
发动机负荷是一个数值参数，单位为 ms 或％，其数值范围为 1.3 ～ 4.0ms( 怠速时 )

或 15％～ 40％。发动机负荷是由控制单元根据传感器参数计算出来并由进气压力或喷油量
显示，一般观察怠速时的发动机负荷来判断车辆是否存在故障。  发动机负荷的喷射时间是一
个纯计算的理论值。在怠速下的发动机可以理解为发动机所需克服自身摩擦力和附件驱动装
置。 

发动机负荷的喷射时间与基本喷油量，仅与发动机曲轴转速和负荷有关，不包括喷油修
正量。

正常数值如下： 
(1) 怠速时，即负荷为 0 时的正常显示范围为：100 ～ 250ms。海拔高度每升高 1000m；(2)

发动机负荷 ( 输出功率 ) 降低约 10％；(3) 当外界温度很高时，发动机输出功率也会降低，
最大降低幅度可达 10％；(4) 当发动机达到最大负荷时 ( 汽车行驶中 )，在 4000r ／ min 显
示值应达到 7.5ms；在 6000r ／ min，显示值应达到 6.5ms。 

发动机负荷异常的主要原因如下： 
(1) 进气系统漏气；(2) 真空管堵塞；(3) 配气正时错误；(4) 有额外负荷。 

怎样分析发动机起动转速 ? 
该参数是发动机起动时由起动机带动的发动机转速，其单位为 r ／ min，显示的数值范

围为 0 ～ 800r ／ min。该参数是发动机微机控制起动喷油量的依据。分析发动机起动转速
可以分析其起动困难的故障原因，也可分析发动机的起动性能。 

怎样分析冷却液温度 ? 
发动机水温是一个数值参数，其单位可以通过检测仪选择为℃或℉。在单位为℃时其变

化范围为－ 40 ～ 199℃。该参数表示微机根据水温传感器送来的信号计算后得出的水温数值。
该参数的数值应能在发动机冷车起动至热车的过程中逐渐升高，在发动机完全热车后怠速运
转时的水温应为 85 ～ 105℃。当水温传感器或线路断路时，该参数显示为－ 40℃。若显示

的数值超过 185℃，则说明水温传感器或线路短路。 

在有些车型中，发动机水温参数的单位为 V，表示这一参数的数值直接来自水温传感器
的信号电压。该电压和水温之间的比例关系依控制电路的方式不同而不同，通常成反比例关
系，即水温低时电压高，水温高时电压低。但也可能成正比例关系。在水温传感器正常工作时，
该参数值的范围为 0 ～ 5V。 

如果发动机工作时，冷却系统的节温器已完全打开，而冷却液温度不是逐渐上升，而是
下降好几度，这就表明冷却液温度传感器已损坏。冷却液温度传感器损坏引发的故障现象如下： 

  (1) 发动机冒黑烟；(2) 车辆不易起动；(3) 加速不良；(4) 怠速不稳，有时熄火。 

怎样分析进气歧管压力 ? 
进气管压力是—个数值参数，表示由进气管压力传感器送给微机的信号电压，或表示

微机根据这一信号电压计算出的进气管压力数值。该参数的单位依车型而不同，也是 V、
kPa、emHg 3 种， 其 变 化 范 围 分 别 为 0 ～ 5.12V、0 ～ 205kPa 和 0 ～ 150cmHg。 进 气
管压力传感器所测量的压力是发动机节气门后方的进气歧管内的绝对压力。在发动机运转时
该压力的划、取决于节气门的开度和发动机的转速。在相同转速下，节气门开度愈小，进气
歧管的压力就愈低 ( 即真空度愈大 )；在相同节气门开度下，发动机转速愈高，该压力就愈低。
蜗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歧管压力在增压器起作用时，则大于 102kPa( 大气压力 )。在发动机
熄火状态下，进气歧管压力应等于大气压力，该参数的数值应为 100 ～ 102kPa。如果在数
值分析时发现该参数值和发动机进气歧管内的绝对压力不符，则说明传感器不正常或微机有
故障。

怎样分析目标空燃比 ? 
该参数不是通过测量而得到的发动机实际空燃比，而是发动机微机在闭环控制时根据各

种传感器信号计算后得出的应提供的空燃比，微机将依照此参数的大小来控制喷油器的喷油
量。该参数的显示数值一般为 14.7 左右，低于此值表示微机要提供较浓的混合气；高于此值
表示微机要提供较稀的混合气。有些车型以状态参数的方式显示这一参数，其显示内容为浓
或稀。 

该类参数还有：燃油短期校正系数、燃油长期校正系数、燃油校正学习、燃油校正块、
不同步脉冲、功率加浓、节气门分开、溢流清除、减速调稀、减速断油、加速加浓、起动开关等。 

怎样分析车速信号 ? 
车速参数是由发动机或自动变速器微机 (ECM，TCM) 根据车速传感器的信号计算出的

汽车车速数值。车速参数的显示单位有 mile ／ h( 英里／小时 ) 或 km ／ h 两种，可以通过
调整检测仪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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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速参数是微机控制自动变速器的主要参数，也是进行巡航控制的重要参数。有些带自
动变速器的汽车没有车速传感器，此时检测仪上显示的车速为 0。该参数一般作为对自动变
速器的其他控制参数进行分析的参考依据。

001
基本功能

发动机转速

每 40 步显示一次怠速，820 － 900 rpm：正常小于 820 rpm
1、节气门控制部件卡住或故障。
2、大量末计量的空气，由怠速稳定系统不能加补偿大于 900 rpm
1、怠速开关不闭合 / 故障。
2、节气门控制部件卡住或故障。
3、大量末计量的空气，由怠速稳定系统不能加补偿。

发动机负荷

1.00 － 2.50 ms：正常
小于 1.00 ms －较小会在滑行方式驾驶中出现
大于 2.50 ms
1、怠速抖动（不是所有气缸都运行）
2、空气流量计故障
3、节气门控制部件故障
4、电器设备被打开
5、方向盘在极限位置
6、驾驶排档选择
当海拔高度上升每 1000 米，发动机负荷则减少 10%，在很高的环境温度时，
发动机负荷减少最高达 10%。在满负荷行驶，发动机转速为 4000 rpm 时必
须达到 6.5 ms，发动机转速为 8000 rpm 时约 6.0 ms。

节气门开度

0 － 5 ∠°：正常
大于 5 ∠°
1、发动机控制单元和节气门控制部件末做匹配
2、节气门控制部件中的节气门电位计故障
3、油门拉索调整
4、节气门卡住

点火提进角 5.25°－ 14.25° V.OT

002
基本功能

发动机转速
每 40 步显示一次怠速，
820 － 900 rpm：正常
超出公差范围，检测发动机怠速

发动机负荷

1.00 － 2.50 ms：正常
小于 1.00 ms －较小会在滑行方式驾驶中出现
大于 2.50 ms
1. 怠速抖动（不是所有气缸都运行）
2. 空气流量计故障
3. 节气门控制部件故障
4. 电器设备被打开
5. 方向盘在极限位置
6. 驾驶排档选择
当海拔高度上升每 1000 米，发动机负荷则减少 10%，在很高的环境温度时，
发动机负荷减少最高达 10%。在满负荷行驶，发动机转速为 4000 rpm 时必
须达到 6.5 ms，发动机转速为 8000 rpm 时约 6.0 ms。

喷油时间

经校正的曲轴转两周的喷油时间
2.00-5.00 ms：正常
小于 2.00ms：有大量的来自油箱换气系统的混和气
大于 5.00ms：发动机额外负荷
喷油时间是整个发动机循环（曲轴转两周）的喷油时间。尽管在显示区 3 显示
的是对应实际状况经校正的喷油时间，但它不是显示区 2 的显示值的 2 倍

进气量

2.0 － 4.0g/s: 正常
小于 2.0g/s：则进气管漏气
大于 4.0g/s：
驾驶排档选择（自动变速箱）
发动机由于辅助设备而增加负荷
显示由空气流量计测量出的空气量。在节气门控制部件故障引起的紧急运行状
态下，发动机以高速运转（约 1100 － 1300rpm），此时进气量大约有 4.5-5.5g/
s, 如果发动机控制单元识别出空气流量计有故障，则将节气门电位计的替代值
（g/s）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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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常见数据流分析 

组号 数  据  内   容 数     据   定    义
000
基本功能

冷却液温度（基本设置所要求
的）

170 － 205（80 － 105℃）
大于 205
1. 冷却液温度传感器 G62 故障
2.G62 到发动机 ECU 的线束故障
小于 170
1. 冷却液温度传感器 G62 故障
2. 发动机处于冷态
3. 冷却液温度传感器 G62 故障
4. 节温器长期打开

发动机负荷（用电器关闭） 10 － 30（0.5 － 1.5ms）
大于 30
1. 打开了空调
2. 打开了用电设备
3.λ 控制处于极浓或极稀状态
4. 虽关闭了空调但空调压缩机仍在运转
小于 10
1. 空气流量计漏气
2. 节气门漏气
3. 真空软管没连好
4. 燃油压力调节器漏气

发动机转速（怠速） 76 － 96（760 － 960rpm）
低于 76
1. 驱动档接合（自动变速箱）
2. 来处附件的的发动机负荷
3. 节气门控制单元 J338 发卡或损坏
高于 96
1. 怠速开关打开或损坏
2. 怠速稳定器不能补偿的大量漏气
3. 节气门控制单元 J338 发卡或损坏

蓄电池电压 142 － 206（10 － 14.5V）
大于 206
1. 发电机调压器损坏
2. 来自辅助起动或快速充电的额外电压
小于 142
1. 发电机损坏，蓄电池严重放电。
2. 起动发动机后由于大的充电电流及附件的负荷使电器系
3. 统短时高负荷。
4. 发动机正极或地有接触电阻。
5. 点火开关关闭后仍有电量消耗。

节气门开度 0 － 12（0 － 5°）
大于 12
1. 节气门控制单元没有进行设置
2. 油门拉线没调整好
3. 节气门控制单元的节气门电位计损坏
4. 节气门机构发卡

000
基本功能

怠速稳定控制值 122 － 134（－ 0.3—+0.3kg/h）
小于 122 说明节气门漏气
大于 134，说明因附件增加发动机负荷

怠速稳定自适应值 20 － 136（－ 0.4—+0.4kg/h）
小于 122 说明节气门漏气
大于 134，说明因附件增加发动机负荷

混合气形成的自适应值（若在
公差之外，则进行路试）

78 － 178（－ 10% － +10%）
低于 78
1. 混合气太浓，通过使混和气变稀进行 λ 补偿
2. 大量的来自活性滤清系统的燃油（非基础设定状态）。
3. 燃油压力调结器真空管漏气
4.λ 控制自适应值在极限状态
高于 178
1. 混合气太稀，λ 控制加浓状态
2. 漏气
3. 喷油嘴损坏
4.λ 控制自适应值在极限状态
保持在 128 或上下波动
1. 剩余燃油太少
2.λ 控制进入开环状态

混合气形成的自适应值 115-141(-0.64-+0.64 ms)
（若在公差之外，则进行路试）

混合气形成的自适应值 118-138(-8%-+8% )
（若在公差之外，则进行路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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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基本功能

发动机转速 每 40 步显示一次怠速，
820 － 900 rpm：正常
超出公差范围，检测发动机怠速

蓄电池电压 10.000 － 14.500V 正常
大于 14.500V
1、发电机调压器损坏
2、来自辅助起动或快速充电的额外电压
小于 10.000V
发电机损坏，蓄电池严重放电。
起动发动机后由于大的充电电流及附件的负荷使电器系统短
时高负荷。
3、发动机正极或地有接触电阻。
4、点火开关关闭后仍有电量消耗

冷却液温度 在 80.0 － 105.0℃：正常
大于 105℃
1、冷却液温度传感器 G62 故障
2、G62 到发动机 ECU 的线束故障
小于 80℃
冷却液温度传感器 G62 故障
发动机处于冷态
3、冷却液温度传感器 G62 故障
4、节温器长期打开

进气温度 如果线束断开，则显示替代常数 19.5℃，识别出进气温度传
感器（G42）故障。

004
怠速稳定

节气门开度 0 － 5 ∠°
在油门踏板踏到底时显示约为 75 － 95 ∠°

AT 怠速空气流量（空档） － 1.70 － +1.70g/s
小于－ 1.70g/s，在节气门有未被计量空气
大于 1.70g/s
由于辅助设备而产生高负荷
在进气区域有节流或有异物

AT 怠速空气流量（D 档以上） － 1.70 － +1.70g/s

工况 怠速、部分负荷、满负荷、加浓滑行

005
怠速稳定

发动机实际转速 820-900 rpm
发动机转速（怠速允许值）手
动变速箱

860 rpm
将显示出由发动机控制单元给定的允许发动机转速（控制单
元内部计算值）。在特殊情况下，可对发动机转速做微调。
在设定的驾驶档上的怠速转速随后可自动改变。

怠速进气量调节值（怠速调节
器）

－ 10.0% － +10.0%
由于怠速时负荷的变化，将改变恒定转速时所需的进气量。
显示值是以 % 数显示怠速进气量的变化，只有通过怠速稳定
学习过程来平衡这一变化，重新设定平均值。平均值的大小
取决于载荷变化的大小。学习过程将以小步骤在每次怠速开
关闭合时进行，在大偏差时需要有多个步骤，因此必须以大
约 20S 的时间间隔短促踩油门踏板（油门冲击）。“学习偏
离”的偏差显示在显示组 4 的显示区域 2 中。

吸入的空气量 2.0 － 4.0g/s

006 发动机转速 0 － 2550rpm
怠速进气量调节值（怠速调节
器）

－ 10.0% － +10.0%

λ 调节器的调节值 － 10.0% － +10.0%
显示须在 0 左右摆动，如恒定显示 0，则 λ 调节已不在起调
节作用。λ 调节运行状态可参看显示组 021.
负区域：混和气太浓，λ 调节使混合气稀
正区域：混和气太稀，λ 调节使混合气浓
未计量的空气
喷油嘴故障
λ 学习在极限值

点火正时 － 10°－ 45° V.OT

007
λ 控制

λ 控制 － 10.0% － +10.0%
λ 传感器电压 0.000 － 1.100V

电压信号“混合气浓（残余氧多）”约 0.7 － 1.1V，电压信
号“混合气稀（残余氧少）”约 0.0 － 0.3V, 在由浓到稀的
变化过程进和到转折处（λ ＝ 1.0）时电压将由 0.7 － 1.1V
变化到 0.0 － 0.3V。由于电压跳跃急剧，使 λ 控制不能恒
定保持相应于 λ ＝ 1.0 的理想混合气成份，控制不断在“稍
许稀”和“稍许浓”的状态之间不回摆动。显示值必须不低
于 0.3V 和高于同 0.6V，显示值低于 0.45V 表明混合气稀薄；
显示值高于 0.45V 表明混合气浓。

活性碳罐的电磁阀的占空比 0 － 99%
带燃油箱通风的 λ 修正因素 0.30 － 1.10

008
λ 自适应值

喷油时间（每个工作循环） 2.00 － 5.00ms
怠速时 λ 自适应值 低值表示发动机在太浓的情况下，λ 调节使混合气稀；高值

表示发动机运行在太稀的情况下，λ 调节使混合气浓。如果
控制单元没有电压供应，所有学习值将被删去。Add 累加性
故障（如未计量空气）在转速增大时影响将减小，在累加性
的学习值中，喷油时间将以一固定，变化量，变化量不取决
于基本的喷油时间；mul 倍增性故障（如喷油器故障）在转
速增大时影响将增大，倍增性学习值与喷油时间是成正比例
变化的，该变化值取决于基本喷油时间。
在部分负荷中正常的学习值时，怠速的学习值低：
可能稀释机油
喷油器漏油
燃油压力太高
活性碳罐的电磁阀 1 常开
空气流量计故障
λ 传感器加热故障或 λ 传感器脏污
在怠速的学习值没有部分负荷时高：
可能是在进气歧管区域有未被计量的空气
喷油器堵塞
显示区域 2 和 3 高：
空气流量计故障
2. 燃油压力太高
3. 空气流量计和节气门之间有未被计量的空气
4. 在进气歧管垫片处有未被计量的空气
5.λ 传感器加热故障或 λ 传感器脏污

部 分 负 荷 时，λ 自 适 应 值 －
8.0 － +8.0%

燃油箱通风的运行状态 动作或关闭或 λ 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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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λ 自适应值

发动机转速 820-900 rpm
λ 控制 － 10.0% － +10.0%
λ 传感器电压 0.000-1.000V

显示不摆动（恒定在 0.0 － 0.3V 或 0.7 － 1.0V）
大量未计量的空气
火花塞故障
燃油压力太高或太低
喷油器故障
冷却液温度传感器故障
活性碳罐的电磁阀 1 故障
λ 传感器加热故障
λ 传感器故障或脏污
怛定在 1.000V，同正极短接，经由 λ 传感器、传感器导线、
地线、发动机控制单元。
怛定在 0.400 － 0.500V，导线断路，经由 λ 传感器、传感
器导线、地线、发动机控制单元。
怛定在 0.000V，同接地短接，经由 λ 传感器、传感器导线、
地线、发动机控制单元。

怠速时 λ 学习值（累加性） － 10.0% － +10.0%

010
燃油箱换气系统
活 性 碳 罐 中 无 燃
油蒸汽

活 性 碳 罐 滤 清 器 电 磁 阀 N80
占空比

0 － 99%
使用 λ 调节将使活性碳罐的电磁阀 1（N80）以约 220 －
900S 的间隙脉动（进行燃油箱通风），并关掉 70S（无燃
油箱通风），在 70S 期间，λ 调节学习了运行条件，使来
自活性碳罐的燃油与从燃油箱的燃油没有偏差。占空比 0%
表示活性碳罐的电磁阀 1 闭合，占空比 99% 表示活性碳罐
的电磁阀 1 全开。在怠速时发动机仅能接受来自活性碳罐系
统最大燃油量，因此在怠速时活性碳罐的电磁阀 1 的开度受
限制，在部分负荷或满负荷时其占空比可增加到 99%。通过
对在“初始设置”（电磁阀 1 闭合）和在“读测试数据块”
（电磁阀 1 开约 220 － 900S/ 闭约 70S）时显示值的比较，
可以评判活性碳罐系统的影响作用。

燃油箱换气系统工作时，λ 控
制的校正系统

0.30--1.20
其从活性碳罐系统出来的一很浓的混合气，则 λ 调节须将其
调稀，其值可达 0.6，在这种情况下，λ 调节将喷油量减少
40%。在显示值为 1.0（λ 调节位于中性区域，即无修正因素）
时，活性碳罐系统出来一理想混合气（即不需要进行稀化或
浓化）或电磁阀 1 闭合。在显示值为 1.01 － 1.20 时，则由
活性碳罐来的混合气太稀，λ 调节须将其加浓。

活性碳罐滤清器填充程度 -3 － 32
在 -3 时，活性碳罐中无燃油蒸汽，在 +32 时，活性碳罐中
充满燃油蒸汽。

燃油箱通风系统净化速率 0.00 － 0.30
活性碳罐系统的容积相对于所吸入的总容积比例将被显示出
来，0.00 即活性碳罐系统没有供给燃油蒸汽（电磁阀 1 闭合），
0.30 即 30% 的进气量来自活性碳罐系统。

011
燃油消耗

发动机转速 820-900 rpm
发动机负荷 1.00 － 2.50 ms
车速 0km/h
燃油消耗 0.50 － 1.50L/H

允许值仅适用于无辅助设备的负荷时的怠速运转情况（如自
动变速箱、空调暖风机、发电机、动力轴承），不适合于测
试 L/100KM 的油耗值。

014
爆 震 控 制（ 车 辆
在行驶过程中）

发动机转速 820-900 rpm
发动机负荷 1.00 － 2.50 ms
1 缸因爆震控制点火角的延迟
量

0 － 15° KW

2 缸因爆震控制点火角的延迟
量

0 － 15° KW

015
爆 震 控 制（ 车 辆
在行驶过程中）

发动机转速 内容同组号 014
爆震控制在发动机负荷超过 40% 时被激活。在超过发动机
负荷 40% 后，将显示目前的点火角后滞角，在低于时则一
直恒定显示上次数值。
在可听见的爆震而无识别的点火角后滞，为了进行爆震传感
器的故障识别（诊断），需将转速 5S 内提高到 3500 以上。
其可能的原因是：部件松动；在插头连接处腐蚀或发动机故
障（如活塞上的油不正常燃烧）。
所有气缸的占火角大大滞后，则可能是以下原因：1. 在插头
连接处腐蚀
爆震传感器坚固力矩不正确
导线断路
爆震传感器故障
部件松动
燃油质量不佳（低于 95ROZ）

发动机负荷（曲轴每转的喷油
时间）
3 缸因爆震控制点火角的延迟
量
4 缸因爆震控制点火角的延迟
量

016
爆 震 控 制（ 车 辆
在行驶过程中）

1 缸因爆震控制点火角的延迟
量

0.300 － 1.400V
在高速时爆震传感器信号电压值可达到 5.1V。如果爆震传感
器信号最大、最小差异大于 50%，可能是由于插头连接处腐
蚀所致。

2 缸因爆震控制点火角的延迟
量
3 缸因爆震控制点火角的延迟
量
4 缸因爆震控制点火角的延迟
量

018
海拔高度自适应

发动机转速 820-900 rpm
发动机负荷 1.00 － 2.50 ms
发动机负荷，节气门开度
高度修正因素 -30.0 － 25%

发动机控制将空气流量计的负荷信号同一负荷值进行比较，
该负荷值是由节气门开度角和发动机转速计算出来的，两
者 的 偏 差 便 是 高 度 修 正 值。-30.0% 相 当 于 700 毫 巴（ 低
于 1000 毫 巴 的 30%），25.0% 相 当 于 1250 毫 巴（ 高 于
1000 毫巴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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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
当 车 辆 行 驶 时，
扭 矩 的 减 小（ 自
动变速箱）

发动机转速 820-900 rpm
发动机负荷 1.00 － 2.50 ms
运行状态
×1× －无点火角滞后
×0× －点火角滞后

×1×

点火正时 12° V.OT

020
运行状况

发动机转速 820-900 rpm
自动变速箱运行状态（排档选
择信号）

Neutral 、Gear selected ON
Neutral ＝选择手柄位于 P 或 N
Gear selected ON ＝ 选 择 手 柄 位 于 2/3/4/R/D， 在 带 自 动
变 速 箱 的 车 辆 中 总 是 显 示“Neutral” 或“Gear selected 
ON”

空调工作状态 A/C － High、A/C － Low
A/C － High ＝空調要求有高的加热或冷却功率
A/C － Low ＝空调未开启。

空调压缩机工作状态 Compr ON 、Compr OFF
无空调的车辆总是显示 Compr OFF。

021
λ 控制的状况

发动机转速 820-900 rpm
发动机负荷 1.00 － 2.50 ms
冷却液温度 -39 － 140℃
λ 控制 λ-Reg. OFF

λ-Reg. ON
在启动温度低于 15℃（进气温度）时，发动机控制单元的
λ 调节要等冷却液温度达到 55℃后才开启。在启动温度高于
15℃（进气温度）时，如果识别出 λ 传感器处于工作准备状
态的话，将开始 λ 调节。在 λ 调节关掉时，发动机在特性
点阵图控制下运转。

023
节气门控制器的
自适应

自适应要求显示 10000
第 1 位 X    节气门电位计（G69）同节气门位置调节器的传
感器（G127）的平衡
0= 必须完成平衡
1= 平衡已完成，平衡正常。
第 2 位 X      无意义
第 3 位 X    学习过程，节气门电位（G69）传感器的最大停
止位置
0= 学习过程完成，学习过程正常
1= 学习过程未完成，学习过程不正常
第 4 位 X    学习过程，节气门电位（G69）传感器的最小停
止位置
0= 学习过程完成，学习过程正常
1= 学习过程未完成，学习过程不正常
第 5 位 X    学习过程，节气门电位（G127）传感器的最大
停止位置
0= 学习过程完成，学习过程正常
1= 学习过程未完成，学习过程不正常
第 6 位 X    学习过程，节气门电位（G127）传感器的最小
停止位置
0= 学习过程完成，学习过程正常
1= 学习过程未完成，学习过程不正常
第 7 位 X    无意义

节气门位置调节器的最小停止
位置

72．0—95．0%

节气门位置调节器的紧急运行
停止位置

67．0—83．0%

节气门位置调节器的最大停止
位置

18．0—54．0%

024
爆 震 控 制（ 车 辆
在行驶过程中）

发动机转速 820-900 rpm
发动机负荷 1.00 － 2.50 ms
战火正时
1 缸—4 缸点火延时的总量 0—72。0°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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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进气歧管切换和
凸轮轴调整

发动机工作状态 怠速

霍尔传感器调整偏差 -30—30° KW
工作状态（进气歧管切换 / 凸
轮轴调整）

X00

激活的凸轮轴调整角 -30—30° KW
凸轮轴调整只有两个位置：正常位置和开启位置。为了使凸
轮轴进入开启位置，车辆从静止加速到 1 档。显示区域 4 显
示可调整的凸轮轴的实际位置。正常位置凸轮轴显示为 -3—
6.0 ° KW； 开 启 位 置 凸 轮 轴 显 示 为 16.0—21.0 ° KW。 如
果试车时显示区域 4 显示在 6.0—16.0° KW 之间 , 凸轮轴
调整电磁阀正确控制凸轮轴调整机械装置的油压无论如何不
能达到终点位置 ( 刚度的原因 ).

026
凸轮轴调整

发动机转速 0—6800rpm

发动机负荷 0—10.00ms
工作状态 ( 进气歧管切换 / 凸
轮轴调整 )

X00
第一位数字无意义；第二位表示进气歧管切换（1= 长的进气
路径）；第三位数字表示凸轮轴调整（1= 提前）其中值“0”=
末满足条件，控制末被激活；值“1”= 满足条件，控制被激活。

激活的凸轮轴调整角 -3--21° KW
095 发动机转速 820-900 rpm

发动机负荷 1.00 － 2.50 ms
点火角 12° V.OT
冷却液温度 80 － 105℃

098
节气门控制部件
的匹配

节气门电位（G69）电压
节 气 门 位 置 传 感 器（G127）
电压

0．5—4．9V

发动机运行状态 Idling
Part  throttle

调整模式 ADP is  running
ADP  OK
ADP  ERROR

099
调节

发动机转速 820-900 rpm
λ 调节 -10—10%
冷却液温度 -40—125℃
λ 调节工作状态 λ-Reg OFF

λ-Reg ON

3.3 大众车控制单元编码

控制单元编码是车内单元的触发数据，每个控制单元都有一个相应的编码，同种车型的
配置不同，编码也不同。如只安装两个气囊和安装四个气囊的编码是不同的，如果将安装了
两个气囊的编码编到四个气囊的控制单元上，那么有可能有两个气囊不会触发。 什么时候需
要进行控制单元编码呢？控制单元安装以后，有可能在电脑信息中就已有“控制单元编码”了，
但是不管有没有，这个时候都需要重新对其进行编码操作。因为不进行编码操作，有可能会
出现汽车运行不良的情况，如加速不良，挂档不顺，发动机发抖的现象。这些现象出现以后，
一般的汽车维修师傅发现仪表板的故障灯不会亮，通过解码器也无法查出故障码，这个时候，
就要查一下是否是控制单元的编码是否是错误的。一般控制单元编码不会全部是“0”。如果
出现“00000”，此时就要判断编码错误。但有一种车型是例外，国内的红旗 488 发动机，
它的编码是 00000 ～ 00007，否则有可能出现怠速忽高忽低的现象。编码错误导致的现象：
排放值升高；换档冲击，从而增大自动变速器负荷；故障存储器内存储根本不存在的故障。

控制单元编码操作方法 
1、选择系统，如 ABS、AT、SRS 等 ；
2、进入“控制单元编码”； 
3、输入编码，一般为五位数；
4、按“确认”键，提示“编码成功”；
5、关闭钥匙，保存记忆值即可。

控制单元编码注意事项 
1、 在更换汽车电脑前，首先将要整修的故障电脑与 RED BOX 连接，进入读 ECU 信

息 功 能， 记 下 或 打 印 出 该 ECU 编 码， 如 04502， 和 该 ECU 零 件 号， 如 06A906033， 当
从主要经销商处订购新 ECU 时，你最好提供该车详细信息，有时只按零件号订购，则可能
提供错误的模块，你将不能对此进行编码。确保新的模块的零件号和原来的相同，并且检查
新模块的编码应该是 00000，则可对其进行编码； 

2、 提示编码成功，但不一定编码就完成了。操作时一般在提示“编码成功”之后，关闭钥匙，
让电脑存储数据； 

3、 如果编码不成功，要考虑是否系统是否有故障，应先排除；也要检查是否是编码错误，
零配件是否和原厂配件一样等； 

4、 编码一般为五位数，也有七位数的编码。
大众车系常见控制单元编码号 车型，系统，控制单元编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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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超（普桑） 
系统                             
01 发动机系统 
03 刹车系统
15 安全气囊

AUDI 
系统 
01 发动机系统
02 自动变速箱系统
03 刹车系统
17 仪表板系统
08 空调 / 加热系统
15 安全气囊
35 中央门锁系统
66 座椅 / 车镜调节

PASSAT B5 
系统 
01 发送机系统
15 安全气囊
 03 刹车系统 

JETTA 
系统
01 发动机系统 
03 刹车系统
15 安全气囊

POLO 
系统
01 发动机系统
03 刹车系统
09 电子控制单元
15 安全气囊 
17 仪表板系统

 编码值 
08001（老款）、04001（新款） 
04505、00000、03604、01091、02802 
12878 

编码值 
04002、04502、06252、04552 
00004、00013 
00022、00021、06169、00031 
00144、07262、00162、00062 
00160、00140、00060、00061 （美规） 
00004、00204、00106 
06731、04683、00001 
 01106、00106   

编码值 
04502、04097 
22599 、12364（国产）、00065 、00066 、00067
03604

编码值 
00001（两阀）、04000（五阀）
01901（两阀）、03604（五阀） 
02610（双气囊）、02611（单气囊）、65535（通用码）、00065

编码值 
00017、12878  
0001097 
25612 
12343 
00141 

19 网关数据总线
44 转向助力系统
46 中心模块
56 收音机系统

BORA 
系统
01 发动机系统
03 刹车系统
15 安全气囊
17 仪表板系统
19 网关数据总线
46 中心模块

GOLF 
系统
01 发动机系统
02 自动变速箱系统
03 刹车系统
15 安全气囊
17 仪表板系统

00014 
10140 
00064 
00001 

 编码值 
26500、26530 
0001025、0021505 
12875 
01102、05122   
00006
00259  

编码值 
00033  
00000
01025  
12855 
00259

3.4 电控发动机常见故障码设定条件

1994 年产生的标准 OBD Ⅱ协议为世界许多汽车生产厂家所采用 , 它统一了各车型诊断
接口的标准 , 还统一了故障码的定义。那么这些故障码是如何设定的呢 ? 其实不同的车型产
生故障码的条件都差不多 , 大同小异。当你理解了一种车型的 OBD Ⅱ故障码产生的条件 , 那
么在另外一种车型上发现相同故障码的时候 , 也可以认为产生的原理是类似的，电控自诊断
系统产生故障码的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种 : 

1、值域法 : 电控单元接收到的传感器信号超出规定的数值范围 , 自诊断系统就判定为输
入信号故障。

2、时域法 : 电控单元检测时发现某一输入信号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没有发生应该发生的
变化或变化没有达到规定的数值时 , 自诊断系统就确定该信号出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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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功能法 : 电控单元向执行器发出驱动指令时 , 相应传感器或反馈信号的输出参数变化
没有按照程序规定的趋势变化 , 自诊断系统就判定执行器或相应电路故障。

4、逻辑法 : 电控单元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相互联系的传感器进行数据比较 , 当发现它
们之间逻辑关系违反设定条件时 , 就判定它们之间有故障。 

 1、发动机冷却液温度度传感器 ( 故障代码—P0116/P0117/P0118)
 冷却液温度传感器两个端口分别是信号端和接地端 , 一般是负温度系数的电阻，当发动

机冷却液温度低时 , 传感器电阻高且输入 ECU 的 ECT 信号电压高 ; 当发动机温度升高时 ,
传感器电阻小 , 且输入 ECU 的 ECT 信号电压低，当 ECT 正常工作时 , 系统所用的发动机
冷却液温度等于 ECT 信号电压指示的发动机冷却液温度，AzmISm 若发动机运行一段时间
后，ECT 信号电压指示发动机冷却液温度的增长相当缓慢且比系统内部数值运算得到的参考
温度低得多 ( 如低于 20℃ )，将被认为 ECT 信号不合理，并设置发动机冷却液温度传感器信
号不合理故障 -P0116。 

ECT 信号范围是 0-5V，ECU 通过查找该传感器的特性曲线，换算成发动机冷液温度。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的诊断模块根据此温度值来判断故障。当 ECT 断路导致信号电压
指示发动机冷却液温度大于 135℃时，将设置发动机冷却温度传感器指示温度过高故障 --
-P0117。当 ECT 信号端对电源短路或开路，相应的指示温度会过低（如低于 -35℃），将
设置发动机冷却液温度传感器指示温度过低 -P0118。

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的检测
（1）结构和电路
冷却水温度传感器安装在发动机缸体或缸盖的水套上，与冷却水接触，用来检测发动机

的冷却水温度。冷却水温度传感器的内部是一个半导体热敏电阻，它具有负的温度电阻系数。
水温越低，电阻越大 ; 反之，水温越高，电阻越小。

水温传感器的两根导线都和电控单元相连接。其中一根为地线，另一根的对地电压随热
敏电阻阻值的变化而变化。电控单元根据这一电压的变化测得发动机冷却水的温度，和其他
传感器产生的信号一起，用来确定喷油脉冲宽度、点火时刻等。 

2、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的检测
（1）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的电阻检测
A、就车检查 Cs 点火开关置于 OFF 位置，拆卸冷却水温度传感器导线连接器，用数字

式高阻抗万用表 Ω 档，测试传感器两端子间的电阻值。其电阻值与温度的高低成反比，在热
机时应小于 1kΩ。

B、单件检查
拔下冷却水温度传感器导线连接器，然后从发动机上拆下传感器 ; 将该传感器置于烧杯

内的水中，加热杯中的水，同时用万用表 Ω 档测量在不同水温条件下水温传感器两接线端子
间的电阻值，将测得的值与标准值相比较。如果不符合标准，则应更换水温传感器。

（2）冷却液温度传感器输出信号电压的检测 
装好冷却水温度传感器，将此传感器的导线连接器插好，当点火开关置于“ON”位置时，

从水温传感器导线连接器端子间测试传感器输出电压信号。
氧传感器故障码
按照 EOBD 标准，前氧传感器的故障码有许多个：
p0030；  p0031；   p0032；  p0040；  p0041； p0042； p0043；p0044；

p0050---p0064， p0130---p0147 ,p0150---p0167 
p02195---p02198；p2231---p2256；p2270---p2278；p2414---p2417
如果需要了解更多的关于氧传感器的有关故障码，最好查阅专业的资料。
加热型氧传感器缩短了氧传感器达到工作温度所需的时间，并在长时间的工作运转中保

持工作温度。当点火开关转至接通位置时，点火电压直接提供给氧传感器加热器。发动机控
制模块在氧传感器处于冷态时首先将控制电路进行搭铁来控制加热器的操作。通过控制加热
器的加热速度来防止因传感器的结露而使传感器收到热冲击的可能性。

经过一定的时间以后，发动机控制模块指令加热器持续接通。一旦氧传感器达到工作温度，
发动机控制模块将使加热器控制电路搭铁，来维持期望的温度。发动机控制模块通过控制电
路的接通与断开来控制加热器的工作。如果发动机控制模块在控制电路被断开时，检测到控
制电路的电压小于或高于预定值，则设故障码 P0031 或 P0032。

当氧传感器工作正常时，氧传感器的信号电压应在 0.1~0.9V 之间变化，当混合气 λ
＜ 1，则说明混合气过浓；相反，当混合气 λ ＞ 1，则说明混合气过稀。λ 进入闭环控制时，
ECU 开始检测氧传感器信号，并根据该信号反馈的混合气稀与浓来进行调节喷油量。

若信号总是处于低于参考电压的范围内（如 0.06~0.4V, 持续 20S 以上），则设置故障
码 P0130--- 氧传感器信号不合理。

若信号电压低于 0.175V 或在动力增强模式燃油控制操作中低于 0.6V，并超过 5S，则
设置故障代码 P0131--- 加热型氧传感器电压过低。

若加热型氧传感器信号电压大于 1V 并持续 20 秒的时间，则打出故障码 P0132--- 加
热型氧传感器电压过高。

若氧传感器信号电压在 0.4~0.6V 范围内持续一段时间，则设置故障码 P0134--- 加
热型氧传感器电路活动不足。

进气压力传感器故障码 P0105/P0106/P0107/P0108
进气压力传感器 MAP 一般有三个帧脚，分别是 5V 参考电压，接地，信号端。在一定

的测量范围内，传感器所受到的压力作用和测量信号成线性关系，即压力传感器特性曲线。
根据此特性曲线，ECU 将接收到的电压信号转换成进气压力。传感器正常时，此压力范围应
该在 0.159~4.883V（对应的压力值应该是：15kpa~120kpa）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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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动机在中负荷运转时，怠速空气变化＜ 5%；节气门位置变化＜ 3%，或进气歧管
绝对压力变化＜ 5%；EGR 阀位置变化＜ 6%。若发动机未检测到期望的进气歧管绝对压力
变化，则设置故障码 P0105/P0106--- 进气压力传感器电路信号故障。

当发动机正常运转过程中，进气压力传感器平均输出电压信号＜ 0.195V 并持续一段时
间，则设置故障码 P0107--- 进气压力传感器电路电压过低；如果平均输出电压＞ 4.883V
并持续一段时间，则设置故障码 P0108--- 进气压力传感器电路电压过大。

进气温度传感器故障码 P0112/P0113
进气温度传感器 IAT 相连的两个管脚分别为信号端和接地端。进气温度与传感器电阻和

输入 ECU 的 IAT 信号成反比。即，温度低，电阻值大，信号电压高。

若 IAT 信号对地短路，相应的进气温度则过高，如超过 126 度，则设置故障码 P0112-
-- 进 气 温 度 过 高； 若 信 号 端 对 地 短 路 或 开 路， 相 应 的 进 气 温 度 则 过 低， 将 设 置 故 障 码
P0113--- 进气温度过低。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故障码 P0122/P0123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TPS 有三个端口：5V 参考电压、接地以及信号端。TPS 是电位计

传感器，从节气门全关到全开，ECU 会得到从大于零小于一到大于 4 小于 5V 的电压信号。
节气门的位置电压随节气门的开度变化而变化。节气门位置传感器信号电压在怠速运行时小
于 0.5V；在节气门全开时，节气门位置传感器信号电压应增加到 4V 以上。如果，发动机控
制电脑接收到的信号电压过低（低于 0.2V），则设置故障码 P0122---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电路信号电压过低；相反，接收到的电压信号过高（如高于 4.9V），则设置故障码 P0123-
--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电路信号电压过高。

燃油调节系统故障代码 P0171/P0172
发动机控制模块控制闭环空燃比测量系统，是操纵性能，燃油经济性和排放控制达到最

佳配合。在闭环模式下，发动机控制模块检测加热型氧传感器信号电压，并根据信号电压调
节燃油供给。燃油供给的变化将改变长期和短期燃油调节值。短期燃油调节值将相应加热型
氧传感器的信号电压而快速变化。这些变化将对发动机供油进行细调。长期燃油调节将相应
短期燃油调节趋势而变化。长期燃油调节对供油进行粗调，以重新回到短期燃油调节的中心
值，并回复对短期燃油调节的控制。理想状态下的燃油调节值应该是 0% 左右，正的燃油调
节值 --- 表示发动机控制模块正在增加燃油以补偿混合气过稀的状况。负的燃油调节值 ---
表示发动机控制模块正在减少燃油以补偿混合气过浓的状况。

若发动机控制单元检测到混合气过稀或过浓，长期燃油调节值超过 30% 达到 10 秒，则
设置故障码 P0171--- 燃油调节系统过稀或 P0172 燃油调节系统过浓。

喷油嘴电路故障代码 P0201/P0261/P0262
与喷油嘴相连的有两个管脚，分别是 12V 供电电压（与主继电器端相连）和 ECU 控制

端输入管脚（有 3.7V 左右的电压）。系统中各缸的喷油嘴由驱动芯片驱动，这种芯片通过
比较来自 ECU 的开关信号和驱动级输出端的实际电位，实现对驱动级的自诊断功能，且将
故障信息通知 CPU 内部的故障诊断模块。

可诊断出的故障类型有：对电源短路；对地短路，开路或断路。这三类的故障码都是
P0201，P0202，P0203，P0204 喷油嘴电路故障。

如 果 发 动 机 控 制 电 脑 ECU 检 测 驱 动 器 在 指 令 状 态 下 的 电 压 过 低， 将 设 置 P0261、
P0264、P0267、P0270。

如果发动机控制电脑 ECU 检测到驱动器在指令状态下的电压过高，将设置 P0262、
P0265、P0268、P0271。

油泵控制电路故障码 P0230
与油泵继电器相连的有四个管脚，分别是 12V 主继电器供电电源、ECU 控制端、点火

开关信号输入、继电器电压输出端。油泵继电器对控制端低电位有效，它由驱动芯片驱动。
这种芯片通过比较来自 CPU 的开关信号和驱动级输出端的实际电位，实现对驱动级的自诊
断功能，且将故障信息通知 CPU 内部的故障诊断模块。

这种驱动级开关打开时管脚对电源短路，关闭时对地短路，关闭时管脚开路或断路，这
三种故障类型的故障码为油泵继电器对地短路或开路 ---P0230

爆震传感器故障代码 P0324/P0325
与 KS 相连的两个管脚都是信号端。它安装于发动机的缸体上，在发动机不同的工况下

以不同的震动频率振动，并产生含有各种频率的电压信号。该信号在 ECU 中被放大、滤波、
整流、积分，最后将此爆震信号积分值与爆震基准值进行比较，如果此值超过一定的阀值，
则认为发生爆震，ECU 据此将延迟点火正时。当发动机的控制模块检测到严重的爆震时，将
延迟点火正时，直到点火爆震停止。

发动机在运行过程中将不断的进行零漂测试，电压补偿测试，脉冲测试，当控制模块检
测到爆震传感器电路测试的响应不正确时，将设置故障码爆震传感器模块性能 ---P0324

发动机运行过程中，如果爆震传感器工作正常，爆震传感器电压信号会在于转速对应的
上下限内波动，一旦信号电压超过阀值，则认为爆震传感器存在故障，如发动机损坏导致的
背景噪声异常增高，爆震传感器对地短路或开路导致背景噪声异常低的故障，则设置故障码
爆震传感器线路不良 ---P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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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轴位置传感器故障代码 P0336
曲轴位置传感器有两个管脚，都与 ECU 连接。故障码曲轴位置传感器信号不合理 --

-P0336，产生的条件：ECU 检测感知线圈多余 58 齿或少于 58 齿；曲轴每转一圈，ECU
未收到参考信号；参考信号频繁丢失。

凸轮轴位置传感器 P0340/P0342/P0343
与凸轮轴位置传感器相连的有三个管脚，分别是 12V 供电电压，信号端，接地端。凸轮

轴位置传感器将凸轮轴与曲轴位置关联起来，以便发动机控制模块可以判定喷油器可以向哪
个缸进行喷油。凸轮轴转动时，变磁阻转轮改变传感器内的磁体所产生的磁场，并通过信号
电路向发动机控制模块发送信号。凸轮轴位置传感器也可以判定那个气缸缺火。

发动机控制模块未检测到凸轮轴位置信号持续 1 秒以上，或发动机控制模块检测到来自
凸轮轴位置传感器信号，但脉冲数量小于或大于预计的曲轴转动一周应有的数量，将产生故
障码凸轮轴位置传感器故障 ---P0340

凸轮轴位置传感器信号电压始终过低，并发动机控制模块检测不到来自凸轮轴位置传感
器的脉冲将设置故障码凸轮轴位置传感器电压过低 ---P0342

凸轮轴位置传感器信号电压始终过高，并发动机控制模块检测不到来自凸轮轴位置传感
器的脉冲将设置故障码凸轮轴位置传感器电压过低 ---P0343

碳管控制阀故障码 P0443/P0444/P0445
与碳罐控制阀相连的两个管脚，一是 12V 主继电器供电电源，一是 ECU 控制端。碳罐

控制阀驱动级由驱动芯片控制，这种芯片通过比较来自 ECU 的开关信号和驱动级输出端的
实际地电位，实现对驱动级的自诊断功能，且能将故障信息通知 CPU 内部的诊断故障模块。

若控制端开路，且驱动级断开，则设置碳罐控制阀驱动级控制电路故障 ---P0443
若控制端对地短路，且驱动级断开，则设置碳罐控制阀驱动级控制电压过低 ---P0444
若控制端对电源短路，且驱动级接通，则设置碳罐控制阀驱动级控制电压过高 ---P0445

空调冷却风扇继电器故障码 P0480/P0481/P0482
与空调冷却风扇相连的有 3 个管脚，分别是 12V 供电电源，主继电器供电电源，ECU

控制端。
空调冷却风扇继电器信号端 ECU 低电位有效。空调冷却风扇继电器驱动芯片通过比较

来自 CPU 的开关信号和驱动级输出点的实际电位，实现对驱动级的自诊断功能且将故障信
息通知 CPU 内部的故障诊断模块。

若控制断脚对电源短路，且驱动级接通；控制端对地短路且驱动级断开；控制端开路，
且驱动级断开，三者出现其一，则设置故障码空调冷却风扇继电器控制电路故障 ---P0480/
P0481/0482

车速信号故障码 P0500/P0501

霍尔式车速传感器一般有 3 个端子，12V 电源；搭铁；信号端。ECU 把车速传感器产
生的频率信号转换成车速信号。

若发动机处于一定负荷与转速下，车速过小，则设置车速信号不合理故障 ---P0500/
P0501

怠速转速故障码 P0505/P0506/P0507
怠速控制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对发动机传递到离合器的输出扭矩不断的进行修正，来得

到稳定的怠速。在油门处于怠速位置且怠速控制成立时一直进行修正修正量表示的是一段时
间内为保证怠速转速与目标怠速值一致所增加或减少的目标扭矩调整量。而这部分的扭矩调
整量是 ECU 通过调节怠速执行器马达枢轴的位置，从而调节步进电机旁通的空气量来实现的。

假设修正量已经达到极限值，但怠速转速与目标怠速仍存在很大差距，这时很可能怠速
执行器存在故障，影响了怠速控制的效果。所以诊断模块是以怠速控制的修正量以及发动机
转速作为主要检测对象并判断故障的。

故障产生的条件是没有进气压力传感器故障，目标怠速大于怠速转速 150rpm，且修正
量达到极限，则设置故障码怠速转速偏于目标怠速值 ---P0505。此时应检查进气系统是否
堵塞，节气门体是否赃污，真空是否有泄露等。

怠速转速大大低于目标怠速值，同时修正量已经达到最高极限值，则设置怠速转速低于
目标怠速值 ---P0506

怠速转速大大高于目标怠速值，同时修正量已经达到最高极限值，则设置怠速转速高于
目标怠速值 ---P0507

怠速调节器故障码 P0508/P0509/P0511
怠速调节器有 2 个线圈，4 个管脚，都是信号端。两项步进电机驱动器通过改变两个线

圈极性来控制步进电机转子的角度位移。
若诊断模块检测到步进电机某一管脚对地短路，则设置故障怠速调节器控制电路过低 --

-P0508
若诊断模块检测到步进电机某一管脚对地开路，则设置故障怠速调节器控制电路过高 --

-P0509
若诊断模块检测到步进电机出项不合理故障，如一引脚短路，但另一引脚开路，则设置

故障怠速调节器电路故障 ---P0511

系统电压故障码 P0560/P0562/P0563
系统电压的明义电压是 12V，但在正常情况下实际电压值会在 9V~16V 之间变化。

ECU 对经过主继电器以后的系统电压进行采样，并根据采样值进行检测和诊断。若采样值低
于一个不太可能的值，若低于 2.5V，则被认为系统电压的采样电路上存在故障，使 ECU 得
到不合理的系统电压信号，将设置系统电压信号不合理 ---P0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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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氧传感器的作用

1）. 氧传感器的故障会产生如下影响
当氧传感器或线路有故障时，容易产生下列故障：①废气排放超标；②怠速不稳；③空

燃比不正确；④油耗上升。
氧传感器失效后，会使发动机怠速运转不稳，油耗增加，排气管冒黑烟。常见故障是氧

传感器因堵塞中毒而失效。
产生上述故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a、氧传感器的陶瓷硬而脆，用硬物敲击或用强烈气流吹洗都可能使其碎裂而失效。处

理时要特别小心，发现问题要及时更换。
b、氧传感器内部进入油污或尘埃等沉积物时，阻碍外部空气进入氧传感器内部，会使

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改变，不能正确修正空燃比。表现为油耗上升，排放浓度明显增加，此时
将沉积物除净就会使其恢复正常工作。

c、氧传感器中毒，尤其是在以前使用加铅汽油，使氧传感器铅中毒而失效。另外，氧
传感器发生硅中毒也是常有的事。汽油和润滑油中含有的硅化合物燃烧后生成的二氧化硅，
硅橡胶密封垫圈使用不当散发出的有机硅气体，都会使传感器失效。因此，要使用质量高的

若 2.5V ＜系统电压采样值＜ 10V，则设置系统电压过低 P---0562
若车速传感器无故障，车速大于 25km/h，系统电压采样值大于 16V，则设置系统电压

过高 ---P0563

空调压缩机继电器故障码 P0645/P0646/P0647
与空调压缩机继电器相连的管脚分别是 12V 供电电压端，12V 主继电器供电电源，控

制信号端。空压机的控制信号低电位有效。空压机继电器有驱动芯片驱动，这种芯片通过比
较来自 CPU 的开关信号和 ECU 级输出端的实际电位，实现对内部电位的自诊断功能，且能
将故障信息通知 CPU 内部的故障诊断模块。

驱动芯片检测到的控制信号端开路或断路，且 ECU 内部驱动级断开则设置故障空压机
继电器控制电路故障 ---P0645

控制信号端对地短路，且 ECU 内部驱动级断开则设置故障空压机继电器控制电压过低
故障 ---P0646

控制信号端对电源短路，且 ECU 内部驱动级接通则设置故障空压机继电器控制电压过
高故障 ---P0647

燃油和润滑油。修理时要正常选用和安装橡胶胶垫，传感器上涂制造厂规定使用的溶剂和防
粘剂等。

d、对于加热型氧传感器，如果加热器电阻烧蚀，很难使传感器达到正常工作温度而失
去作用。一般加热电阻的阻值为 5 ～ 7Ω，如果电阻值为无穷大，则应更换传感器。

2）氧传感器的就车检查
①外观法。通过观察氧传感器的颜色，可简易判断氧传感器的故障。
a、淡灰色顶尖，是氧传感器的正常颜色。
b、白色顶尖，由硅污染造成的，此时必须更换氧传感器。
c、棕色顶尖，由铅污染所致。
d、黑色顶尖，由积炭造成。在排除发动机积炭故障后，一般可以自动清除氧传感器上

的积炭。
氧传感器有加热式（三线式）和非加热式（单线式）两种。对于加热式，应检查其加热器电阻。
②氧传感器电阻的检查。其检查方法是：拔下氧传感器的线束插头，用万用表测量其接

线端中加热器的两根接线柱之间的电阻，其值应为 4 ～ 40Ω。否则应更换氧传感器。
③氧传感器电压的检查。在接线良好时，使发动机处于工作温度并高怠速运转，用内阻

大于 10MΩ 的数字式万用表测量氧传感器的输出电压。良好的传感器，电压应在 0 ～ 1V 之
间切换。如果电压保持 0V 和 1V 不变，则反复使发动机转速升高或下降，此时若测得的电
压仍为 0V，则传感器已坏。若测得电压为 1V 左右但不切换，可拆去制动器的真空助力软管，
真空大量泄漏后混合气变稀，此时若产生电压切换则传感器良好，否则，说明氧传感器发生
中毒，应予以更换。

氧化钛式氧传感器会发生中毒等故障，在采用上述方法检测时，良好的氧传感器输出端
的电压应以 2.5V 为中心上下波动，否则可拆下氧传感器并暴露在空气中，冷却后测量其电
阻值。若电阻值很大，说明传感器是好的；否则，传感器已损坏，应予以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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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码：P0300 
定义：检测到发动机失火 
诊断故障码的条件：1、未设置节气门位置，进气歧管压力，发动机冷却液温度，曲轴位置，

空气流量，车速传感器诊断故障码  2、发动机转速在 550-4500 之间  3、系统电压在 9-18V
之间   4、发动机冷却液温度 ECT 指示发动机温度在 20-120℃之间  5、节气门角度稳定

设置故障码的条件：1、动力系统控制模块探测出的曲轴转速变化指示缺火足以导致三
元催化转换器损坏或排放超过法定标准

设置故障码后采取的行动：1、动力系统控制模块在诊断系统运行并失败的第二次测试中，
打开故障指示灯 2、若配置牵引力控制动力系统模块将通过串行数据电路指令电子控制牵引
力控制模块断开牵引力控制，并且电子制动牵引力控制模块点亮 TRACTION OFF 牵引力断
开指示灯  3、当诊断故障码设置为冻结帧状态和故障记录数据时，动力系统控制模块将储存
所存在的状态

清除故障码的条件：1、在诊断程序运行并通过的第三次连续行程中动力系统控制模块
将关闭指示灯  2、在 40 个连续无故障码预热循环后则清除历史故障码 3、诊断故障码可用
故障码诊断仪清除

3.6 RED BOX 功能

“现代”车型故障码定义，设置条件，清除
故障码：P0325 
定义：爆震传感器 KS 电路 
诊断故障码的条件：1、未设置节气门位置传感器、车速传感器、曲轴箱位置、空气流

量或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诊断故障码 2、发动机转速介于 1000-4000r/min 3、节气门角度超
过 15%  4、发动机负荷超过 45%  5、发动机冷却液温度 ECT 超过 60℃  6、最大点火角滞
后小于 15℃  7、系统电压高于 9V

设置故障码的条件：1、动力系统模块探测到爆震传感器集成诊断电路的故障不允许爆
震传感器电路的正常诊断  2、以上的情形坚持至少 30S

设置故障码后采取的行动：1、动力模块将不点亮故障指示灯  2、当诊断故障码仅作为
故障记录数据设定时，动力系统控制模块将存储出现的状况该信息将不存储为冻结故障状态
数据  3、动力系统控制模块在爆震可能发生的条件下，使用点火延迟计算值尽可能避免爆震
的情况的出现（计算值根据发动机转速和负载变化）

清除故障码的条件：1、在 40 个连续无故障码预热循环后则清除历史故障码   2、诊断
故障码可用故障码诊断仪清除  3、断开动力系统控制模块的蓄电池供电电路可以清除故障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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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码：P0230 
定义：燃油泵继电器控制电路 
诊断故障码的条件：1、点火开关接通 2. 系统电压在 9-18V
设置故障码的条件：1、动力系统控制模块探测到燃油泵继电器控制电路的电器故障 2. 该

状况存在小于 1S
设置故障码后采取的行动：1、动力系统控制模块将不点亮故障指示灯 2、当诊断故障码

仅作为故障记录数据设定时，动力系统控制模块将存储出现的故障信息将不存储为冻结故障
状态数据

清除故障码的条件：1、在 40 个连续无故障码预热循环后则清除历史故障码 2、诊断故
障码可用故障码诊断仪清除 

故障码：P0201 ( 故障码 P0201-p0206 分别对应第一至第六缸喷油器，设置故障码的
条件和诊断说明都相同 ) 

定义：一缸喷油器控制电路开路 
诊断故障码的条件：点火开关接通设置故障码的条件：1、在喷油器驱动电路上检测到

电压电平不正确 2、上述状况超过 30S
设置故障码后采取的行动：1、在第二持续行程中，如果诊断测试已进行但失败，则动

力系统控制模块将使故障 MIL 灯亮 2、当诊断故障码设置为冻结故障状态和故障记录数据时，
动力系统控制模块将存储所出现的状态 3、如果确定失火，它会损坏催化剂，动力系统控制
模块将闪亮故障指示灯

清除故障码的条件：1、在第三持续行程中，如果诊断测试已进行且通过，则动力系统
控制模块将使故障码指示器灯熄灭 2、在 40 个连续无故障码预热循环后则清除历史故障码 3、
诊断故障码可用故障码诊断仪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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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码：P0113
定义：歧管绝对压力传感器 MAP 电路电压过高 
诊断故障码的条件：1、当前没有活动的发动机冷却液温度，空气流量计或车速传感器

故障码 2、车速超过 56KM/H 3、空气流量低于 12g/s 4、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超过 60℃（140F）
5. 发动机至少已运行 3min 

设置故障码的条件：1、进气温度信号电压指示进气温度低于—37℃（—35F） 2、上
述状况存在至少 20 秒 

设置故障码后采取的行动：1、在第二持续行程中，如果诊断测试已进行但失败，则动
力系统控制模块将使故障 MIL 灯亮 2、当诊断故障码设置为冻结故障状态和故障记录数据时，
动力系统控制模块将存储所出现的状态 3、如果确定失火，它会损坏催化剂，动力系统控制
模块将闪亮故障指示灯 

清除故障码的条件：1、在第三持续行程中，如果诊断测试已进行且通过，则动力系统
控制模块将使故障码指示器灯熄灭 2、在 40 个连续无故障码预热循环后则清除历史故障码 3、
诊断故障码可用故障码诊断仪清除

故障码：P0112 
定义：歧管绝对压力传感器 MAP 电路电压过高 
诊断故障码的条件：1、当前没有活动的发动机冷却液温度，空气流量计或车速传感器

故障码 2、发动机运行超过 10 秒 3、车速超过 40KM/H 
设置故障码的条件：1、进气温度信号电压指示进气温度超过 135 摄氏度 2、上述状况

存在至少 20 秒
设置故障码后采取的行动：1、在第二持续行程中，如果诊断测试已进行但失败，则动

力系统控制模块将使故障 MIL 灯亮 2、当诊断故障码设置为冻结故障状态和故障记录数据时，
动力系统控制模块将存储所出现的状态 3. 如果确定失火，它会损坏催化剂，动力系统控制模
块将闪亮故障指示灯 

清除故障码的条件：1、在第三持续行程中，如果诊断测试已进行且通过，则动力系统
控制模块将使故障码指示器灯熄灭 2、在 40 个连续无故障码预热循环后则清除历史故障码 3、
诊断故障码可用故障码诊断仪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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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码：P0108
定义：歧管绝对压力传感器 MAP 电路电压过高
诊断故障码的条件：1、没有节气门位置传感器诊断故障码出现 2、系统电压大于 9V 3、

发动机已经运行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由启动冷却液温度决定，时间长度从低于 -30℃时的 2
分钟到超过 30℃时的 1 分钟之间变化 4、如果发动机转速低于 900，节气门开度小于 2% 5. 如
果发动机转速高于 3000，节气门开度小雨 30% 

设置故障码的条件：1、歧管绝对压力传感器信号大于 91.8KPa 或者 4.3V
设置故障码后采取的行动：1、在第二持续行程中，如果诊断测试已进行但失败，则动

力系统控制模块将使故障指示器灯亮 2、当诊断故障码设置为冻结故障状态和故障记录数据
时，动力系统控制模块将存储所出现的状态 3、如果确定失火，它会损坏催化剂，动力系统
控制模块将闪亮故障指示灯 

清除故障码的条件：1、在第三持续行程中，如果诊断测试已进行且通过，则动力系统
控制模块将使故障码指示器灯熄灭 2、在 40 个连续无故障码预热循环后则清除历史故障码 3、
诊断故障码可用故障码诊断仪清除

故障码：P0107
定义：歧管绝对压力传感器 MAP 电路电压过低
诊断故障码的条件：1、没有节气门位置传感器诊断故障码出现   2、系统电压超过 9V  3、

发动机运行中 4、怠速速度稳定 5、如果发动机转速低于 1000r/min，节气门开度大于 0% 6、
如果发动机转速高于 1000r/min，节气门开度大于 0% 

设置故障码的条件：气管绝对压力传感器信号电压低于 12.1kPa 或 0.1V 
设置故障码后采取的行动：1、在第二持续行程中，如果诊断测试已进行但失败，则动

力系统控制模块将使故障指示器灯亮 2、当诊断故障码设置为冻结故障状态和故障记录数据
时，动力系统控制模块将存储所出现的状态 3、如果确定失火，它会损坏催化剂，动力系统
控制模块将闪亮故障指示灯 

清除故障码的条件：1、在第三持续行程中，如果诊断测试已进行且通过，则动力系统
控制模块将使故障码指示器灯熄灭 2、在 40 个连续无故障码预热循环后则清除历史故障码 3、
诊断故障码可用故障码诊断仪清除



- 206 - - 207 -

3.7 常见国产车系诊断方法

国产车型的电控系统比较单一，一般都可以在其他车型上找到相对应的诊断软件。因此，
用户如果发现新车型无法诊断可以尝试使用已有的车型的相关系统进替代进行诊断。现在提
供车辆，系统，及所采用电控系统厂家对应列表。
系统 型号 车型
发动机 西门子 JEEP2500/ 江铃陆风 /；柳州五菱

西门子 EOBD 柳州五菱
德尔福 JEEP2500/ 新天地 / 新大地 / 大迪汽车 / 东风风行 / 东风小康 / 哈飞汽车
德尔福欧 II 北汽福田 / 绵阳新晨 / 江淮瑞风 / 双环汽车 / 天马汽车
德尔福欧 III 北汽福田 / 绵阳新晨长丰猎豹 / 大迪汽车 / 丹东曙光东风风行 / 东风小康
德尔福 OBD 东风风行 / 哈飞汽车
德尔福 EOBD 绵阳新晨 / 丹东曙光 / 东南汽车 / 华晨汽车 / 双环汽车
德尔福 MT20U 哈飞汽车
联电 M797 北汽福田 / 大迪汽车 / 东南汽车 / 奇瑞 / 上海华普
联电 M154 上海华普
联电一代 长城汽车 / 丹东曙光 / 东风风行 / 哈飞汽车 / 昌河铃木 / 昌河汽车
联电二代 长城汽车 / 奇瑞 E5
联电 EOBD 浙江豪情
马瑞利单点 北汽福田 / 长城汽车 / 丹东曙光 / 福州汽车 / 华晨汽车 / 奇瑞 / 天津一汽
马瑞利多点 大迪汽车 / 华晨汽车 / 南汽新雅途 / 奇瑞
马瑞利 491 华晨汽车 / 田野汽车 / 扬子皮卡
马瑞利两阀电喷 奇瑞
摩托罗拉一代 柳州五菱 / 奇瑞 / 北汽福田
摩托罗拉二代 柳州五菱
柳机 465 电控系统 奇瑞
日本大发 柳州五菱
丰田系统 北汽福田 / 华晨汽车 / 丰田
日立 昌河铃木 / 昌河汽车
电装 昌河铃木 / 昌河汽车 / 长安汽车
航天三菱 长城汽车
三菱系统 长丰猎豹 / 大迪汽车 / 丹东曙光 / 东风风行 / 三菱
BOSCH M7 长安汽车
BOSCH M154 长安汽车

安全气囊 锦恒安全气囊 JEEP2500/ 哈飞汽车 / 华晨汽车 / 长城 / 中兴
VDO 安全气囊系统 长安铃木
DANSO 安全气囊 长安铃木
东风风行安全气囊 东风风行
三菱安全气囊 东风风行
西门子安全气囊系统 东风小康
西门子单气囊 + 双预拉紧安全带系统 华晨汽车
西门子双气囊 + 双预拉紧安全带系统 华晨汽车
奥托立夫安全气囊 华晨汽车 / 标志 206CC
阁瑞斯 V-TO-A 安全气囊 华晨汽车
东方久乐安全气囊 江淮瑞风
韩国现代 江淮瑞风
HAE2 安全气囊 奇瑞汽车
HAE3 安全气囊 奇瑞汽车
德尔福系统 大迪汽车 / 东风风行 / 南汽新雅途 / 奇瑞
三菱系统 东风风行 / 哈飞汽车
万都系统 哈飞汽车 / 柳州五菱
锐驰系统 华晨汽车
SABS 系统 华晨汽车 /
韩国现代 奇瑞江淮瑞风
S504-ABS 奇瑞江淮瑞风
4 驱 ABS 奇瑞江淮瑞风
亚泰 ABS 力帆汽车 / 双环
BOSCH 模式 上海华普
KWP 模式 上海华普
BOSCH 8.0ABS 浙江豪情

AT 系统 国产 东风风行
德尔福 江淮瑞风

4 驱系统 TCCM 系统 江淮瑞风
智能控制开关 magnus ISU 奇瑞汽车

Atech ISU 奇瑞汽车
仪表面板 西门子仪表板系统 奇瑞汽车

ATECH 仪表板系统 奇瑞汽车
智能扭矩系统 奇瑞汽车

实耐宝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福州路318号浦汇大厦2001-2005室

电话：021-63912388  传真: 86-21-63912382

公司官网：www.snapon.com.cn

嘉兴销售展示中心
地址：嘉兴市中环南路999号天德汽配城6幢6-23号商铺

座机：0573-82869856

成都销售展示中心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593号万贯五金机电城金府银座7栋6号

座机：028-87618810

盐城销售展示中心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开放大道24号蓝点工具

座机：0515-81602218

武汉销售展示中心
地址：武汉市硚口区古田四路288号常码大厦1楼6-2号铺

座机：027-83331006

泉州销售展示中心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海西汽配城1栋13号

座机：0595-22865982

南京销售展示中心
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南汽配城17栋101室

座机：025-52265431

实耐宝工具仪器(昆山)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同丰东路500号

电话：0512-57708282

实耐宝工具制造（浙江）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闻堰镇亚太路1879号

电话：0571-82305111

重庆销售展示中心
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金渝大道89号线外花园19号商铺

座机：023-88790566

长沙销售展示中心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星沙中南汽车世界L10栋105-106

座机：0731-82758782

苏州销售展示中心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太平北路111号太仓森茂汽车城5栋103A号

座机：0512-53577933

太原销售展示中心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建设南路412号一层8-9号

座机：0351-8367701

南昌销售展示中心
地址：南昌市灌婴路666号宝源综合大市场C3-9、26-28号

座机：0791-86533600

哈尔滨销售展示中心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285号-1-1层

座机：0451-82735298

深圳销售展示中心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74区怡园路5153号

座机：0755-29952681

常州销售展示中心
地址：江苏常州武进高力汽博城G01栋129-132

座机：0519-88058068

销售服务热线：400-820-3962
红盒子诊断仪技术支持热线：400-630-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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