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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号专家门诊，直击汽修疑难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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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又没有烟冒出，说明根本没有柴油进入
汽缸，需要从 柴油的输送 方面查找原因。

专家主持：熊荣华(本刊专家委员会委员)

二是能听到偶发的爆发声，排 气管 有 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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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无论多少均说明燃料已经进入汽缸，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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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还不能完成正常的燃烧过程。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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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从供 油正时、喷 油雾化质 量 及压 缩 结

92.7电台汽车疑难故障现场解答专家。

束时的温 度与压力方面查找原因。三是 拆
卸高压 泵上的油管，尝试用手油泵 泵油并
观察出油阀，如果有油溢出，说明出油阀故

Q

熊老师您好！一辆2011年的天籁左转向

E31——左侧后组合灯端口1——左侧后组

障。正常情况下还可将调速器调节到最大

灯的线路与后视镜线路短路，打开左转向灯

合灯端口2——接地B16和B17。BCM通过

供油位置，用起子撬动柱塞，看出油中有无

时一开始还是亮的，然后就渐渐熄灭了，关

CAN通讯线路向一体化仪表和A/C放大器

气泡，也可直接装上喷油嘴查看雾化情况。

了一会儿再打开就又亮了，我查看维修手册

传 送 信号，并用组合仪表 开启转向信号 指

有经验的师傅在启动时摸一下高压油管，有

上说它是由BCM控制的，我不明白是什么原

示灯。

脉 动但不能启动说明原因在喷 油嘴，没有
脉动则原因在高压泵。

理，希望您能详细讲解，谢谢！
河北读者：闫红星

Q

熊老师您好！近日我检修了一台型号为

为了减少线路及耗材，现在的车辆普遍

CA6DE2–17型的发动机，车辆才行驶4000km，

Q

采用模块控制与CAN网络技术。这辆天籁

但不知为何水温不能超过50℃，用手感觉水箱

车，车主感觉2、3、4挡松开油门就抖动，

轿车出现左转向灯的线路与后视镜线路短

的温度也不烫手，请问这是为何？

清洗过节气门，更换了机脚垫后但故障依

A

路，打开左转向灯时一开始亮，过一会儿微

河北读者：孙先河

熊老师您好！一辆2009年款捷达轿

旧，请问这是什么故障？

亮，再一会儿就不亮了，把它关了一会儿就

A

亮了，也是这种控制结构的特点，因为它们

压缩比过低、转速过低)，加上散热太好(没

A

之间的连接不是简单的短路、断路和线路高

有节温器、散热器过大、散热水容量过大、

系统有无故障码。该车离合器开关信号不良

电阻。

风扇过早工作或风扇过大等)均会引起你所

会引起耸车(即抖动)，积炭过多也会引起抖

描述的情况。

动。如果没有实质性的零部件故障，建议清

配备氙气型前照灯的车辆当转向信号

发动机燃料或燃烧的热效率不高(比如

湖北读者：黄师民
根据你的描述，我建议先检测一下电控

理进气道、进气门杆和燃烧室的积炭来排除

开关置于左位置时，BCM从其端口45输出
转向信号，表示转向信号开启。BCM提供

Q

电源：端口45——左侧前组合灯(转向信号)

EQ6BT发动机的牵引车，无论冷车还是热车，

端口8——左侧前组合灯端口4——接地E1

只要启动车辆就必须使用启动液，请问这是为

Q

和E31——左侧侧面转向信号灯端口1——

何？谢谢！

车蓄电池亏电，给蓄电池启动后，发动机故障

熊 老 师 您 好 ！我 有一 辆 搭 载 康 明 斯

左侧侧面转向信号灯端口2—— 接地 E1和

河北读者：孙先河

故障。

熊老师您好！我检修的一辆东方之子轿

灯亮起，诊断仪不能进入发动机电脑，请问这

E31——左侧后组合灯端口1——左侧后组

A

合灯端口2至 接地 B16和 B17。BCM通 过

汽偏稀，喷嘴有堵塞或压力不足。当然，也

CAN通讯线路向一体化仪表和A /C放大器

不排除启动转速偏低或者启动时(即压缩末)

A

的汽缸压缩压力偏低或温度偏低。

法帮助启动，如果蓄电池亏电，只能更换电

传 送 信号，并用组合仪表 开启转向信号 指

根据你的描述，我分析原因可能是混合

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检修？谢谢！
湖南读者：张晓明
东方之子轿车杜绝用跨接蓄电池的方

池，而且蓄电池的正 负极 接线 一定要紧固

示灯。

Q

熊老师您好，我想请教柴油车不好启动的

妥当后才能打开点火开关，因为该车蓄电池

号开关置于左位置时，BCM从其端口45输

原因有哪些，应该如何快速诊断普通柴油车的

亏电，用其他蓄电池帮助启动，在启动瞬间

出转向信号，表示转向信号开启。BCM提供

启动故障呢？

容易导致 ABS控制器内的二极管击穿。估

配备 普 通 型前照灯的车 辆，当转向信

电源：端口45——左侧前组合灯(转向信号)

江西读者：何小鑫

计除安全气囊电脑外的其他电脑都不能进

端口3——左侧前组合灯端口1——接地E1

A

你 可 以 从 三 个方 面 快 速 确 诊 故 障 原

去。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更换 ABS总成或者

和E31——左侧侧面转向信号灯端口1——

因：一 是看启动时柴 油机是否有 爆发的声

找修电脑的师傅更换损坏的二极管来排除

左侧侧面转向信号灯端口2—— 接地 E1和

音，排气管是否有烟冒出。如果既听不见声

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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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老师您好！我接修的一辆帕萨特B5轿

Q

熊老师您好！我检 修的一辆2 0 0 5年款

Q

专家门诊

熊老师您好！一辆三菱轿车油耗高，我怀

车，装用的是01N自动变速器，因为加速无力

别克赛欧，清洗发动机舱后，行驶过程中出

疑是离合器打滑，于是在试车时拉紧驻车制动

进行整车大修，具体是发动机和自动变速器大

现游车现象，仪 表 板的发动机 转 速 有时在

器，如果汽车低挡起步时发动机熄火，说明离合

修以及全车油漆，修好后试车，司机说和没有

3000r/min到5000r/min之间游动，请问是什

器不打滑；如果发动机不熄火则说明离合器打

修理一样，转速在1500r/min时试车，发现在

么故障？谢谢！

滑。请问这种诊断离合器打滑的方法正确吗？

路上想超车时，加速踏板踩到底都加速不起

湖北读者：赵维

河南读者：陈存

来，有加速迟滞的感觉。请问这是发动机没有

A

修好还是自动变速器没有修好引起的故障？我

是清洗引发电脑插头内受潮，建议清理电脑

汽车仍不起步或起步不灵敏以及汽车加速行

该怎么检修？谢谢！

插头内的水汽来排除故障。

驶时行驶速度不能随发动机转速的升高而升

甘肃读者：王敏

如果清洗前车辆是正常的，我分析可能

A

汽车挂低挡起步时，离合器踏板抬很高，

高且伴随有离合器发热、产生糊味或冒烟等

你可以分两步进行检查。

Q

熊老师您好！我是一名新手，2012年10月

现象，说明离合器打滑。引起离合器打滑的原

第一 步 进行失 速试 验，判断是发动机

买的2010年出厂的1.4T宝来，当时显示该车已

因有如下几点：①离合器踏板没有自由行程，

的问题还是变速器的问题，或者两者都没有

经行驶了200km，4S店解释说是库存车。到家

使分离轴承压在分离杠杆上；②从动摩擦片油

问题。失速试验的方法如下：启动发动机，

后我马上更换了机油，现在已经3000km了，您

污、烧焦、表面硬化、表面不平或铆钉头露出；

运转到正常工作温度；车轮前后用三角木掩

看我是不是还应该换机油？另外，有人让我将

③从动摩擦片、压板和飞轮工作面磨损严重，

住；拉起驻车制动器，踩下制动踏板；将选

车开到高速公路上，称车速达到180km/h以

厚度减小；④压力弹簧退火或疲劳，膜片弹簧

挡杆置于D位，右脚将加速踏板踩到底，迅

上发动机可以自行清理积炭，请问这种说法合

疲劳或开裂；⑤离合器盖与飞轮之间装有调整

速读出发动机转速，即失速转速。正常情况

理吗？我应该怎么做？谢谢！

垫片或固定螺钉松动；⑥分离轴承套筒与其导

A

下，失速转速一般为2200±150r/min，如果

北京读者：佚名

管之间因污尘发涩卡住而不能回位。

失速转速过高或过低，说明变速器或发动机

A

一 般 情况下，机油的更 换 周期里程 是

虽然离合器打滑并不是复杂难诊断的

有问题。

5000～15000km，具体选择的换油里程数与

故障，但是由于诊断时采用的转速不对或诊

第二步重点检查强制降挡功能，当轿车

使用情况有关：如果一年只跑5000km，那就

断方法不当，就可能“误诊”。现代轿车发动

以3挡或超速挡行驶时，突然将加速踏板踩

一年换一次机油；如果用车频繁且用车环境

机都是高转速车，平时不是怠速就是工作转

到底，看自动变速器能不能立即降低一个挡

的空气质量较差，也可选择5000km换一次

速，工作转速一般在2500r/min左右，所以诊

位，如果不能降挡，那汽车加速肯定无力。

机油；如果行驶了200000km，属于4类车，

断要准确，就必须要选择在工作转速。另外，

引起自动变速器汽车不能立即强制降挡故

也可5000km更换一次机油。一般的营运车

汽车的驻车制动器只是用来停车的，很多驾

障的原因一般有：①强制降挡开关损坏或安

辆，可以选择8000～10000km更换一次机

驶员（特别是初学者）常常没有放松驻车制动

装不当，有的被人为拆卸；②强制降挡电磁

油。另外，选用的机油质量好、车况好、使用

器就上路行驶，所以用驻车制动器来约束诊

阀损坏或线路短路、断路；③阀体中的强制

环境好的话也可以15000km更换一次机油。

断离合器打滑是不准确的。

降挡控制阀卡滞。

至于新车，一般选择1500km为磨合期换油，

判断离合器打滑的方法是拉紧驻车制

以后就转为正常的换油周期。当然，换油周期

动器的同时，必须用三角木锁止驱动轮，然

越短越好，只是花费大一些。

后挂1挡，慢慢加速的同时慢慢放松离合器

帕萨特B5强制降挡开关安装在加速踏
板后方(图1中箭头所指)，强制降挡开关的测
试口在发动机舱的防火墙油门拉索旁边，检
查一下即可确诊。

至于新车是否需要“拉高速”，汽车发动

踏板，可试验到2000～2500r/min，离合器

机转速在4500～6000r/min属于尽量少用的

完全结合后，如果发动机停止运转，说明离

区域，转速超过6000r/min就属于避免进入的

合器不打滑；如果发动机继续运转，说明离

红线区域了。所以，
“拉高速”要选择转速在

合器打滑。

3000～4500r/min之间，车速要到180km/h

加速踏板

强制降挡开关

以上，我国还没有这种高速公路，显然是不可
取的。如果你可以买到“炭无敌”这类燃油添
加剂，倒在油箱即可除炭(5000～10000km
用一次即可，如果车辆常在高速公路行驶，
10000～20000km用一次燃油添加剂也可

图1 强制降挡开关示意图

以)，就没有必要去“拉高速”了。

读者免费咨询电话：13971609317
新浪微博：搜索“汽车医生熊荣华”
咨询时间：由于熊老师时间安排有变化，
2013年的读者咨询时间改为每周一、三、五
8∶30-11∶30和14∶00-17∶00
特别提示：由于熊荣华老师工作繁忙，请不要
在其他时间电话咨询，以免影响他的工作和休
息，敬请谅解！如不是很紧急的问题，也可发送
邮件到editor@motorchina.com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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