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控汽车
容易忽视的
● 文/上海 李明诚

1．未进行常规检查就检测
ECU
首先来看一个维修实例。一辆2001
款捷达C I X轿车，装备A T K型发动机和
手动变速器，已经行驶20万km。每天早
晨冷机启动2~3s内发动机怠速抖动十分
严重，最低怠速达到400r/mi n，有时会
熄火。经过2~3s后故障现象逐渐消失，
而且一天之内不再出现类似的故障，若
重新启动发动机，这一故障现象也不会
出现。维修人员采用故障诊断仪读取了
故障代码，检测了冷却液温度传感器，
查阅了电路图，清洗了节气门体、进气
歧管、进气门和喷油器，更换了曲轴位
置传感器和点火开关总成，打磨了所有
的搭铁点，前后折腾了2个月时间，故

障仍然没有彻底排除。无意之中发现，

确的，但是也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

在更换了机油和机油滤清器之后，故障

一个极端，即忽视对汽车进行基本的、

现 象 有所 减 轻 。 于 是彻 底 清 洗 润 滑系

常规的检查。事实证明，先进行常规检

统，更换液压挺柱，故障才被排除。分

查，对于避免面对简单故障而走大弯路

析原因，是由于液压挺柱磨损漏油，汽

是十分有效的。

车放置一夜后，液压挺柱内的机油泄漏

汽车任何控制系统的正常工作必

太多，在早晨冷机启动2~3s内来不及补

须依赖于一个正确的平台，例如，传感

充，使其长度缩短，造成进气门的升程

器、执行器和E C U再精密，如果汽缸压

变短，进气不充分，因而发动机的怠速

缩压力过低，混合汽不能充分压缩，整

过低，甚至熄火。当发动机运转几秒钟

台发动机就无法正常工作。如果燃油系

后，或者重新启动一次，液压挺柱充满

统的燃油压力过低，燃油的供给量就无

了机油，所以故障现象慢慢消失。

法满足汽车运行的需要等等。因此，在

这是一个典型的没有首先进行常规
检查而使维修过程发生大周折的例子。

进行故障诊断时，一定要首先监测并确
认这些基础平台是符合标准的。

目前有的汽车维修人员形成了一种思维

常规检查主要是针对机械系统、真

定 式 ，一 接 手 故 障 车就 连 接 故 障 诊断

空系统、排气系统和液压系统，包括压

仪和读取数据流，这在有的情况下是正

缩比、真空密封、火花塞积炭、排气系

专·家·点·评
本案例特点是打了一场有准备之

压力传感器G294安装在制动真空助力器

力30mbar；帕萨特车接通压力60mbar，断

仗。装备自动变速器的大众/奥迪轿车同

上，发动机控制单元J220根据G294信号

开压力43m b a r；接通与断开之间的压力

时装备制动助力真空泵，作者对该装置

控制真空泵继电器J569，最终控制真空

差，用来防止真空泵频繁接通。

进行一番研究，然后轻松排除2例故障，

泵V192；奥迪车接通压力50mbar，断开压

第1例故障是V192不工作，故障码

本文是一篇理论指导实际的好文章。我

是“17887-制动系统有真空故障”，

们对该装置再归纳一下：①作用。在暖

这是因为J220发出真空泵转动指令，

机快怠速工况和负荷(挂入挡位、转向、

而V192由于故障无法转动，踏下制动

使用空调、打开大灯等)快怠速工况时，

踏板20s后压力降不到30m b a r，所以记

由于节气门开度较大，进气歧管压力会

忆了该故障，真空泵最长转动约20s的

比正常怠速时高，真空泵的作用是弥补

设计思想是保护其不过载损坏。第2例

因进气歧管真空度降低，而带来的真空

故障是V192工作，故障码仍是17887，

助力器的助力作用降低。②组成。如图

V192转动使进气歧管压力降低，踩制

2所示，包括发动机控制单元J220、压

动踏板动随之压力升高，而J220并未收

力传感器G294、真空泵继电器J569及熔

到踏板开关F47信号，所以也认为制动

丝、真空泵V192及熔丝、真空管路、单
向阀、制动踏板开关F47。③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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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制动助力真空泵组成示意图

系统有真空故障。
（编辑 钟永刚）

统是否堵塞以及线束、插接器的连接是
否可靠等。因为电脑故障诊断仪对于检
测上述机械系统的故障是无能为力的，
其软件对这部分故障也不设置故障码，
所以需要采用传统的方法，遵循“先易
后难、由表及里”的原则进行检查。实
践 证 明， 线 束 、 插 接器 、 搭 铁 线 等断
路、短路及接触不良之类的“软故障”
占有相 当大的比重。 E C U出现故障的
几率很小，汽车每行驶10万k m E C U的
故障大约占总故障数的千分之一。因此
在多数情况下，排查电控系统的故障主
要是检测传感器、执行器、插接器和线
束，只有在确认这些元器件正常之后，

2．只注重发动机信号而忽视
底盘信号
在维修实践中，有的汽修人员只
注重进气量、节气门位置和冷却液温度
这几个发动机信号，或者就事论事地检
测故障代码提示的那个传感器的信号，
而没有对底盘部分的信号给予足够的关
注，其实不少底盘信号参数为多个电控
系统所采用，而且相互关联，因此千万
不可忽视。

1

发动机转速

2

进气量

节气门位置(TP)

5

冷却液温度

车速
车轮转速

7

制动信号

8

空调器

动作，换挡阀移动就会改变换挡离合器
和制动器的油路，从而实现自动换挡。

3．只使用故障诊断仪而忽视
通用仪器的作用
在过去，维修人员习惯于使用通用

信号、冷却液温度信号以及底盘部分的

视通用测试仪器的趋势。其实电脑故障

车速信号、空调器信号、变速杆位置信

诊断仪在读取数据流时反应比较慢，对

号、ABS信

间歇性故障也未必能检测到。因此，对

号 、 制 动

于采用何种检测仪器合适，需要根据具

信号等。发

体情况灵活运用。

涉及的控制系统
发动机电喷系统(EFI)、自动变速器、空调系统

动机启动以

例如车速传感器输出的是一种脉冲

后，当变速

信号，检测发动机E CU连接器S P D端子

修正喷油脉宽、E G R、燃油蒸汽回收、自动变速

杆拨到前进

上的车速脉冲信号时，一定要使用指针

器(控制换挡时刻、强制降挡和离合器锁止、空调

挡位置时，

式万用表，不可使用数字式万用表。这

压缩机切断、巡航控制、ABS/ASR

自动变速器

是因为数字式万用表采用模拟控制，无

ECU依据

法快速采集和显示车速信号的变化，容

切断、自动变速器、空调系统

行驶模式开

易使检测工作走入误区。如果没有指针

发动机电喷系统(EFI)、自动变速器、转向助力系

关选择的换

式万用表，可以使用发光二极管串联一

统、电子主动悬架系统、巡航系统、冷却风扇、

挡规律，并

个300Ω电阻代替，然后通过观察发光

且根据节气

二极管的闪烁状态来判断有无车速脉冲

门开度和车

信号。

喷油量、点火正时、燃油箱通气

喷油正时和点火正时、怠速转速控制、减速燃油

超速断油、组合仪表
6

止液力变矩器。电磁阀控制换挡阀做出

目前动辄搬出电脑故障诊断仪，大有忽

喷油脉冲宽度、低温启动加浓、修正冷启动时的
4

制指令，控制换挡执行机构换挡或者锁

牵涉到发动机的转速信号、节气门位置

点火正时、加速性能、急减速断油、断油清缸、
3

液力变矩器时，CPU便向电磁阀发出控

仪器检测电控汽车，如万用表等，但是

表1 电控汽车的主要信号及其影响范围
信号名称

参数一致并且确定升挡或降挡以及锁止

以自动变速器的自动控制为例，它

再考虑ECU是否存在故障。

序号

和控制开关信号与最佳换挡参数或锁止

ABS、ASR、轮胎气压智能监视系统
发动机电喷系统(EFI)、自动变速器、电子主动悬
架系统、巡航系统

速等信号自

当然，在许多情况下，使用专用测

发动机电喷系统(EFI)、自动变速器

动控制变速

试仪器更加有效。目前市面上已经出现

器的换挡时

了多种专用不解体检测诊断设备，例如

机和液力变矩器的锁止时机。车速传感

喷油器快速探测器、氧传感器分析仪、

器、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和控制开关信号

蓄电池测试仪、遥控器测试仪、熔丝电

随时输入自动变速器E C U，其输入回路

流测试仪等，这些专用仪器为不解体检

和模/数转换电路对这些信号进行处理，

测电控汽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维修人

转换成CPU能够识别的电信号，CPU按

员要善于加以利用。

常规检查的内容和步骤包括以下几
点：
⑴启动发动机或进行路试，验证托
修人提出的故障及现象。
⑵直观检查导线的连接是否牢固，
有无擦伤、破损或割断。
⑶测试发动机的汽缸压缩力、燃油
压力、点火能量等。
⑷检查进气系统有无真空泄漏，真空
软管是否连接正确，有无压折和破裂等。
⑸检查和调整发动机的点火时刻。

照一定的频率对其进行采样，并将采样

例如：红外线测温仪就是一种很有

信号与预先存储在只读存储器ROM中的

效的专项测试仪器，它适宜应用在下列

换挡参数进行比较运算或逻辑判断，从

场合。

而确定是否换挡和锁止液力变矩器。当

⑴若怀疑冷却液温度传感器损坏，

采样得到的车速信号、节气门开度信号

可以采用红外线测温仪测试冷却系统的
温度，并且与故障诊断仪的数据流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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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分析，这样故障诊断的效果倍增。
⑵对于尾气H C含量偏高的故障，

降，所以用试灯进行动态测试比采用万
用表测量更加准确。

⑵轮速传感器气隙的调整
有的车型的轮速传感器气隙不能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远红外测温仪测量三

此外，若发生与混合汽浓度有关

调整，有的车型能够调整，其调整方法

效催化转化器入口处和出口处的温度。

的故障，应当使用尾气分析仪检测发动

是：升举汽车，拆下车轮和制动钳，旋

发动机电控系统工作正常时，三效催化

机的尾气成分。在排除故障过程中，若

松传感头的固定螺钉，通过制动器挡泥

转化器的工作温度在400~800℃，怠速

将解码器、示波器及故障模拟器配合使

板孔拆下传感头，清除其表面的赃物，

时三效催化转化器出口处的温度比入口

用，往往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刮 净 传感 头 端 面 ， 然后 在 传 感 头 端面

处的温度高约10%，若出口温度过高，

4．只专注维修检测而忽视人
工调整

上粘贴一张纸垫片(注明是哪一个车轮

说明混合汽过浓、点火系统缺火或者电
控系统有故障，造成三效催化转化器的
负担过重。如果在正常工作温度状态下
催化转化器入口和出口处的温度没有差
别，说明尾气中HC含量偏高的原因是三
效催化转化器失效。
⑶测量加热型氧传感器，应在刚启
动时立即测温，并且与氧传感器附近的
排气管温度比较，如果温度相同，说明
氧传感器的加热电路或者氧传感器的加
热元件损坏。
⑷测 量E G R阀 。发动 机中 速运转
时，EG R阀与进气歧管连接处的温度应
当高于进气歧管其他部位的温度，否则
说明EG R阀或者真空控制线路、控制电
路有故障。
⑸“缺缸”检查。用远红外测温
仪测量各缸火花塞，不工作汽缸的火花
塞温度会比其他缸火花塞的温度要低一
些。

测，找到故障部位，然后更换损坏的部
件就可以了，无须进行什么调整，其实
不能够一概而论，有的车型的若干部位
还是需要调整的。

⑴混合汽(CO含量)调整
一汽 大众宝 来、奥迪 A6等 轿车的
怠速转速和混合汽(C O含量)是不能调
整的，其中怠速转速由节气门控制器及
DLS功能调至规定值，CO含量由氧传感
器调至规定值。而福特嘉年华轿车发动
机的怠速由PCM通过怠速步进电动机控
制节气门的开度来实现，也不能人为调
整。一般来说，采用自适应氧传感器控
制的车型，会取消CO调节电位计。
但是，并不是所有轿车的怠速转速
和混合汽(CO含量)都不需要调整。采用
翼片式空气流量计的车型，用C O调节
螺钉来调整发动机怠速时的空燃比(C O

又如在检查电路尤其是检查电源
线和搭铁线时，许多人习惯于使用万用
表，通过测量电压和电阻进行判断，但
是这样的检测只是静态的，无法准确地
判定故障部位。比较理想的检测方法是
利用有负载的LED测试灯验证，而不仅
仅用万用表检查。如检测点火线圈的供
电时，有时用万用表静态测量其电压，
能够达到蓄电池的电压值，但是在汽车
运行时由于负荷增大，可能无法达到正
常的电压。这是由于线路接触不良，导
致接触电阻增大引起的。因此，最好用
试灯进行有负荷测试，如果线路接触不
良或者接触电阻过大，试灯的亮度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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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维修电控汽车只需要检

含量)，CO调节螺钉位于旁通气道上。
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翼片与外壳之间
逐渐积垢，引起漏气量发生变化，从而
产生读数漂移误差。试验证明，每行驶
8000km，流量读数变化大约1m3/h，空
气流量小(特别是怠速范围)时的漂移误
差比较明显。为了提高进气量的测量精
度，翼片式空气流量计需要通过调整螺
旋弹簧预紧力来校正全负荷转角，通过
CO调节螺钉校正怠速转角，然后在专用
试验台上逐台校正与空气流量相对应的
电压值，使翼片转角与信号电压达到精
确的匹配，如果CO调节螺钉调整不当，
会引起发动机动力下降和油耗增加。

的)，纸垫片的厚度大约1.1~1.3mm，拧
松传感器支架衬套的固定螺钉，旋转衬
套，给固定螺钉提供一个新的锁止凹痕
面。通过制动器挡泥板孔将传感头装进
支架衬套里，确认纸垫片已经贴在传感
头端面上，并在整个安装过程中不掉落
下来，然后连接好传感器的导线，再推
动传感头向传感器齿圈的顶端移动，直
到纸垫片与齿圈接触，保持此状态，用
2.4~4.0N·m的扭矩拧紧固定螺钉，使
传感头定位。重新装好车轮和制动钳，
放下汽车，进行路试。在汽车行驶过程
中，随着传感器齿圈的旋转，纸垫片会
慢慢灭失，轮速传感器的正确气隙就这
样形成了。

⑶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的调整
例如更换丰田大霸王(P R E V I A)汽
车的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时，不能简单地
把它紧固在初始位置上了事，还应按规
定进行调整，否则将造成发动机运转不
稳，汽车低速行驶时“犯闯”。调整的
方法和步骤是：
①松开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的2个固
定螺钉，在节气门止动螺钉和止动杆之
间插入0.83mm的厚薄规。
②将电阻表连接在传感器的IDL(怠速
触点)和E2端子之间，顺时针方向慢慢转动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直至电阻值为0。
③再拧紧传感器固定螺钉，最后检
查IDL和E2端子之间的导通性。
注意：节气门体上的限位螺钉是用来
防止节气门卡死的，不要随意调动，更不
能用它来调整发动机怠速转速的高低。
(实习编辑 尹鸿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