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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通用雪佛兰乐风

一汽奔腾B50

单碟CD进碟不畅

发动机故障灯亮

故障现象：一辆雪佛兰乐风，CD机进
出碟不畅。
故障诊断与排除：拆开机壳以及面

辆后，发动机故障灯报警，但行驶过程中

出现频率很低。经过清洗节气门，更换燃

车辆没有异常。

油、燃油泵、燃油滤清器、活性碳罐、空

时滚轮橡胶与光碟接触不良，滚轮无法平

发现发动机故障灯报警。路试车辆，未发

稳地将碟片从机芯内带出，或将光碟平稳

现车辆有不正常的情况出现。

方法，可解决此故障。
1.将薄双面胶粘在光碟上，粘贴宽度
为盖住中心孔为宜(图2)。
2.通过光碟上的双面胶，将滚轮上
的灰尘粘走。具体操作如下：在开机状态
下，将贴了双面胶的光碟放进CD机入碟
口，手持光碟来回拖动(一定要牢牢捏住光
碟，千万不能松手)，模拟进出碟，循环10
次。在此过程中LCD会显示读碟错误，属
于正常现象。

元无故障代码储存。试车发现车辆怠速或
低速行驶(10～40km/h)偶尔会熄火，但

故障诊断与排除：启动发动机检查，

经过实践总结出一套简单有效的解决

故障诊断与排除：经检测各控制单

故障现象：一辆奔腾B50凉车启动车

板，发现机芯滚轮沾有灰尘(图1)，出入碟

地送入机芯内。

故障一点通

气流量计后，偶尔熄火的现象仍然没有解
决。
读取发动机30—36组数据，未见明

用诊断仪调取故障码是P0411，含义

显异常。打磨发动机控制单元供电、接地

为二次空气泵溢流故障。由于故障指示明

线，检查燃油泵、进气温度传感器、冷却

确，直接按照标准检测方法检查组合阀。

温度传感器等插头，均正常。未见进水、

1.从二次空气泵侧拆下压力软管；

受潮、腐浊等不正常现象。仔细观察空气

2.用轻微的压力将空气吹入组合阀的

流量计插头，发现空气流量计插头针脚虚

压力软管中，此时，组合阀必须闭合；

接。
挑出针脚，发现针脚弹簧片没有压

3.用较大的压力将空气吹入组合阀的
压力软管中，组合阀必须打开；
4.如果组合阀一直闭合或持续打开，
则需更换组合阀。
检 测 发 现组 合阀 损坏 ( 图 3) ，造 成 溢
流。更换组合阀，试车故障排除。

紧，重新压紧弹簧片，将空气流量计针脚
插到位，试车，故障没有出现。跟踪观察
一个月，车辆偶尔熄火的现象没有再出
现。
维修小结：如果空气流量计针脚接触

3.清洁完毕后，取一张好的光碟，检

维修小结：在这次维修中，通过执行

不良，发动机电子控制单元里可能会记录

验清洁效果。若仍存在轻微卡碟或出入碟

标准检查简化了检查过程。与其他车进行

空气质量计(G70)信号太小、增压器/节气

不顺畅情况，可重复第2步操作，直到出入

比较，工作正常的车辆的组合阀可用嘴吹

门的连接压力下降的故障信息，但也有可

碟情况恢复正常。(文/傅千里)

通，而此车的组合阀无法吹通。拆下组合

能什么故障记录都没有。(文/刘庆国)

阀检查，发现阀体内部已生锈，造成阀体
卡滞，产生故障。在维修的过程中，我们

东风本田CRV

必须明白系统的工作原理，熟悉功能原件

发动机怠速不稳

的工作条件，运用便捷的方法解决车辆故
障。(文/李绪月)

故障现象：一辆2006款手动挡2.0L
CRV，行驶里程34000km。客户反映该车
有时怠速不稳。
故障诊断与排除：经试车确认，该
车在空挡滑行下坡时，在发动机怠速在
800～1500r/min之间上下波动。在原地打
方向时，转速同样来回波动。与司机交流

图1 机芯滚轮沾有灰尘

得知，该车前段时间刚清洗过节气门。
考虑到此车清洗节气门后出现故障，
所以再次检查节气门，发现节气门阀板边
缘处的黑色物质被当成积炭清洗掉了，导
图3 损坏的二次空气组合阀

致节气门漏气。
更换节气门体后，故障排除。

上海大众途安
发动机偶尔熄火
故障现象：一辆1.8L自动挡途安，低
图2 将光碟上粘上双面胶

速行驶或等红灯时，偶尔会熄火。

维修小结：节气门体处有一层黑色物
质，起密封作用，在清洗时切记不要当成
积炭清洗掉，否则会导致节气门漏气，引
发怠速不稳。(文/谭善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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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现代瑞纳

排除了。对比科鲁兹1.6L(代号LDE)和

含义为车速传感器(VSS)电路电压过低。该

无法启动

1.8L(代号2H0)的发电机，发现两者使用的

故障诊断码反映发动机转速和负载检测车

故障现象：一辆2011年生产的瑞纳，

品牌和额定电流完全不同。1.8L装配的发

速是否合理。

行驶里程26000km，搭载A4CF1型4挡自

电机(140A)是法雷奥生产的，采用内装单

车速传感器是磁电式传感器，安装在

动变速器。用户反映该车停放一夜后无法

向离合器的皮带轮。这款皮带轮也称超速

变速驱动桥内，当车速超过5km/h时产生

启动。

轮(图4)。而此车是1.6L发动机，配置的发

脉冲电压，交流(AC)电压和脉冲数随车速

故障诊断与排除：维修人员接到故障

电机(100A)是安徽生产的，皮带轮没有单

增加而增加。发动机控制模块将脉冲电压

车后，试图启动发动机，但发动机无法启

向离合器。尝试换了一个带超速轮的法雷

转换为“km/h”，然后提供给仪表板。

动。连接燃油压力表检查汽油压力，燃油

奥发电机，结果异响不再出现。

压力表显示为零,说明燃油泵没有工作。用
万用表检查油泵的插头发现没有工作电源
输送至燃油泵。启动时查看点火线圈的点
火情况，发现火花塞没有高压火花。以上
现象说明发动机控制单元没有工作。
连接故障诊断仪，进入发动机控制单

维修小结：汽车发电机单向皮带轮的
主要作用是：
1.减少前端轮系张紧力波动，提高前
端轮系各零部件寿命；
2.减少前端轮系的转速波动，降低前
端轮系的噪音；

元，发现诊断仪与发动机控制单元无法通

3.避免反向冲击，有效保护发电机；

讯，说明发动机控制单元的供电系统或者

4.降低发电机反转惯性造成的能量消

是诊断系统出现了问题。在检查线束的时
候，无论钥匙是在打开还是在启动挡位，
故障指示灯都不亮。

耗，节约能源。

拔下里程表传感器插头，检查发现传
感器电源和搭铁正常。拆下车速传感器发
现里程表从动齿轮已断裂，断裂部分掉落
在变速器中。解体变速器，发现里程表从
动小齿轮已严重磨损，主动齿轮松旷(图
5)。分析故障原因应是主动齿轮松旷，传
动时来回摆动，导致从动齿轮异常磨损，
最终断裂失效。
更换里程表主动和从动齿轮后，故障
排除。(文/刘勤中)

采用装有单向离合器的皮带轮时，由

里程表主动齿轮松旷

于减速时的速度变化被单向离合器的超越

查阅维修手册，发现发动机控制单

功能所吸收，所以从动轴的转速变化非常

元的供电端子是由主继电器供电的。找到

小，也就避免了皮带打滑的摩擦噪音。(文

机舱下方保险丝盒内的主继电器，用万用

/刘勤中)

表检查该插脚与发动机控制单元的导通情
况，结果导通正常。
用万用表检查主继电器，发现主继电

里程表从动齿轮磨损断裂

器内部断路。对损坏的主继电器进行更换

图5 损坏的里程表从动齿轮

后，打开点火钥匙，发动机的故障指示灯
点亮，并且发动机顺利启动。(文/李连俊)

雪佛兰科帕奇
右侧排气管不排气

雪佛兰科鲁兹

故障现象：一辆3.2L科帕奇右侧排气

传动皮带异响

管不排气。

故障现象：一辆1.6L科鲁兹起步或开

故障诊断与排除：3.2L科帕奇有左右

空调加速到50km/h车速时，有皮带打滑的
“叽叽”声。

图4 内装单向离合器的皮带轮

故障诊断：该车为2011款科鲁兹，

两根排气管，左侧排气管处于正常工作状
态，而右侧排气管中有一机械阀，在车辆
行驶状态且发动机转速超过1800r/min的

装配电动助力转向系统。试车发现不开空
调异响很少出现，也就是发动机负荷较大

雪佛兰新赛欧

情况下才开启。车辆怠速状态下该机械阀

时才出现异响。传动皮带上带动了水泵、

发动机故障灯亮

处于关闭状态，这样能降低排气噪音，且

空调压缩机和发电机。更换新皮带和涨紧

故障现象：一辆装配手动变速器的

不会对发动机正常工作造成影响。因此，

器，后异响有所减轻。用专用消除皮带异

1.2L新赛欧，里程表不能正常指示，且发

3.2L科帕奇存在怠速状态下，只有左侧排

响的喷剂一喷就不响了，可是两天后故障

动机故障灯亮。

气管工作是正常现象。

再次出现，与其他车互换了水泵和压缩机

故障诊断与排除：用检测仪检查，发

试车发现此车在转速超过1800r/min的

均无效。传动皮带上只剩下发电机没有

动机控制模块设置了1个故障代码P0502，

情况下，右侧排气管仍不排气。将左侧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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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堵住，右侧排气管也几乎不排气。在高速

雪佛兰新赛欧

公路上试车后，手摸右侧排气管是凉的，而

发动机无法启动

左侧排气管是热的。客户反映新车时，右侧
排气管在高速行驶时排气正常。此车已行驶
了40000km，可能是右侧排气管内的机阀
透蚀卡滞。
更换右侧排气管后，故障排除。(文/刘
勤中)

故障一点通

故障现象：一辆1.2L新赛欧，发动机
无法启动。
故障诊断：用诊断仪检测，ECM设置
了一个故障诊断码P0122，含义为节气门
位置(TP)传感器电路电压过低。设置该故

过热烧损的点火线圈

障诊断码的条件是发动机控制模块(ECM)
图7 过热烧损的点火线圈

检测到节气门开度小于3.10%。

雪佛兰新赛欧

1.2L新赛欧装配EMT变速器的车辆采

拆检发现1缸点火线圈总成明显过热变

用电子节气门体，装配MT变速器的车辆采

形(图7)，其他各缸点线圈总成无异常。检

故障现象：一辆新赛欧仪表台中央的

用拉线式机械节气门体。此车节气门位置传

查发动机罩下保险丝盒的保险丝F45已熔

时钟不显示、组合仪表上的转速表指针不

感器共有3根连线：5V参考电压线、低参考

断。更换1缸点火线圈总成和保险丝后，仍

动、里程数值不显示、阅读灯不亮、危险

电压线和节气门位置传感器信号线。

不能着车。在拆检1缸火花塞时，发现刚换

危险警告灯不亮

发动机控制模块给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上的新点火线圈总成很烫手，而其他各缸

故障诊断与排除：经检查，发现

提供5V参考电压和接地。节气门位置传感

的点火线圈总成不烫手，说明1缸点火线圈

仪表板保险丝盒上的报警灯开关保险丝

器信号电压随节气门开度的变化而变化。

的初级线圈始终处于常通电状态。

F1(15A)已熔断。查看电路图可知，该保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信号电压在怠速运行

1缸点火线圈始终在通电的原因，可

险丝还给组合仪表、时钟、阅读灯、行李

时，应小于0.5V，在节气门全开(WOT)时

能是ECM内部损坏，或ECM到点火线圈

厢灯、空调控制开关供电。用万用表测

应为4V以上。

总成的点火控制线对地短路。将各缸的点

警告灯不亮，但是转向灯功能正常。

关闭点火开关，断开节气门位置传感

火线圈总成插头拔下，打开点火开关，

在F1上串接一个大灯泡，逐一断开各

器上的线束接头，打开点火开关，检查节

1缸点火线圈总成1号脚电压为0,而其它

用电器和线束接头，根据灯泡亮度变化来

气门位置传感器的5V参考电压(A脚)，结果

各缸点火线圈1号脚为3V左右。测量1号

判断短路的位置。当打开行李厢时，短路

只有1.95V，而正常应在4.5～5.0V之间。

脚与车身间的电阻为0，而其它缸为无穷

状态消失。拨开线束外护套检查行李厢线

由发动机控制电路图可以看出，节气门位

大。再将ECM的插头拔下来 ， 测 量连 接

束，发现线束内部多根导线绝缘层破裂(图

置传感器和进气绝对压力传感器共用一个

ECM和点火线圈的1号点火控制线与车

6)，在行驶或开关行李厢盖时电源线与搭

由ECM提供的5V参考电压。拔掉进气绝对

身间电阻为无穷大，说明点火控制线没有

铁线相互短路，导致报警灯开关保险丝F1

压力传感器插头，5V参考电压恢复正常。

对地短路，所以故障原因是 ECM 内部 损

熔断。

故障原因应该是进气绝对压力传感器内部

坏。

量，线路处于对地短路状态。

修复行李厢线束后，故障排除。(文/刘

短路。
更换进气绝对压力传感器，故障排

勤中)

除。(文/刘勤中)

更换发动机控制模块和损坏的1缸点
火线圈总成后,进行ECM维修编程。等待
水温正常后做曲轴位置偏差学习，成功
完成。但是启动发动机后，仪表上的发

雪佛兰爱唯欧

动机故障灯这常亮。ECM设 置 了 一故 障

发动机不能启动

诊断码P0315，含义为未学习曲轴定位

故障现象：一辆1.4L爱唯欧，发动机
不能启动。

不掉。原来是在执行“曲轴位置偏差学

故障诊断：用检测仪检查，发动机控

习”时，虽然没有提示，但是需要将加

制模块没有设置故障码。启动时，有发动

速踏板踩到底。此时发动机转速会自动

机转速信号，但是没有任何着车的迹象。

上下波动，大约几秒钟以后，仪表上的

此车装配1.4L直列4缸顺序燃油喷射汽
油发动机(代号LCU)，点火系统采用单缸独
立点火(COP)，每个汽缸使用单独的点火
图6 行李厢线束的损坏位置

系统变化。此故障码为当前故障，清除

线圈总成(包含放大器控制电路)。

故障灯会自动熄灭，之后再按提示步骤
完成。
按上述步骤操作后，故障排除。(文/刘
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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