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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迪A6L电动转向机异常
◆文/山东 杜庆友

转向机主要功能部件由转向力矩传

线所穿过的方式是一样的，两个靶 轮之间

一款奥迪A6L轿车，配备C7电动转向

感 器 G 2 6 9 、电 动 机 械 式 助 力 转 向 电 机

没有磁场，两个传感器输出信号也相同。如

机，排量为2.5L。客户反应车辆在行驶中感

V187(带有转子位置传感器)、转子位置传

果发生转向运动会导致环形磁铁与传感器

觉转向变沉且没有助力，同时仪表上红色方

感器、滚珠丝杠、转向助力控制单元J500等

靶 轮之间产生相对运动。环形磁铁的扭转

向盘指示灯报警并有转向系统故障，提示请

组成。

使磁极位置相对于传感器靶轮发生了变化。

勿继续行驶的信息。

1.转向力矩传感器G269

传感器靶轮上的齿就会离开N极与S极的正

故障现象

转向力矩传感器G269的结构(图2)是

中位置。根据方向盘的转向运动，一个传感

新奥迪 A6L配备的C7与C6液压机械

八对极偶的环形磁铁与转向轴刚性连接，两

器靶轮上的齿按比例会靠近N极一些，而另

式助力转向系统完全不同，它采用了电控机

个传感器靶轮各有八个齿，这两个传感器的

一个齿会靠近S极一些，这就使得磁路发生

械助力转向系统，该转向器的结构原理与奥

靶轮齿是错开布置的。两个传感器靶轮的中

失调，产生的磁通量就被传感器测量到。转

迪A7 Sportback是一样的，功能是通过一

间有两个霍尔传感器，两个传感器与壳体是

向机作用是驾驶员在任何时刻都可以获得

个与齿 条同心的电 机来实现 转向助力。齿

刚性连接的。

转向助力，依据驾驶员所施加的转向力矩的

故障诊断与分析

条、电机和传动机构是通过滚珠、丝杠来驱

转向机工作原理是如果没有转动方向

动的。电子控制单元和相关传感器都集成在

盘，每个传感器靶轮上的齿都在N极与S极

小的。

转向机上，具体结构如图1。

的正中位置。因此这两个传感器靶轮被磁力

2.电动机械式助力转向电机V187

大小。G269就是用来确定这个转向力矩大

电动机械式助力转向电机V187(图3)

转向力矩传感器G269

是用于产生转向助力所需力矩，使用的是一
个永久励磁式三项交流同步电 机，其优势
是体积小、功率大。由于采用永久励磁式电
滚珠丝杠

转向机主动齿轮

机省去了用于将励磁电流送往转子的滑环，
控制单元会计算出所需的相电压，并通过末
级功放接通定子线圈。定子有12个励磁线

电动机械式助力转向电
机V187(带有转子位置传
感器)

圈组成，每4个线圈串联在一起，通上正弦
曲线的电流，三股电流彼此间的相位 是错

转向助力控制单元J500

开形成三个磁场，三个磁场合在一起又形成

齿条

了一个旋转磁场，于是转子就会产生同步转

图1 转向机结构示意图

动。转子带有10个永久磁铁，磁铁的N极和
S极是交互布置的转子呈中心轴结构，安装
在齿条上。

转向轴
齿
环形磁铁

上部传感器靶轮

球循环螺母

下部传感器靶轮
霍尔传感器
扭力杆
转向主动齿轮

转子

图2 转向力矩传感器G269结构示意图

定子

图3 电动机械式助力转向电机V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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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子位置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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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循环螺母的旋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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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循环螺母的旋转方向

转子位置传感器是用于检测转子的位
置。控制单元必须知道转子的位置，以便计
算出环绕定子磁场所需的相电压，转子位置
传感器的测量值也可以用于确定转向止点。
为了避免硬的机械式转向止点，通过电动式
机械转向机构可以实现软的止点。
转子 位置传感器结构为转子上有一个
盘，使用透磁通的金属制成的。转子盘的形
状像一个凸轮盘(图4)，该盘被一个固定在

沟道

循环通道

壳体上的电磁线圈环所包围，该电磁环线圈

螺杆的直线运动

螺杆的直线运动

图6 螺杆的运动方向发生改变

起着定子的作用。线圈有三个单线圈构成，
其中一个线圈起着励磁作用，另两个作为接

是接收线圈内就感应出了一个交变电压，该

线 接口，内部分别接电 机 和电 机位 置传感

收线圈使用。

电压与转子盘的位置成一定比例，与励磁电

器接口。

转子盘的工作原理(图5)是励磁线圈通
上正弦曲线的励磁电压，励磁线圈周围产生

压形成相位差。

4.滚珠丝杠

J 5 0 0 的工作原 理 是 打 开驾驶 员侧车
门，FlexRay总线就被唤醒，控制单元之间

的交变磁场作用到转子盘上，转子盘将励磁

滚珠丝杠是将电机的旋转运动转换为

开始通讯，J500开始例行的初始化。接通

线圈产生交变磁场的磁通引致接收线圈。于

齿条的直线运动，整个过程是由滚珠丝杠来

点火开关组合仪表控制单元J285短暂激活

完成的。滚珠丝杠类似于普通的螺栓螺母系

指示灯进行检查，如果系统无故障，指示灯

统，螺距就变成了沟道，螺栓(齿条)和螺母

在几秒后熄灭。启动发动机如果发动机转速

(球循环螺母)之间的连接是通过沟道中的球

超过500r/min，那么转向助力系统就处于

来实现的。这些球的滚动(通过电机转子)就

激活状态。如果方向盘没有转动，那么转向

像轴承内的滚子元件那样在一个封闭的循

角传感器(G85)的信号就会与转子位置传感

环回路里运动，想让循环螺母内有一个循环

器的信号同步。在车辆行驶中转向助力的强

通道，必须要将循环螺母的起始点和终点连

度主要是根据转向力矩、转向角和车速来确

接在一块。随着球循环螺母的反向转动以及

定的。电机通过滚珠丝杠上的力作用到齿条

球滚动方向的逆转，螺杆(齿条)的运动方向

上会增大驾驶员施加在方向盘上的转向力。

也发生改变(图6)。球循环螺母固定在纵向，

断开转向助力，车辆在行驶中如果关闭了发

它如果转动螺杆就会按箭头方向做直线运

动机，那么当车速低于7km/h时转向助力就

动，为了限制这些球相互之间接触球的循环

会自动关闭。

上部传感器靶轮
的齿
转向轴
下部传感器靶轮
的齿

图4 转子盘的结构
接收线圈

转子盘

通道越短越好，因此在球循环螺母中采用了

案例中故障 车 辆的检修步骤为连 接

两条分开的循环通道。

5.转向助力控制单元J500
J50 0 根 据转子 位 置 和转向力矩 这些
信息 来确定相电压的状态模型。由此设 定
的相电流就会让电机产生出不同的扭矩，
而扭矩大小取决于电流强 度。这些匹配关
系是 储 存 在 控制单元内的，该 控制单元 通
过FlexRay数 据总线来进行通讯的，控制
单元内还 集 成 有用于激 活 电 机 的末 级功
放。J 5 0 0 外 部 有 3个 插 接 头 (图7) 分别用
励磁线圈

图5 转子盘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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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转向力矩传感器G269 信号 接口、15号
线 和 Fl exRay总 线 接口、3 0 号 线 和 31号

转向力矩
30号线和31号线
传感器
15 号线和FlexRay总线接口
G269信号

图7 转向助力控制单元J500外部插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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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5052，读取故障码(图8)。由故障码可

压连 接(4为G269的连 接)，均没有发现问

以判断出问题在转向助力控制单元上，同时

题。尝试做端位匹配也不成功，只好更换转

马达位 置传感器也集 成在 控制单元内。而

向机总成，更换后故障排除。

此车上 述部件 都 不可以单独 更 换，如果系

维修人员更换转向机总成的步骤如下：

统有 故障则必须 更 换 方向机。为了进 一步

(1)当新的转向机安装在车上以后必须

确定问题，维修人员对控制单元线路做了检

对新的控制单元进行在线编码，编码时必须

查。在J500上共有3个插头(图9)，1为J500

运行程序，将规定值与实际值比较(编码程

上的G269的插头，2为J500上的车辆信号

序后台运行)。

(FlexRay总线和段子15)插头，3为供电电

图8 读取故障码

维修实例

(2)编码后要对G85进行校准，校准方
法是打开点火开关进入车辆自诊断，选择地

图9 转向助力控制单元J500的3个插头

址码16转向柱电子设备，点击访问授权输入

向盘保持在全锁止位置至少1~2s，声音信

登陆码“40168”，选择基本设置04进入，

号作为该端位正确匹配的标记。然后将方向

选择01，点击启动即可。

盘转至另一个机械止动位同样以大于8Nm

(3)进行端位匹配。启动发动机如果转

的 扭 矩 将 方 向 盘 保 持 在 全 锁 止位 置 至 少

向角还没有在±360°的范围内，必须将方

1~2s，声音信号作为该端位的正确匹配标

向盘移动至该范围，将方向盘移动至第一个

记。朝中间位置移动方向盘，同时故障指示

机械止动位，用大于8Nm的手动扭矩将方

灯熄灭，故障码被清除。

专家点评——王锦俞
现代轿车普遍采用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奥迪A6L轿车则采用了在转向齿条上集成电动机，并且转向助力控制单元J500也直接与电动机相连。这
使得控制单元J500与电动机间无需线束连接，提高了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可靠性。本文作者全面介绍奥迪A6L轿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工作原理，对
该系统的维修是有益的。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维修对故障诊断仪更为依赖。当仪表上红色的转向指示灯亮时，首先读取故障码是对的，而且也读得故
障码“B200049控制单元损坏”，并且经检测不是控制单元线路故障。由于转向助力控制单元J500也与转向器为一体，只好更换转向机总成。
读完此文仍觉意犹未尽，是作者对读得的另一故障码“C10AD29一马达位置传感器(即转子位置传感器)不可信信号”未做说明，这留下迷惑。实
际上是有这两个故障码或仅一个故障码“C10AD29”，都必须更换转向机总成，因为“马达位置传感器不可信信号” 既可能是控制单元损坏也引起
的，也可能是马达位置传感器引起的。马达位置传感器(转子位置传感器)是用于识别电动机械式助力转向电机V187所处的位置，因马达位置传感器与
转向助力控制单元集成为一体，不可以单独更换，因此必须更换电动助力转向机总成。也许这是作者未做说明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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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小结

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师必须要清楚各

路、断路，也包括传感器或执行器的电阻值、

对于现代汽车来说，电子控制模块的普

种车型传感器的工作电压和电阻。故障码中

电压值过大或过小，所以多了解各车型的电

及对技师应用仪器进行自诊断提供了方便，

显示的电路故障不一定是电路系统存在短

路控制原理对维修车辆是大有帮助的。

专家点评——王锦俞
读完这篇维修实例后，我有两点不同看法：一是文中提到“燃油表线路没有短路、断路现象却报电路故障，让技师百思不得其解”，
这是作者对故障码含义理解有误。此类故障属于有故障码的纯电气故障，故障部位明确而固定，该故障的原因可能有传感器或执行器损坏、
ECU到传感器或执行器的线路(含插接器)短路、ECU本身损坏三种。本文中故障码B1175指燃油液位传感器(燃油表发送单元)电路故障。请注
意“电路故障”绝不仅仅是ECU到传感器或执行器的线路故障，它也包括燃油液位传感器。因为燃油液位传感器也是电路的组成部分，它也
会生成故障码B1175。二是文中称“故障主要是传感器的滑动电阻有断路现象”，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传感器的滑动电阻并没有断路，而是
在使用中出现老化现象，致使传感器的滑动电阻值超过标准值，此类故障有时也被称为“传感器性能问题”。
可能有读者会追问什么样的故障码是非纯电气故障的故障码，答案是P0133(氧传感器电路故障)，它的故障可能由氧传感器电路、氧传感器、
氧传感器加热器、氧传感器加热器继电器、ECU、进气系统、燃油压力七类构成，其中前五类为纯电气故障，后两类为非纯电气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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