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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柯达明锐发动机故障灯点亮
◆文/河南 马春阳

在发动机工作过程的压缩和做功行

VAS5052B电脑诊断仪对发动机进行检查。

调取的数据显示汽缸列1的氧传感器

程，汽缸内的高压气体会由活塞与汽缸壁的

通过VAS5052B电脑诊断仪发现发动机控制

电压为0.18V(正常值为0.10～0.85V)，

缝隙漏入曲轴箱，俗称曲轴箱窜气。窜入

单元中存储一个可以清除的故障码00368/

该电压值明显偏低；汽缸列1的λ调节值为

曲轴箱的气体会对润滑油的品质造成一定影

P0171，含义为汽缸列1系统过稀/偶然。读取

11.7%(正常值为-10%～10%)，该调节值

响，同时也会导致曲轴箱压力升高而使相关

相关数据，氧传感器、过量空气系统λ调节值

已经超出正向极限。这两个数据都支持混

油封等提早损坏。因此，在现代发动机中均

等参数数值都与读取的故障码相一致，说明

合汽过稀，与调取的故障码00368/P0171

设置有曲轴箱通风系统，此系统可及时将曲

00368/P0171这个故障码真实可信。

完全吻合。但这两个数据也只能说明故障
码的真实性，而无法提供故障部位及原因

轴箱窜气引出并导入进气管路。这样既可减

00368/P0171这个故障码经常见到，

少曲轴箱窜气对润滑系统的影响，也可使窜

发动机控制单元生成并储存该故障码的原因

气中的可燃烧成分再次进入汽缸燃烧，减少

是氧传感器输入发动机控制单元的信号电压

进 一 步 分析其他 相关 数 据，发现了一

能源浪费。

过低或伴随较高的正燃油修正值，发动机控

些 问 题 。发 动 机 数 据 块 显 示 该 车 故 障 发

曲轴箱通风系统的设置需要增加通风

制单元据此判断系统混合汽偏稀。导致这

生 时 怠 速 转 速 为76 0 r/m i n，符 合 规 定 值

及控制管路，而因接口连接不紧、管路老化

个故障码的原因有：氧传感器故障、线路故

(660～860r/min)；平均喷油时间1.02ms，

折损、相关阀门卡滞等原因造成的管路泄漏

障、燃油压力过低、喷油器堵塞、空气流量

也与规定值(0.50～1.00ms)相吻合，甚至还

是曲轴箱通风系统常见的故障。因曲轴箱窜

计故障、进气管路漏气、排气管路漏气等。

略高一些。但对应的节气门角度(电位计)只

气成份特点和曲轴箱通风系统管路特点，曲

该车已行驶95,000km，本着“故障检

有1.2%，低于正常值(规定值为0～3.0%，

轴箱通风系统管路泄漏后的故障现象有着自

查与常规检查并举，修理作业和维护作业兼

正常一般在2.0%)；进气量1.7g/s，也低于正

身的特点。正确把握曲轴箱通风系统管路泄

顾”的原则，先对故障易发的燃油供给系统

常值(1.9～2.1g/s)；相对负荷12.8%，同样

漏引发的故障特点，合理检测、调取、分析

和线路、管路做常规性的检查和保养。

低于正常值(规定值为15.0％～25.0%，正常

的指向。

首先目视检查低压燃油管路、高压油

车辆一般为18.0%)。这些数据之间存在一

泵及高压燃油管路，没有发现漏油现象。目

定矛盾，但也正是这些矛盾基本指明了该车

下面以一例斯柯达明锐汽车曲轴箱通

视检查发动机控制系统线束导线，没有破损

故障的方向。

风调节阀漏气而引发故障的具体案例来分析

现象。检查线束相关各插接器，连接正常无

数据块中较低的三个参数(节气门开

发动机曲轴箱通风系统的结构特点、工作机

松动现象。目视检查进气相关各管路没有发

度、进气量和相对负荷)是相互印证的，在

理、故障形态特点及对应的故障诊断分析思

现明显的脱落、松动现象。

发动机转速一定的情况下，较小的节气门开

相关数据参数，就能使我们快速准确地诊断
相关故障并加以排除。

然后将燃油压力表VAG318接到发动机

度对应的进气量偏低，较小的节气门开度和

右前舱低压燃油管中，检测低压油泵燃油压

偏低的进气量对应的相对负荷较小。但在正

力。启动发动机，读取燃油压力表VAG318上

常情况下，偏小的节气门开度和偏低的进气

一辆上海大众生产的斯柯达明锐轿

的燃油压力为5.5bar(1bar=10 Pa)，与标准

量是不支持正常的平均喷油时间(平均喷油

车， 配 备 了 1 . 8 T SI 发 动 机 ， 行 驶 里 程 约

值(4.0～5.5bar)相比，正常。拆下喷油器进

95,000km，车主反映该车在正常行驶过程

行超声波清洗后进行燃油喷射试验，喷油量

中发动机的故障灯突然点亮，随后出现早上

和油束也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路和方法。

故障现象

冷车启动时发动机有轻微抖动的现象。

5

至此，常规检查和保养作业告一段
落，没有发现和故障相关的异常情况，为

故障诊断与排除

给下一步的诊断检查作业指向明确，利用

因该车发动机故障 灯已经点亮，说明

VAS5052B电脑诊断仪再次调取故障发生

发动机控制单元的自诊断系统已经检 测到

时发动机控制单元的相关数据(图1)，深入

并 储 存 相关故障信息，所以 接车后首先用

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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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故障发生时发动机控制单元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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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对应每循环喷油量)和怠速转速的。相

外部空气未经空气流量计计量便进入进气歧

关数据之间的矛盾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

管，从而使该车发动机发生相应故障。该车

是进气及其相关管路存在漏气点。

故障的具体原因终于找到，于是更换新的曲

因为进气及其相关管路有漏气点，使一

轴箱通风系统油气分离器，启动发动机，用

些空气未经节气门的控制和空气流量计的计

VAS5052B故障诊断仪重新读取相关发动机

量便进入汽缸。这些漏入汽缸的空气使发动

数据流，相关数据恢复正常(图4)。节气门角

机维持正常怠速需要从正常进气管道(空气滤

度2.2%，进气量2.5g/s，相对负荷16.5%，

清器、空气流量计、节气门体)获得空气的需

都与正常车辆一致。交车一段时间后回访，

求减少，因而才会出现正常的怠速值，却对应

车主告知车辆已行驶近1000km，没有出现

较低的节气门开度和进气量。而发动机控制

原有故障现象，确认故障已经排除。

单元根据较低的进气量计算出来的基本喷油
脉宽自然也是偏低的，较低的喷油脉宽对应

维修小结

较低的喷油量，较低的喷油量和正常的进气

上海大众公司的斯柯达明锐汽车的曲

量(包含漏入部分)就形成了较低的混合汽浓

轴箱通风系统的流量调节阀与油气分离器制

度。氧传感器因此向发动机控制单元反馈混

成一体，其外观与相关管路的关系如图5所

合汽过稀的信号电压，发动机控制单元据此

示。油气分离器的作用是将曲轴箱窜气进入

对喷油脉宽进行修正，就出现了高达11.7%

进气歧管之前将曲轴箱窜气中的机油与窜气

油气分离器

窜气的进气口(与气门室罩相通)
流量调节阀

窜气的出气口
(与进气歧管相通)

机油出口

图5 故障车辆上调节阀的安装位置示意图
故障车辆
膜片变形处

来自
大气

来自
曲轴箱

膜片
弹簧

经单向阀至进气歧管或涡轮增压器前

的汽缸列1的λ调节值。因为发动机控制单元

图6 安装在油气分离器上的调节阀的结构

已经根据氧传感器的反馈信号对喷油脉宽进

分离，防止窜气中的机油成份进入汽缸燃烧

行了修正，所以也就出现了和正常车辆一样

而产生大量的积炭，同时也可防止机油的异

的1.02ms的正常平均喷油时间。因为发动机

常消耗。流量调节阀的作用是根据曲轴箱内

控制单元依据氧传感器反馈信号对喷油脉宽

的窜气量和发动机的负荷大小来自动调节曲

的修正对应汽缸列1的λ调节值已经到达了

轴箱的通风量，从而使曲轴箱的通风量能够

极限，所以经过一个检测周期后，发动机控

和发动机的工况相匹配。

制单元的自诊断系统就生成并储存了故障码
00368/P0171。

图2 干扰试验至曲轴箱通风系统调节阀处时
的数据流

流量调节阀的结构如图6所示，主要由膜
片、弹簧和一些管、孔组成。膜片的上方通过

至此，该车故障基本确定是因为进

左边的小孔与大气相通，从而使膜片上方的压

气及其相关漏气造成的。下面检查的重点

力始终等于大气压；膜片的下方安装一个弹

就是找出漏气的具体部位并加以排除。再

簧，并通过两个管孔与曲轴箱和进气歧管相

次对进气及其相关管路进行目视和触摸检

通，膜片下方的压力由弹簧的弹力、曲轴箱的

查，还是没有发现有脱落、松动及破损的

窜气压力和进气歧管的进气压力共同形成。

地方，看来漏气的部位比较隐蔽，只好在

发动机工作时，调节器膜片上方的压力

发动机怠速运转时用化油器清洗剂沿着进

保 持不变，而膜片下方的压 力会随着 进气

气及其相关管路进行喷射干扰试验，试验
包括相关的系统和部件。当喷到曲轴箱通

歧管的压力和曲轴箱的窜气 程度不同而发
图3 故障车辆损坏变形的调节阀膜片

生变化，就使得膜片可以根据下方压力的不

风系统油气分离器上的调节阀时，读取的

同而处 于不同的位 置，而使 通 风开口的大

相关数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图2)：λ调节

小有所不同，从而调节曲轴箱的通风量。如

值和氧传感器电压基本恢复正常，说明漏

在发动机大负荷时，一方面因汽缸压力的增

气应该就在此处。

大而使窜气量增多，而窜气量的增多又会使

于是拆下曲轴箱通风系统油气分离器上

曲轴箱的压力增高；另一方面在发动机大负

的调节阀进一步拆检，发现调节阀内的膜片

荷时，进气歧管的压力也会较大。两方面结

已发生严重变形(图3)，造成曲轴箱通风系
统油气分离器上的调节阀漏气，使一定量的

图4 更换曲轴箱通风系统油气分离器后的
发动机数据流

合就使得膜片下方的压力升高，而使膜片上
移，通风口增大，曲轴箱的通风量增多。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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