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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检修前首先应该用电脑读取故障码，分
析数据流，据此迅速锁定故障点。凭经验检

主持专家：熊荣华(本刊专家委员会委员)

修，首先要检查燃油箱盖连锁装置电动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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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与搭铁，多见搭铁不良。至于每次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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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时，根本加不满就跳枪的问题，分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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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由于汽油箱设计中，出于安全考虑，都设

92.7电台汽车疑难故障现场解答专家。

置了翻车防漏阀和止回阀。止回阀除在翻车
时防止燃油泄漏外，在车辆正常行驶时还能

Q

熊老师您好！我接修的一辆2.0排量的奥

过高，故压力升高到某一极限值后会不再升

防止在油箱盖未盖严的情况下，因车辆晃动

迪事故车，排气歧管破了，需要更换，更换时，

高)。润滑油泵打出的润滑油，通过润滑油滤

所导致的燃油外溢。止回阀一旦卡滞、开度较

配件商说要换“点火顺序歧管”，排气管要什

清器及发动机内油道一路到达润滑部位，润

小或加油管阻力过大，加油枪的流量就会大

么点火顺序？不明白，向您请教，谢谢！

滑油在上述的流动过程会有“阻力”，这个

于止回阀所能通过的的最大流量，多出的汽

“流动的阻力”就形成了润滑油压力。

油很快就会返到车辆加油管的管口，从而触

江苏读者：阿凡

A

四缸涡轮增压FSI发动机的排气歧管是

润 滑 油黏 度 越高(越 黏)，其 流 动 的 阻

发加油枪跳枪。这时，由于自控杆顶住了加油

设计成“点火顺序歧管”的，如图1所示。从图

力会越大，油压随之提高(但润滑油流量可

枪的扳机，使扳机扳动困难，所以无法以正常

1中可看到，歧管内有一条分离筋，这条筋可

能 反而 较 少)；黏 度 越 低 时，阻 力越 小，油

流量加油，致使加油时间过长。这种情况下，

使废气气流均匀地作用到涡轮上，因此就会按

压 就 较 低 (但 润 滑 油流 量可能比高 黏 度 润

建议更换新油箱总成，解决问题。

点火顺序将气道分成1、4、2、3缸气道。另外，

滑油大)。例如，冷车启动时，油温低，黏度

分离筋还可以阻止废气压力膨胀后进入其他

高，油压很大，经过一段时间的行驶后，油

Q

汽缸内。这样就可以保持需要的涡轮转速，并

温提高，黏度降低，油压就会慢慢降下来。

原来冷启动后，最多预热1分钟就可以正常挂

可以优化涡轮增压器的相应特性。

因此，润滑油压 力大小 与润滑油黏度 息 息

挡行驶，现在气温在10°C左右，冷启动就需

相关，而与润滑油品质关系不大。若在一定

要预热5分钟才能正常挂挡行驶，如果只预热

的油温及发动机转速下，油压不正常提高，

1分钟，从P挡挂N挡、D挡都会出现很大的异

则须注 意是否存 在油道阻塞现象；反 之，

响声。请问这是什么故障，怎么检修？

1缸

熊老师您好！一辆长安福特蒙迪欧轿车，

湖北读者：曹俊

若油压不正常降低，则要查看是否存 在润

分离筋

图1 点火顺序排气歧管

滑油量不足、润滑油劣化、润滑油泵损坏、

A

润滑油滤清器阻塞等现象。所以润滑油的

动后怠速过高所致。如果节气门清洗过，做

黏 度 太高 或 太低 都 不好，应该 适 当。根 据

过匹配，可以检查一下数据流，查看一下水

你的描述，我 认为应 重 点检 查 油压开关，

温传感器，看其是否变质。凭经验分析，是

若需要，更换正规厂家的油压开关，应该可

节温器关闭不严，造成预热时间过长，怠速

以排除故障。

过高，挂挡冲击异响，更换节温器应能排除

根据你的描述，分析可能是发动机冷启

故障。

Q

熊老师您好！一辆迈腾1.8TSI轿车，行驶

Q

熊老师您好！我接修的一辆2010款速腾

中机油压力报警，电磁阀里面的小机械阀芯换

轿车，车主说每次添加汽油时，根本加不满就

Q

过了，没有发现阀芯卡滞。检查机油压力也是

跳枪了，要 慢慢添加很长时间才能把汽油加

天气转冷后，行车中必须关窗，一关窗挡风玻

正常的，不知道该如何判断发动机润滑油的状

满。而且车身上的油箱盖有时打得开，有时打

璃就会起雾，影响视线、影响驾驶安全，怎样

态？请您指教！

不开，请问应该如何检修？

才能防止挡风玻璃起雾呢？二是天气转冷后，

熊老师您好！我想请教您两个问题，一是

四川读者：董皓

我觉得车辆的冷启动变困难了，启动后怠速抖

驾驶员操作开关想打开油箱盖时，开关

动，有时不热车加速就会熄火，感觉车辆的动

“流量”的大小，而非润滑油“压力”的大小

信号将通过车门控制单元进行处理，然后通

力下降、油耗增加、噪音变大，去4S店进行了

为标准。因为润滑油泵不是“压缩机”，润滑

过CAN总线将信号传递给舒适模块，舒适模

保养换油、清洗节气门、换火花塞，没有解决

油泵打出的油量(升/分钟)与发动机转速成

块控制油箱盖联动装置的电动机工作，使燃

问题，这是什么故障，怎么修理？

正比(但润滑油泵有泄压阀，其可防止油压

油箱盖解锁。既然油箱盖是电脑控制的，那

河南读者：张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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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交接或者阴雨天时，关闭汽车的所

用垂直于锁孔的力向外 拔着 钥匙，同时 转

是诊断为电控助力转向机故障，需要更换助

有玻璃窗后，若车内人多、热量大，呼出的

动钥匙至START档，松手。按上述动作操

力转向机总成。

二氧化碳增多，就会在风挡玻璃上出现许多

作30次，如果肉眼观察到点火锁没有回到

更 换 转 向 机 总 成 后，需 要 用 设 备 进

雾气，这是由于车内温度高，车外温度低。

START档的次数大于等于1次，则直接更换

入，进行 访问认可，20 08年以前的车输入

物理原理就是车内有大量的水蒸气，这些水

点火锁芯。或者连接好蓄电池，按上面讲的

31857，2008年以后的车输入40168，再进

蒸气遇 到冷的车玻璃时液化成 小水滴。去

方法将钥匙旋转到START档后松手，按雨

入基本设置，输入60，点激活，并将方向盘

除的办法是，天不太冷时用空调的冷风去除

刮开关，如果观察到雨刮能够正常工作，则

左打到底，再右打到底，熄火后抽出钥匙，

最快，一两秒就可以去除。如果是特冷的天

认为点火锁工作正常，如果不能正常工作，

然后重新启动试车，结果发现故障依旧，行

气，可以开空调的暖风，暖风刚开时雾气会

则更换点火锁芯。

驶中还是继续向左跑偏。这说明跑偏的原因

更大，但是物极必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第二个问 题需 要 拆下 左、右两侧 的后

不在电动助力转向机总成上面，难道是机械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过几分钟，雾气就会逐

制动块；分别更换左、右后卡钳支架的弹簧

故障引起的跑偏？于是直接检查两边的横拉

渐减少。在不冷不热时，最好打开A/C开关，

(使用维修包中黑色涂层的弹簧)，弹簧有方

杆长度，发现长度相差较大，转向盘的中心

将温度适当调高，即暖和又是最佳的除雾方

向要求：即弹簧的平面一端靠近制动盘、弹

位置与转向柱的中心位置向右偏差几十度，

法，只是这种方法可能和单开冷气一样，会

簧有凸起的一端 远离制动盘。安装时需用

这应该就是车辆始终跑偏的原因。重新调整

增加油耗。

力适当，以保证弹簧完全卡在卡钳支架的沟

左右横拉杆的长度，并将转向盘和转向柱中

赶上雨雪天气时，也可不借助冷风或内

槽里，然后装复制动块和制动卡钳。值得注

心位置对正安装，然后重新做了一个四轮定

循环风除雾，只要在此之前购买除雾水涂抹

意的是，拆下的销螺栓、弹簧不允许重复使

位，车辆行驶恢复正常，不再跑偏。

于风挡玻璃上即可。自制除雾水的方法也极

用，应使用新的零件。

由于电控助力转向系统有主动回正功
能，即当车辆在直线行驶时，如果转向角传

其简单，只需找一个小器皿，挤进少许洗涤
灵，按1:6左右的比例兑上水，然后用脱脂棉

Q

熊老师您好！上周进厂的一辆明锐1.6L

感器G85检测到转向盘不在0点，即中心位

或软布蘸着它涂抹于前后风挡玻璃内侧(包

轿车，搭载CDF发动机，行驶里程七万多千

置，则J500会根据G85的信号控制助力转

括后视镜处的车窗玻璃)，待晾干后再用麂

米，正常行驶中始终向左跑偏，且助力转向红

向电动机(V187)工作，从而给转向盘提供

皮或柔软的干布擦净涂抹时遗留在风挡玻

色灯会偶尔点亮。做过多次四轮定位，无效。

一个回正扭矩，使转向盘回到中心位置。虽

璃上的残留纤维等即可。这种方法也可以防

该车也没有出过任何事故，不存在外部因素导

然是因为转向盘和转向柱的中心位置出现

止玻璃起雾，只是需要提前准备。

致转向机构变形的可能性，请您帮忙分析！

错位安装，但通过做四轮定位调整到各个参

至于车辆在天冷时出现启动困难、怠速

江苏读者：王兵

数正常，没有助力时，汽车也能直线行驶。可

抖动、加速不良、油耗高、噪音大的问题，这

A

该车搭载电控助力转向系统，该系统一

是，一旦驾驶员将方向盘打正，行驶过程中，

是典型的积炭、胶质或水分故障，可以自己

旦出现故障，除机械原因之外，一般还有以

转向角传感器G85检测到转向角向左或向

买一瓶油路清洗保护产品，倒入汽油箱中，

下三个原因。

右偏差，电控系统收到偏差信息，就会主动

然后加满汽油，边用车、边清洗。自己DIY

①转向扭矩传感器G269不良；

进行调整，结果，明明不跑偏的车辆，反而

排除故障，不用求人。

②转向角传感器G85不良；

会跑偏。该车就是转向角传感器G85检测到

③转向助力控制单元不良。

转向角向右偏差几十度，助力转向控制单元

熊老师您好！我接修的一辆标致307轿

根据故障码优先的检修原则，你应该先

J500根据G85信号，控制助力转向电动机

车，点火锁有时出现不回位的故障，即点火锁

进入助力转向系统中去调出故障码。我曾经

(V187)工作，提供向左的回正力矩，结果造

在启动档(START档)有时不能自动回到运行

看到过一个这样的维修案例，有一款和你同

成车辆主动向左跑偏。

档(ON档)，这是什么问题？另外还有一辆标志

类型的车，就是从助力转向系统中调出故障

408轿车，低速过连续的颠簸路面，不进行制

码00573，转向扭矩传感器G269电路中电

动，后轮处会有“哐哐”的声音，稍微拉起手

气故障。该车的转向扭矩传感器G269集成

刹后，声音就会减弱甚至消失，这又应该如何

在转向助力控制单元J500中，如果真的是

修理？

传感器问题，则需要更换电控转向机总成。

Q

湖北读者：梁亮

为了避免误诊，我们先将电控助力转向部分

第一个问题，首先应断开蓄电池电源，

的电气插头脱开，即不用电控助力再试车，

将钥匙插入点火锁芯，旋转钥匙至ON档。

结果汽车直线行驶正常，不再向左跑偏。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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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免费咨询电话：13971609317
新浪微博：搜索“汽车专家熊工”
咨询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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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zw@motorchina.com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