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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开明先生所学专业为汽车设计，毕业后从事汽车电气设计开发工作，后转向汽车诊断
维修工作，再后来又从事汽车专业职业教育工作。从汽车设计与制造，到汽车维修与汽修人才
的培养，庄开明先生的职业经历覆盖了大半条汽车产业链。
庄开明个人语录：
“凡是大家认为对的，往往是错误的。”
“任何复杂的事物，往往有简单的道理；简单的事物，往往有丰富的内涵。”
“别人的失败，乃我成功之母。”
“学技术重要，学会学习更重要。”
“只有按程序、按规范工作，才是真正的汽车维修诊断专家。”
“改变思维，一切变得简单。”

电控发动机燃油供给系统的原理与故障诊断
◆文/上海 庄开明

燃 油 供 给 系 统 是 发 动 机 五个 控 制 系

路)、回油管以及燃油等组成。虽然不同车型

3.燃 油泵：提 供 充足流 量的燃油，使

统 之一，也 是 发 动 机 四 条 假 想 的“ 平 行

或车系的燃油供给系统在组成上存在差异，

燃 油系 统建 立油压(产生 压 力的原因)。保

线”之一。

但并不影响我们对燃油供给系统组成的普

证发动机不同工况时需要的充分燃油。燃

遍性分析。

油泵由直 流电 机、液 压 泵、安 全阀和单向

一、燃油供给系统的作用
燃油供给系统的作用是存储、过滤 燃

阀组成。

三、燃油供给系统各元件的功用

对于燃油泵直流电机，功率=电压×电

油，并且为发动机提供充足的满足不同工况

1.燃油箱：起加注、存储，冷却燃油的

流。对于燃油泵液压泵，功率=压力×流量。

需要的压力燃油。燃油供给系统通常采用两

作用。为汽车行驶提供一定里程的燃油量。

所以，通过测量电流看电流大小及变化状态

种结构模式，一种带有回油管技术，另一种

燃油箱盖就是单向空气阀，具有压力平衡作

的方法，以及测量流量看单位时间内流量多

不带回油管技术。即使在不带回油管技术的

用。燃油箱盖堵塞会使箱内压力降低，导致

少及变化状态的方法可以确定燃油泵的好

结构模式中，燃油供给系统也还是存在回油

发动机启动困难、行驶中易熄火等现象的发

坏。燃油泵为系统建立油压，提供流量，油

管的，只是将其放在燃油箱里了，这种结构

生。燃油箱分为冲压件燃油箱和注塑件燃油

压大小取决于系统和负载。

特点是由液压原理决定的。燃油供给系统的

箱两种，冲压件燃油箱和注塑件燃油箱的变

故障诊断与其结构模式无关，两种结构模式

形对所供油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同。

的诊断参数是相同的。

二、燃油供给系统的组成

安全阀限定压力值反映的是燃油泵泵
油能力的大小，是 燃 油供 给系 统的最高压

2.集滤器：过滤、清洁燃油，防止燃油

力。燃油供给系统正常工作时，安全阀不打

泵磨损。集滤器堵塞会发生节流现象，节流

开；系统堵塞时，安全阀打开，提供小循环

就会产生压差，从而使燃油泵的泵油能力降

回路，保护燃油泵。

燃 油 供 给系 统由 燃 油 箱(包 括单 向空

低。集滤器堵塞三分之一就应视为全堵，其

燃油泵出口安装有一个单向阀，它使燃

气阀，即燃油箱盖)、集滤器、燃油泵(由电

对急加速工况、启动工况影响很大。对于任

油供给系统拥有一定的残余压力，防止产生

机、液压泵、安全阀、单向阀组成)、燃油滤

何系统管路或滤芯，如果工作时的有效尺寸

气阻，易于下次启动。如果单向阀密封性变

清器、脉动稳压器、燃油轨、喷油嘴、燃油

减少三分之一，都应视为全堵，而不能认为

差，那么系统残余压力就会下降。

(真空)压力调节器、供油管(提供压力燃油管

是导通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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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信号。由于曲轴位置信号是频域信号，所

以免损坏燃油泵。燃油量报警后，燃油箱内

四、电子控制系统对喷油电磁阀
的控制

也存一定量的燃油，但必须尽快加油，以防

空气供给系统是主动系统和感知系统，

即曲轴位置信号就是以时间自变量为横坐标

止燃油泵损坏。当燃油泵产生的噪 声超标

而燃油供给系统是被动系统和执行系统。电

轴，轴上某点的时刻信号。简单地说，曲轴位

时，需要将其更换。

子控制系统实现对喷油电磁阀和燃油泵电

置信号就是喷油时刻信号。

行冷却。禁止在缺油情况下多次启动车辆，

以根据数学原理，其可以转换为时域信号，

4.燃油滤清器：过滤、清洁燃油，保护喷

机的控制作用。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喷油

3.需 要确定喷 油时序信号。由于发动

油嘴正常工作。燃油滤清器脏污会发生节流

执行元件既属于电子控制系统，又属于燃油

机采用多缸工作，每个缸必须按时序进行工

现象，形成压差和气阻，对启动和急加速工况

供给系统。对电子控制系统来说是喷油电磁

作，喷油时序可以是同时喷油、分组喷油，

产生影响。 燃油滤清器的更换需要遵照维修

阀，对燃油供给系统来说是喷油器。对于不

也可以按顺序喷油。哪个输入信号可以做喷

保养手册的要求，通常情况下，每更换两次空

同系统，喷油执行元件的称谓是不同的。下

油时序信号呢？由发动机构造和工作原理可

气滤清器，需要更换一次燃油滤清器。

面先讲讲电子控制系统对喷油电磁阀的控

知，配气机构凸轮轴的凸轮位置可以确定各

制，喷油电磁阀需要哪些控制呢？

缸的工作时序，所以，凸轮轴位置信号就是

5.回 油 管：冷却 燃 油，防止气 堵 现 象
发生，为多余燃油提供一个通路。由于燃油

1.需 要喷 油指令信号。喷油电磁阀收

喷 油时序信号。凸轮轴位 置信号是频域信

供给系统采用等容液压系统并使用液压泵

到喷 油指令，才 能 输出喷 油电磁阀脉冲信

号，可以转换为时域信号。简单地说，凸轮轴

循环，那么燃油供给系统必须有回油管，所

号。那么，哪个输入信号可以做喷油指令信

位置信号就是喷油时序信号。

以，即使采用了无回油管技术，实际上还是

号呢？我们知道，发动机工作才喷油，不工

由于时间类 信号可以复制或删除。当

有回油管，只是回油管不是在外面，而是在

作就不喷油。那什么信号才能表明发动机工

发动机启动时，时 刻信号和时序 信号就可

燃油箱内部罢了。

作呢？只有曲柄连杆机构旋转才能说明发动

以复制在时间 信号上，即曲轴 位 置信号和

6.脉动稳压器：喷油嘴工作时，燃油供

机工作。所以，曲轴转速信号就是喷油指令

凸轮轴位置信号可以复制在曲轴转速信号

给系统会产生压力波动，影响喷油量控制。

信号。收到曲轴转速信号，必喷油(即输出喷

上。即使在工作时，曲轴位置信号或凸轮轴

脉动稳压器可以消除脉动压力的影响。

油电磁阀脉冲信号)；曲轴转速信号切断，必

位置信号丢失，也并不影响发动机工作(当

7.燃油(真空)压力调节器：为系统提供

不喷油(即不输出喷油电磁阀脉冲信号)。曲

然发动机运行工作模式会依据设计员策略

恒定油压，使喷油嘴喷油量多少只取决于喷

轴转速信号是一个频域信号，数学领域已经

而有所不同)，但 发动机熄火 后，复制的信

油时间。当发动机工作时，调节油压，使喷油

证明，频域信号可以变换为时域信号，也就

号就会被删除，当再次启动发动机时，就会

嘴压差恒定。这样，喷油嘴喷油量多少可以

是时间类信号。曲轴转速信号是以自变量为

因缺失曲轴位置信号或凸轮轴位置信号，

不受进气负压变化的影响，只取决于喷油时

横坐标轴的时间信号，如果我们把发动机当

而造成启动困难或按设计员策略进行的后

间。真空压力调节器提供两个压力(油压)，

成生命体，发动机工作就意味着有生命，生

备工作模式运转。

一个工作压力(油压)，一个调节压力(油压)。

命的过程就是以自变量为横坐标轴的时间

这 里需要 提醒 大家的是，传感器和信

工作压力就是发动机标定的燃油压力，是一

信号，简单地说，喷油指令信号就是时间信

号不是一个概念，一个传感器可以输出一个

个静态的恒定压力，它的数值取决于压力调

号，即曲轴转速信号。

信号或几个信号。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就是源

节器弹簧工作时的弹力。工作压力的测试条

2.需要确定喷油时刻信号。收到喷油

信号，电控单元需要控制的是源信号或由源

件是燃油泵工作，发动机不工作，回油管不

时刻信号，喷油电磁阀才会产生喷油脉冲信

信号运算产生的本信号。控制喷油电磁阀的

堵塞。调节压力就是发动机工作时的压力，

号。那么，哪个输入信号可以做喷油时刻信

本信号是曲轴转速信号、曲轴转角1°信号、

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压力，发动机工作时产生

号呢？根据发动机构造和原理可知，活塞的

活塞上止点信号、第一缸识别信号(一般采

真空负压，使调节压力小于恒定压力，且变

位置决定喷油时刻。而活塞的位置是用活塞

用第一个缸，当然，也可以采用任何一个缸

化状态与节气门变化一一对应。

上止点和曲轴转角表示的，即曲轴相位角表

做识别信号)。而它们的源信号是曲轴转速

8.喷油嘴：提供雾化、量化、一致性燃

示的，曲轴相位角就是曲轴位置。那么，必须

信号、曲轴位置信号、凸轮轴位置信号。由

油。喷油嘴脏污、磨损或漏油，需要对其进

输入活塞上止点信号和曲轴转角信号，而曲

于不同车系、车型、车款采用的传感器个数

行清洗、校验或更换。一般车辆存在怠速不

轴转角信号应该是1°曲轴转角信号，这样控

不同，其原理和安装位置也不同，这就造成

平顺、急加速变差、车速降低等现象时就需

制精度才能达到设计要求。喷油时刻信号就

了传感器的称谓不同。每个传感器产生的源

要清洗和校验喷油嘴了。

是1°曲轴转角信号和上止点信号，即曲轴位

信号有所不同，但最终都必须通过算法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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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需要的本信号，即必须产生曲轴转速信

喷油时间。调节油压的目的是通过真空压力

燃油泵直流电机继电器输出回路实现单级

号、曲轴转角1°信号、活塞上止点信号、第

反馈调节使喷油器压差恒定，且低于恒定的

恒速的控制，它不考虑发动机不同工况(低

一缸识别信号。

系统工作油压。

速小负荷、高速大负荷)需要的燃油量多少，

4.需要确定喷油量的信号。由燃油供

3.提供充足的燃油量。充足的燃油冷

燃油泵都能实现大流量输出。当然，这样会

给系统结构原理可知，只要控制喷油电磁阀

却效果好，不易产生气阻，并且喷油器工作

控制简单，不考虑效率。另一种通过燃油泵

脉冲时间就可以控制喷射的燃油量(对于采

时不易产生压力波动。充足的燃油量可以通

控制器(控制单元)输出回路实现的是多级(或

用压力传感器的燃油供给系统，控制会更精

过采用大流量燃油泵来实现。

双级)多速(或双速)控制。它实现针对不同工

确)，燃油供给系统保证喷射的燃油量只取决

4.提供没有节流现象的燃油。当发生

况(低速小负荷、高速大负荷)输出不同的燃

于喷油电磁阀脉冲(宽度)时间，即喷油时间

节流时，工况突变会产生供油不及时现象。

油量。实现 输出燃 油量与发动机工况的匹

信号。也就是说，需要确定喷油时间信号。那

若想提供没有节流现象的燃油，可通过采用

配，控制复杂，但效率高。

么，怎么确定喷油时间信号呢？我们知道，发

良好品质的集滤器和燃油滤清器及减小燃

动机燃油与空气混合形成一定空燃比才能进

油管路的沿程损失和局部损失来实现。

七、燃油供给系统故障的诊断参数

行燃烧，对于特定的工况，空燃比是确定的

5.雾化、量化、一致、不滴油。所谓的

(基本空燃比、功率空燃比或经济空燃比)。

雾化就是喷油器喷射的燃油应该符合雾化

燃油供给系统由许多功能件 构成。燃

然而，由于制造精度的误差和使用性能下降

标准。量化就是喷油器的喷射量与喷射时间

油供给系统执行元件 ——喷油器喷射的燃

产生的偏差，必然需要进行信号反馈。那么，

应一一对应。一致就是同一台发动机数个喷

油量只取决于电子控制系统输出的脉冲宽

空气供给系统的四个信号，即空气流量计(或

油器喷油差别应该符合标准。不滴油就是喷

度(时间)，即燃油量只取决于喷油时间。燃

真空压力传感器)、节气门位置传感器、进气

油器在系统压力作用下密封性保持良好，不

油供给系统必须提供恒定的工作油压、提供

温度传感器、冷却液温度传感器和排气系统

产生滴油现象。

变化的调节油压、提供充足的燃油量，以满

的氧传感器就是确定喷油时间的信号。空气

1.燃油供给系统的诊断参数

足不产生节流现象的油路系统。既然是燃油
供给系统，那提供的燃油必须是满足发动机

量)，节气门位置传感器、进气温度传感器、

六、电子控制系统对燃油泵直流
电机的控制

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确定修正喷油时间信号

电子控制系统对燃油泵直流电机的控

发动机的要求和规定。那么得出结论，燃油

(即燃油修正量)，氧传感器确定调节喷油时

制无外乎有两个方面。其一，燃油泵直流电

供给系统的诊断参数为燃油供给系统的压

间信号(即燃油调节量)和学习记忆值信号。

机工作模式，即直流电机工作的控制模式，

力参数、流量参数、流速参数、喷油器品质

哪些输入信号控制直流电机工作及其工作

参数以及汽油油号和品质。换句话说，当燃

五、燃油供给系统对喷油器的控
制及要求

模式。其二，直流电机转速的控制。也就是

油供给系统的压力参数、流量参数、流速参

燃油泵液压泵的排量控制。只要控制直流电

数、喷油器品质参数以及汽油油号和品质正

1.提供恒 定的系统工作油压，即发动

机的转速，就控制了燃油泵液压泵的排量。

常，那么，燃油供给系统正常。由于燃油供

1.燃油泵直流电机工作模式控制

给系统是被动系统、执行系统，通常采用检

流量计确定基本喷油时间信号(即燃油基本

机标定的工作油压。恒定的压力值有利于燃
油雾化，喷射的燃油量只取决于喷油时间。

收 到 点 火 开 关 信 号 ，燃 油 泵 工 作

恒 定的系统工作油压大小是由燃油压力调

2～3s，使燃油供给系统建立油压，利于启

节器里的弹簧在燃油泵工作时，产生的弹力

动。当然也可以利用其他信号(比如有些车型

大小决定的。

就利用车门信号)触发燃油泵短时工作。

燃烧要求的燃油，即汽油的油号和品质满足

测方法就可以确定燃油供给系统是否正常。

2.对喷油电磁阀控制的诊断参数
根据上面讲述的可知，电子控制系统对
喷油电磁阀的控制内容包括喷油指令信号、

2.提供可以调节变化的油压(即调节油

收 到曲轴转 速信号，则燃 油泵一直 工

喷油时刻信号、喷油时序信号和喷油时间信

压)。发动机歧管产生负压(真空度)，随节气

作。如果曲轴转 速传感器输入回路 有问题

号。即曲轴转速信号、曲轴位置信号、凸轮

门开度大小或负荷大小而改变。当发动机工

(出现故障码)，则可能会让点火开关信号触

轴位置信号还有空气供给系统四个传感器

作时，进气歧管产生可变的负压，对系统恒

发无效。当然这是设计员策略，不同车系、

以及排气系统的氧传感器信号。它们就是对

定工作油压进行负反馈调节，使喷油器进出

车型、车款会有所不同。

喷油电磁阀控制的诊断参数。

口压差值保持不变，让进气歧管产生的可变

2.燃油泵直流电机转速控制

3.对燃油泵直流电机控制的诊断参数

负压对喷油量不产生影响，喷油量只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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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号是点火开关信号(当然，也可以是其他触

塞回油管，不下降，证明是压力调节器故障；

塞及管路弯曲或扭曲的检查，就可以确定是否

发信号，这取决于车型)和曲轴转速信号，那么，

下降，证明是单向阀、喷油器或管路故障。

发生了节流。也可以通过测量压力和流速来

诊断参数就是点火开关信号和曲轴转速信号。

如果启动时发动机排气有噪声，不易启动，

证明系统是否发生了节流现象。

则说明喷油器漏油。

4.喷油器校验

八、燃油供给系统故障检测
1.压力参数的检测
燃油供给系统的压力参数包括工作压
力、调节压力、最高压力和残余压力。下面分

上面的测量过程是一气呵成的，通过它们

即使 燃油供给系统的压力参 数、流量

的测量可以综合分析，会得出更正确的结论。

参数和流速参数全部正常，也不能说明燃油

2.泵流量参数的检测

供给系统正常，喷油器的品质参数才是证明

燃油泵工作，发动机工作(可以采用改

燃油供给系统是否正常的关键。

别对四个压力参数进行讲解。

变节气门开度及变化的方法)或不工作，测

维修统计 经验告诉我们，一 般车辆存

(1)工作压力(油压)测量

量回油管单位时间内回油量的数值，并观察

在 怠 速 不 平顺、加 速 不 畅、车速 下降 现 象

变化状态，就可以证明燃油泵排量的好坏。

时，就应该清洗校验喷油器了。

测 试 条 件：燃 油泵 工作，发动 机 不工

需要提醒大家，知道数值大小和变化状态必

拆装喷油器应遵守规范和程序，尽可能

须都正常，才能说明流量正常。由于燃油供

使每缸的喷油器安装在原位。使用汽油润滑

给系统采用大流量液压泵，发动机工作时和

密封圈，严禁使用机油润滑，因为使有机油

证明结论：如果工作压力值不 符合标

不工作时回油管的回油量基本一样。经验告

润滑容易漏油，发生火灾。

准，那么一般是发生了燃油压力调节器、燃

诉我们：如果系统流量正常，一般燃油供给

油泵、安全阀或管路堵塞和泄漏。

系统正常，当然必须以遵守测量的规范和条

(2)最高压力(油压)测量

件为前提。

作，回油管不堵塞。
压力特征：压力值符合发动机标定的工
作压力值范围，且压力值恒定。

九、电子控制系统对喷油电磁阀
控制的诊断

我们也可以采用测压力的方法，判断流

前面讲到电子控制系统对喷油电磁阀

量是否正常。当发动机工作时，拔下或卡死

控制的诊断参数是曲轴转速信号、曲轴位置

压 力特 征：满足燃油系统最高压力指

真空压力调节器真空管，使其不产生反馈调

信号、凸轮轴位置信号、空气供给系统四个

标，且压力值恒定。回油管松开会下降，回

节，保持系统恒定工作压力(油压)，通过改

传感器信号还有排气系统的氧传感器信号。

油管堵塞会上升。

变节气门开度(渐变或突变方式)，观察燃油

分析得知，它们都是电子控制系统的输入信

证明结论：如果不符合最高压力标准，

压力表的数值变化状态，如果压力基本不变

号，即传感器。其中曲轴转速信号、曲轴位置

那么一般是燃油泵安全阀弹簧工作时弹力

化，就可以确定流量正常。需要注意的是，

信号、凸轮轴位置信号都是依靠触发轮(或

故障、燃油泵供油能力故障或管路泄漏。

如果压力产生变化并不能证明流量不正常，

磁编码)触发产生的频域信号，它们产生的

(3)调节压力(油压)测量

可能是系统产生节流造成的。能证明流量是

信号与触发轮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空气供

否正常的方法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讲解了。

给系统四个传感器和排气系统氧传感器都

测 试 条 件：燃 油泵 工作，发动 机 不工
作，回油管堵塞。

测试条件：燃油泵工作，发动机工作(实

值得注意的是，燃油泵只提供流量，是

是通过感知产生的信号。传感器的诊断方法

压 力 特 征：压 力值 变 化，且低 于工作

建立油压的原因，系统压力大小与燃油泵无

非常多，可以通过检查、测量、试验、读故障

油压值，压力值随节气门开度变化，且一一

关。压力大小不能说明燃油泵(排量)好坏，

码等方法确定传感器故障。当喷油电磁阀不

对应。

只能证明系统或泵能力。在实际维修中，通

产生喷油脉冲信号，那一定是电气回路(输

证明结论：若调节压力出现异常，那么

过测量压力值来证明燃油泵好坏的做法是

入回路、输出回路、控制单元)或曲轴转速传

一般是真空压力调节器、真空管或发动机配

错误的，把燃油泵拆下来进行通电测量也是

感器系统(包括传感器输入回路、传感器、触

气机构的问题。

不可取的。测燃油泵流量是检验燃油泵好坏

发轮)发生故障了。当喷油电磁阀产生喷油脉

(4)残余压力(油压)测量

的最佳方法之一。

冲信号，那么，一定是各传感器系统或主系

3.燃油供给系统流速检查

统发生故障了。当喷油电磁阀产生喷油脉冲

现真空反馈调节)，回油管不堵塞。

测试条件：发动机工作后熄火。

燃油供给系统存在节流，会产生压差，从

时，我们时刻要看喷油时刻是否正确、喷油

而造成供油不及时，对发动机启动工况或突

时序是否正确、喷油量是否正确、反馈调节

证明结论：单向阀、喷油器、压力调节

变工况产生影响。通过对燃油箱底部变形、集

是否正确。将以上参数逐一检验证明，便可

器以及管路的密封性。一般情况下，如果堵

滤器脏污、滤清器脏污、压力调节器滤网的堵

找出故障原因或部位。

压力特征：在单位时间内压力下降值符
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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