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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ZF公司生产的6HP系列六挡自动变速器最早在2001年开始在宝马车系上得到应用，而真正在各高端车型中得到
大量应用是在2003年以后。随着汽车技术及自动变速器技术的发展，六挡自动变速器已不能满足一些高端车型使用要
求，因此到了2008年宝马开始陆续使用德国ZF公司生产的8HP八挡变速器。同时其他高端品牌车型也在陆续使用德国ZF
公司生产的新型八挡变速器。
从最早宝马装有6HP六挡变速器到今天已持续使用大概十多年了，从整个汽车后市场维修中来看这款六挡变速器也
早已进入维修阶段。特别是2006年以前第一代6HP系列变速器的问题要远远多于2006年以后更新型第二代6HP产品。从
当前的市场故障类别总结中看换挡品质故障的比例占据最高位置，而从部件问题中看早期的电子液压模块故障又占据
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剩下的就是变扭器TCC闭锁故障、电子挂挡杆故障以及其它机械故障等。本文就该款变速器常见重
点故障加以评估。

宝马、路虎6HP-XX系列变速器常见重点故障分析(一)
◆文/北京 薛庆文

一、早期的2-1挡冲击故障
故障现象：2-1挡冲击。车辆在正常行驶升挡都

正常的，当机件形成磨损电子部件性能下降后，理论

正常，只有滑行降挡有轻微的冲击感且仅体现在将要

控制 参 数 虽说 没有问 题，但在 实 际 控制当中难 免会

停车的2-1挡上。

形成 电子与液 压 之间 的 不协调，从而形成一 些故 障

涉及器型：早期6HP26/19等，反映车型绝大部分
装在宝马和捷豹轿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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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 件 均 满 足使 用要求时，变 速器及车 辆 的反映也是

现象。当然对于智能型控制变速器来说，既有学习记
忆 功能 也有闭 环修正补 偿功能，但 从软件匹 配 上讲

故障原因：设计缺陷刷新软件可维持。在当时的

EDS4不可能具备分段式记忆学习功能，即学习E的

实际维修周期是出现在2006年左右，无论是在4S店

控制功能又学习D的控制功能，所以说本身就是一个

还是专业维修厂都不敢轻易去更换一些值得怀疑的部

缺陷。因此在后来的2006年升级版本的6HP系列变

件，只能重新刷新一下电脑的控制软件。经过刷新后故

速器不 得已把 D和 E的控制单独分开，并重新增加1

障现象在短时间内消失，有的能够持续维持一个月，有

个EDS电磁阀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对一控制功能

的仅仅能够维持一周，然后2-1挡轻微的故障现象就

(一个电磁阀控制一个终端元件)，也难怪大家发现新

又暴露出来。有些出保用户考虑到维修费用，再加之冲

款的 6HP系列变速器2-1挡冲击的故障再也找不到

击感不强且不影响正常的使用，也就没有修理。当然，

了(当然还 跟D制动器结构的设 计原 理有关，在 这 里

大多数用户考虑到后续的使用可能会给变速器带来大

不再叙述)。

的伤害，其中一部分用户选择更换变速器总成，大部分
用户则选择通过更换全新电子液压模块解决的。

解决方案：更换全新电子液压控制模块(见图1)并
重新编程。

故 障 原 因 分析：这种 2-1挡 冲 击 的 故 障 严格上
讲是跟原厂设计有关。大家都知道2006年以前使用
的 6HP系列变 速器当中的5个换 挡执行 终端元件的
工作过程 完全是 靠 4个高频率线 性EDS电磁阀调节
并控制的，那么就出现了其中1个EDS需要管控两个
换挡终端元件，因此德国ZF公司在初期设计中并不
是考虑设计成本问题，而是考虑到在该变速器5个终
端元件中的低倒挡制动器D仅仅是在起步1挡和起步
倒挡参与的，单独设 计1个电磁阀纯 粹是浪费。因此
在早期的设 计当中，它是利用1个EDS4电磁阀来控
制 D 制动器同时还 控制 4、5、6 挡离合 器 E。在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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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带电子挂挡杆的6HP19变速器电子液压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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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子挂挡杆无法操作故障
关于装有6HP六挡系列的宝马车型经
常会出现电子挂挡杆不可挂入的故障，故障
现象大体上有两种可供参考：一种是P挡位
的驻车功能是有效的，而在挂前进挡D位时
挂挡杆会弹出(跳回空挡)电控系统有时会记
录挡位控制信息不可靠的故障码，当再次重
新挂入D挡后用手把住挂挡杆车辆则能够正
常行驶。那么对于这种类型的故障，建议大
家不要盲目去更换电子液压控制模块，问题
主要在于电子挂挡杆(见图2)本身由于磨损
导致间隙过大而不能卡住在某一位置引起
的，因此直接更换电子挂挡杆总成即可解决
上述故障。另一种问题就不是这样了，它跟
液压系统有关，有时驱动挂挡杆按钮至P挡

1-驻车齿轮
5-驻车爪弹簧

驻车位置时不能被执行，有时挂动力挡(前

2-驻车杆
P-驻车解锁油路

3-驻车压板
PH-驻车锁止油路

4-驻车爪
MV3-驻车电磁阀

图3 电子挂挡杆驻车功能工作原理示意图

进挡和倒挡)时变速器没有反应，车辆不能
行驶，这种问题肯定跟挂挡杆本身无关，应
该与变速器的液压控制系统有关，具体我们
从下面来分析。

故障原因分析：在 带有电子 挂 挡杆的

解决方案：大部分情况更 换过桥油封

6HP系列变速器当中方向盘上的电子挂挡

即可解决。当然有些时候 在实际 维修中这

杆与变速器液压系统中的手动阀之间没有

个过桥油封并没有 损坏，但 是故障 现象确

任 何的机械连 接全凭网络 信息的通讯，而

实是一样的，需要 我们进一步验 证液压系

手动阀的每一个位置的确定也是由电磁阀

统阀体是否存在故障、油泵、电磁阀及驻车

以液压形式来驱动的，利用电磁阀的输出液

机构等。

压来单独驱动手动阀是不需要过高油压的，
但如果连带机械式驻车机构一起来驱动则
需要电磁阀输出很高的油压才能将机械式
图2 电子挂挡杆

故障现象：挂动力挡后车辆偶发性不能
行驶，有时不能执行P挡位驻车功能。
涉及器型：带有电子挂挡杆的所有6HP
系列变速器。
故障码：在实际检修过程中一般情况下
都会在变速器电控存储器当中读到关于挂
挡杆啮合不正确或不能啮合以及某离合器
打滑的故障码，如507D、507C、507B(这
三个故障码都与挂挡啮合有关)及4F81(传
动比检测离合器A故障)、4F82(传动比检测
离合器B故障)等，A离合器正是前进挡起步
离合器，而B离合器恰恰又是倒挡起步离合
器，难怪导致车辆前进倒退均不能行驶。
故障原因：由于液压不足而无法使电磁
阀驱动驻车机构并保持P挡位置及终端元
件-离合器的供油。

三、换挡打滑以及锁挡故障或
机件磨损所导致的锁挡故障

驻车 机 构 的拉杆 推 至 P 挡驻车位 置，其 工

故障现象：用户抱怨车子跑不起来、故

作原理如图3所示，因此一旦液压系统压力

障指示灯点亮。而维修人员在实际试车时发

不足时首先影响的就是P挡位的驻车功能，

现变速器在3-4挡打滑或4-5挡打滑，而且

也因此电控系统容易记录507D、507C、

3-4挡打滑要严重一些，有时刚换完4挡后

507B关于驻车挡位啮合故障的故障码。另

干脆在没有换5挡前变速器就进入了紧急运

外可能由于整个液压系统压力不足难以通

行模式(锁挡了)，因为该变速器锁在3挡上，

过电磁阀打开终端离合 器的供 油油路，从

难怪用户抱怨车子跑不起来。

而电控系统记录到离合器打滑量过大的故

涉及器型：6HP全系列。

障码最终导致车辆不能行驶。那么液压系

故障码：在检修过程当中电控 系统故

统压力为什么显示不足，在实际维修中我们

障存储器中往往会记录4F83(传动比检测离

发现液压控制单元(阀体)与变速器壳体间的
“过桥油封”(见图4)出现了裂痕并导致系
统油压 从 此处泄 漏，最终更 换 这个过桥油
封故障得以解决。这也符合了为什么在当前
配件市场单独提供这个过桥油封的根本原
因(过去只能在修理包或阀体配件包里能够
找到这个油封)。

图4 损坏的过桥油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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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器C故障)及4F85(传动比检测离合器E故

速器总成。用户考虑到更换总成的费用及

大的收获，所以在之前故障分析中的三种

障)两个故障码。

等待时间周期较长，于是在维修站先换了

可能原因里一一进行筛选，最后选择了第

故障原因：定子轴轴套严重磨损导致E

该变速器的专用ATF和油底壳(滤清器与

三种原因(因为E离合器仅是轻微的烧蚀，

离合器油路泄漏、电子液压模块故障导致液

油底壳为一体式)后并未发现好转才到变速

其本身出现故障的可能性极小，另外在检

压系统压力不足或传动比计算时出现错误情

器专业修理厂进行维修。进厂后通过路试

查机械元件油路方面也没有发现严重的磨

况或离合器本身泄漏导致的打滑故障等。

得到当时真实故障现象——无论大小油门

损，所以考虑E离合器的供油油路问题的可

故障原因分析：试车时明显发现变速

试车，当变速器由3挡换4挡时发动机转速

能性也小)极有可能是“液压控制模块本身

器打滑严重，因此进行变速器的解体检查维

突然有大概200~400r/min左右的空转(变

在E离合器供油及控制方面出现故障”，所

修。考虑到是3-4挡打滑或4-5挡打滑，根

速器打滑)，随即变速器进入故障保护模式

以在接下来的确认更换配件中我们直接选

据换挡终端元件表的分配作业情况，不得

(锁在3挡)，此时仪表故障指示灯点亮同时

择了：E离合器摩擦组件(没有单独提供因

不去考虑E离合器本身、E离合器油路控制

中控显示屏便显示“变速器故障”的提示

此只能订购整套摩擦组件)、电子液压控制

等。可是分解变速器后有时发现E离合器确

内容。

单元(电脑与阀体一体式)、密封装置元件

实严重烧损，但有时却完好无损。大家认为

故障诊断与排除：首先连接路虎专用

烧损的E离合器问题根源在于该离合器的供

故障诊断仪进行电控系统故障存储器的查

所有订购配件到位后我们进行该变速

油油压上，而对于没有烧损的E离合器来说

询，结果查出关于变速器中E离合器故障以

器的组装环节，零散配件组装完毕，当进行

则认为是电控系统出现了问题，所以在维修

及挡位传动比错误的故障信息。结合该变

压力密封性能测试时却发现无论怎么加压E

中都是先以更换电子液压控制模块总成为主

速器的相关资料信息，我们通过换挡执行

离合器活塞都不动作，而其他4个元件(A、

要解决方案来进行。可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终端元件分配作业表得知该变速器的E离合

B、C、D)则工作良好，符合泄漏标准，看

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仅有极少情况下问题

器恰恰正是4、5、6挡离合器，也就是刚

来在之前刚刚分解变速器的检查环节还是有

得到解决，所以修来修去问题搞得越来越复

好在4挡参与工作。根据实际的故障现象及

漏洞(没有在供油油路中给E离合器加压)，

杂，最终发现故障原因却出现在电子液压模

故障存储期内的提示内容说明故障的范围

说明检查过程中还不够仔细，看来仅是通过

块至E离合器之间的油路上，那就是定子轴

就是围绕在E离合器整个控制周围。因此分

目视检查是远远不够的。接下来我们要重点

轴套磨损后将来自电子液压控制模块的E离

析故障形成的可能原因在于：①E离合器本

对E的供油油路方面进行仔细地检查，这次

合器油压大部分都泄掉了，最终导致离合器

身故障；②E离合器的控制油路存在严重泄

终于发现了问题，原来E的供油一端是靠特

严重打滑而记录相关故障内容。最后不得不

露；③液压控制模块本身在E离合器供油及

氟龙密封环来密封，而另一端则是靠变速器

更换更多的配件问题才得到解决。

控制方面(电脑计算传动比时计算错误)出现

定子轴内铝套来密封的，通过加压发现进来

故障等。

的液压油都从E离合器轴本身和定子轴内铝

解决方案：找出4挡打滑原因更换定子
轴总成或轴套以及电子液压模块总成等。

(修理包)等。

那么接下来的作业应该怎样进行，是

套之间泄掉了。因此说明定子轴上的铝套已

由于目前这种故障比例较多且存在一

分解变速器还是做不解体检查？考虑到故

经严重磨损，只不过在过去使用过程中磨损

定的普遍性，为了让大家能够针对此类故障

障码内容是可清除的，只不过电脑在监控

均匀我们用眼睛直观观察还以为是没有磨损

有一个明确的判定方法，接下来通过两个具

变速器在执行各挡位过程中出现错误信息

呢。由于当时工作条件有限，我们的内径千

有代表性的实际案例来说明一切。

而启动故障运行模式，而且就目前修理检

分表及外径千分尺都坏了，所以只能粗略地

案例一

测中我们还没有十足的把握来验证电子液

通过游标卡尺进行了定子轴内铝套内径及E

故障现象：一辆路虎越野车，装有

压模块的好坏，直接对电子液压模块判错

轴外径的测量，虽说这种测量手段不规范，

6HP-26变速器，据用户讲最早故障现象

还为时过早，因此做全面解体检查是完全

但至少也说明一定的问题，通过对测量结果

为正常行车时偶发性出现中控显示屏上显

有必要的。于是我们把变速器从车上抬了

(多次测量计算平均值)的评估发现轴与套之

示“变速器有故障请进行检查”的字样，

下来并进行彻底地分解检查，分解变速器

间的间隙太大了。看来磨损处来自定子轴内

同时车速跑不起来(后来试车发现其实是

后我们重点检查E离合器情况，通过对所有

的铝套而不是E轴存在磨损。

变速器锁在3挡上了)，如果此时关断点火

机械元件的全面检查仅发现E离合器有轻微

既然问题已找到那就想办法买新的定

开关重新启动发动机后故障现象会随即消

的烧损而且并不严重。看来之前的分析还

子轴，新的定子轴需要订货而且周期较长，

失，但后来这种现象越来越频繁，于是到

是有道理的，这样只要找到E离合器轻微烧

而市场中一模一样的又很难找到，又怕找到

4S维修站检修，结果查出关于自动变速器

蚀的原因也就找到该变速器的故障点了。

后也是磨损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

故障的提示内容，维修站建议用户更换变

修理人员通过对机械元件的检查并没有很

定自己加工铝套或铜套，考虑耐磨程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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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选择了铜套，按照标准配合间隙(未超出
0.10mm)选好铜材加工并安装一个铜套，
简单对铜套内径进行打磨后进行E离合器的
打压试验，结果E离合器活塞动作良好且符
合其泄漏量(见图5)。对于电子液压模块方
面，大家把旧的电子液压模块中的程序复制
到新的电子液压模块中(所谓的编程)。这样
我们把变速器组装完毕装车试车一切正常且
通过跟踪加工的铜套耐磨的可靠性还是比较
E的密封

稳定的。

案例二
故障现象：一辆2004年款的宝马730

图5 路虎E离合器和定子轴

轿车使用6HP19变速器，据用户讲初期变

阀故障而导致为换挡执行终端元件提供的

速器经常性不换挡(锁挡)，维修后凉车换挡

系统压力不足，致使终端元件打滑或影响

正常，热车后仍然还会出现打滑并锁挡的故

换挡响应时间，最终被电脑记录了某个挡

障现象。

位的传动比信息错误或某个元件的监控信

由于车辆在外地，据车主自己讲最早车

息超出范围，从而启动备用模式而锁挡；

辆的行驶速度偶发性跑不起来，于是到当地

②液压模块至换挡终端执行元件(离合器或

4S店进行检修。4S店表示自动变速器出现了

制动器)之间的液压油路存在泄漏，也就是

故障，如果维修的话建议更换变速器总成。但

说电子液压控制方面以及终端执行元件均

用户认为变速器即便出现了故障应该也不是太

是正常的但中间的油路传递存在泄漏从而

大问题，不至于去更换总成，考虑到更换总成

导致元件打滑量增大，最终被电脑记录到

的费用较大且等待时间较长，于是到了朋友的

错误的信息；③终端执行元件本身烧损或

修理厂再次进行检查。该修理厂的自动变速器

存在严重泄漏，这就是说离合器或制动器

维修能力有限并且没有专用诊断仪器进行相关

摩擦元件严重烧损或磨损，同时密封元件

的检测(不知道具体的故障内容信息)，仅是通

(胶圈或活塞)的密封性变差。这样结合对以

过试车得到了初期的故障现象为3-4挡打滑和

上三点可能性的评估，大家可以先进行变

4-5挡打滑，然后故障指示灯点亮，变速器锁

速器的解体检查并最终确定维修方案。

挡。这样该修理厂把变速器从车上抬下来并委
托变速器专修厂进行维修。

解体变速器时从ATF的品质来看并没有
一点烧损的迹象。通过完全解体并逐一对每

故障诊断与排除：由于专修厂的技

一个元件进行细致的检查均没有发现问题。

师并没有亲自去体验该变速器的实际故障

因此认为问题应该出现在电子液压模块上，

现象，也没有得到该变速器的准确故障信

于是通过车辆信息订购了全新原厂配件。在

息。但从承修厂技术人员那里所得到“3-4

维修中除了更换电子液压模块总成以外还

挡打滑和4-5挡打滑后锁挡”的信息以及实

更换了各终端元件(离合器和制动器)的密封

际故障现象，再加之专修厂经常维修6HP

圈、轴上密封环、过桥油封以及滤清器等。

系列变速器所总结的一些常见故障解决的

新的电子液压模块通过单独编程后直接组装

经验，可能是因变速器某个挡位传动比信

到变速器上，这样可以降低在车辆上的动态

息错误后而锁挡的，因此初步分析故障形

编程所带来的风险。为了保证维修的成功专

成的可能性：①电子液压模块本身故障，

修厂维修人员随带专用诊断仪直接参与安装

这里包括电脑自身对传动比的计算以及与

调试及试车过程。装车后按照标准添加了该

传动比有关的输入转速和输出转速信息存

变速器的专用型 ATF润滑油并准备 开始试

在问题，另外就是液压系统的阀门或电磁

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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