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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喷摩托车电子控制系统主要
传感器的结构原理与检修（上）
文_吴正权

随着摩托车工业的发展，现代摩托车用电喷系统使用的各种

传感器数量及种类越来越多，主要有空气流量传感器、进气压

力传感器、倾斜传感器、转速（或曲轴位置）传感器、进气温度传感器、

机体机油冷却液温度传感器、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大气压力传感器和氧

传感器等，用于适时监控和检测摩托车的运行状况，各部件的工作状态

等，可谓MEFI系统的神经末梢，同样是MEFI系统的关键元器件。如果没

有这些传感器，电子控制单元（ECU）则根本无法工作。

（一）空气流量计的结构原理与检修

1、空气流量计的功能

空气流量计（Air Flow Meter，简称AFM）是大排量摩托车用来直接

计量进入发动机的空气质量的，属汽车级精密电控元件。工作过程中直

接计量进入发动机的空气量，转换成相应大小的电压脉冲信号，输送给

ECU，计算出基本喷油量。

一般而言，空气流量计的技术指标应达到；满度值：236L/min。输

出脉冲：0～5V。准确度：7.08L/min时±1%。分辨率：0.1%。响应速度：

1ms。可靠性：2000h内达99.7%。

2、空气流量计的结构原理

目前大排量摩托车用空气流量计主要有翼片式空气流量计、热线

式空气流量计、热膜式空气流量计和卡门涡旋式空气流量计4种。

（1）翼片式空气流量计

a) 翼片式空气流量计的结构组成

翼片式空气流量计又称活门式或叶片式空气流量计，主要由翼片部

分、电位计部分和接线插头3部分组成，见图1所示。

翼片部分如图2所示，由测量叶片和缓冲叶片构成，2者铸成一体。

翼片转轴安装在空气流量计的壳体上，转轴一端有螺旋回位弹簧(安装

在电位计部分内)。回位弹簧的弹力与吸入空气流对测量叶片的推力平

衡时，翼片即处于稳定位置。测量叶片随空气流量的变化在空气通道内

偏转，同时，缓冲叶片在缓冲室内偏转，缓冲室对翼片起阻尼作用。其目

的在于，当发动机吸入的空气量急剧变化和气流脉动时，减少翼片的脉

动，使翼片运转平稳。

在空气流量计主空气道下方设置有空气旁通通道，在旁通通道的

一侧设有可改变旁通空气量的CO调整螺钉，以便在小空气流量时对空

气流量计的输出特性进行调节。怠速时的空燃比，因发动机和电喷系统

的装置不同，会出现若干偏差，因此需要通过CO调整螺钉调整旁通通

道面积，使空气流量计的输出与目标值一致。

电位计部分中的电位计在空气流量计壳体上方，内有平衡配重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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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臂、回位弹簧、调整齿圈和印制电路板等。调整齿圈上有刻度标记，改

变调整齿圈的固定位置，可调整回位弹簧的预紧力，使用中用以调整空

气流量计的输出特性。翼片转轴上端固装着平衡配重块和滑臂，随翼片

一起动作，滑臂与印制电路板上的镀膜电阻接触，并在其上滑动，便构

成了电位计。

b）翼片式空气流量计的工作原理

空气通过空气流量计主通道时，翼片将受到空气气流的压力及回

位弹簧的弹力控制，当空气流量增大，则气流压力增大，使翼片偏转，翼

片转角α增大，直到两力平衡为止，如图3所示。与此同时，电位计中的滑

臂与翼片转轴同轴偏转，使接线插头VC与VS间的电阻减小，US电压值

降低，电脑根据空气流量计送来的US/UB的信号感知空气流量的大小。

US/UB的电压比值与空气流量成反比，且呈线性下降。

当吸入空气的流量减少时，翼片转角减小，接线插头VC与VS间的

电阻值增大， US的电压值上升，则US/UB的电压比值随之增大。

使用US/UB电压比作为空气流量计的输出，其目的在于，当加给电

位计的电源电压UB发生变化时，因信号US与UB成比例变化，所以作为

空气流量计的输出信号US/UB仍保持不变，即不受电源电压的影响，确

保空气流量计的测量准确。

翼片式空气流量计结构简单，价格便宜，且具有良好的可靠性，但

体积大，不便安装，急加速响应滞后时间较长，进气阻力大以及需要补

偿大气压力和温度变化等。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后来又出现了更为先进

的热线式、热膜式和卡门旋涡式等空气流量计。尤其是热线式和热膜式

空气流量计能测出空气质量流量，

避免了海拔高度引起的误差，再加上其响应时间短，测量精度高，

因此，已经成为现代摩托车电喷系统中广为应用的空气流量计。

(2) 热线式空气流量计

a） 热线式空气流量计的结构

热线式空气流量计的基本构成是由感知空气流量的白金热线，

根据进气温度进行修正的温度补偿电阻(冷线)和控制热线电流并产

生输出信号的控制线路板，以及空气流量计的壳体组成。 根据白金

线在壳体内安装的部位不同，可分为主流测量方式和旁通测量方式两

种结构形式。 

图4是采用主流测量方式的热线空气流量计的结构图。取样管置于

主空气通道中央，两端有金属防护网，防护网用卡箍固定在壳体上，取

样管由两个塑料护套和一个热线支承环构成。热线为线径70微米的白金

丝，布置在支承环内，其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是惠斯顿电桥电路的

一个臂RH，如图5所示。热线支承环前端的塑料护套内安装一个白金薄

膜电阻器，其电阻值随进气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称为温度补偿电阻，是

惠斯顿电桥电路的另一个臂RK。 热线支承环后端的塑料护套上粘结着

一只精密电阻，并可用激光修整其阻值，是惠斯顿电桥电路的又一个臂

RA，该电阻上的电压即产生热线式空气流量计的输出电压信号。惠斯顿

电桥还有一个臂RB的电阻器装在控制线路板上面，该电阻器在最后调

试试验中用激光修整，以便在预定的空气流量下调整空气流量计的输出



82
2012

学校

特性。

热线式空气流量计的电子控制线路板包

括电桥平衡电路、烧净电路和怠速混合气调节

电位器，电子控制装置的大多数元件(除RH、

RK、和RA外)都配置在这块混合集成电路板

上。一般设置六脚插头与电脑ECU相连接，用

以传递信息。

图6是采用旁通测量方式的热线式空气流

量计的结构图，它与主流测量方式在结构上的

主要区别在于：将白金热线和补偿电阻(冷线)

安装在空气旁通通道上。热线和温度补偿电

阻是用铂线缠绕在陶瓷绕线管上制成的。

b） 热线式空气流量计工作原理

如图5所示，在空气通道中放置热线电阻

RH，由于其热量被空气吸收，热线本身变冷。

热线周围通过的空气质量流量越大，被带走

的热量也将增加。热线式空气流量计就是利

用热线与空气之间这种热传递现象进行空气

质量流量测量的。 其工作原理是将热线温度

与吸入空气温度差保持在100 ℃，热线温度由

混合集成电路控制，当空气质量流量增大时，

由于空气带走的热量增多，为保持热线温度，

混合集成电路使热线RH通过的电流增大，反

之，则减少。这样，就使得通过热线RH的电

流与空气质量流量成单一函数关系，亦即热

线电流IH随空气质量流量增大而增大，随空

气质量流量减小而减小。热线加热电流IH在

50～120mA之间变化，热线加热电流的输出信

号为电桥电路上的精密电阻RA上的电压降。

为了减少电损耗，温度补偿电阻RK和电桥电

阻RB的电阻值一般都较高，通过其上的电流

仅为几毫安。

(3) 热膜式空气流量计

热膜式空气流量计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与

热线式空气流量计基本相同，如图6所示，只是

将发热体由热线改为了热膜，热膜是由发热金

属铂固定在薄的树脂膜上构成的。这种结构可

使发热体不直接承受空气流动所产生的作用

力，增加了发热体的强度，提高了空气流量计

的可靠性。

(4) 卡门涡旋式空气流量计

这种传感器是基于卡门涡旋理论，利用

超声波或光信号测量空气流量的。图7是光学

检测方式；图8是超声波检测方式。所谓卡门

涡旋，是在进气道中央设置一锥体状的涡旋

发生器，当空气流过发生器时，其后方就会不

断地产生一定规律的涡旋，测出涡旋的频率f

值，即可感知空气流速v的大小。v=5df (d为涡

旋发生器的直径)，再将空气通道的有效截面

积与空气流速v相乘，就可感知道空气的体积

流量 。

光学检测式空气流量计是将涡旋发生器

两侧的压力变化，通过导压孔引向薄金属制成

的反光镜表面，使反光镜产生震动，反光镜震

动时将发光管投射的光反射给光电管，对反光

信号进行检测，即可求得涡旋频率f。

超声波检测式空气流量计是在空气流动

的垂直方向安装一个超声波发生器，当超声波

垂直穿越涡旋气流时，由于涡旋造成的空气密

度变化的影响，致使到达对面接收器的超声波

的时间会发生变化，利用这一变化即可求出涡

旋的频率。

3、空气流量计的维护与检修

(1) 空气流量计的日常维护

尽管空气流量计属于精密电控元件范畴，

但只要确保在清洁的环境下工作，一般情况

下均不会发生故障。因此，日常的维护保养十

分重要，除经常维护进气系统清洁外，还必须

经常检查进气管是否破裂、漏气，空气滤清器

是否堵塞、损坏，经常清洗和按规定更换空气

滤清器滤芯。在清洗车辆时，对精密电控元件

要注意保护，尤其要注意防潮以免电控部分腐

蚀、短路，如被水湿，要立即吹干。

(2) 空气流量计的检修

诊断故障时，首先应按未装电控元件的基

本诊断程序进行检查排除；如故障仍未排除，

并确认是进气系统发生了故障时，首先应拆除

空气滤清器，进行目测检查，排除一些一般性

故障因素。检查的内容包括如下项目。

a） 检查空气滤清器滤芯及其周围是否

有脏物、杂质或其它污染物，必要时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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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检查进气管是否破裂、漏气、老化或挤坏。

c） 检查各传感器与电脑的连接电线束是否松动或断开，电线是否

有磨破或线间短路、断路的现象，电线插接头是否插接就位，有无腐蚀

现象等。

d） 检查各传感器是否有明显的损伤。

排除了一般性故障因素后，便可进行如下基本检查。

以翼片式空气流量计为例，首先目测检查本体是否开裂，轴是否松

动，测量叶片是否挂卡，工作是否平滑。然后，拨开空气流量计的导线插

头，用电阻表测量空气流量计上各端子间的电阻，其电阻值应符合随车

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要求，如不符，则应更换新件。除此之外，测量叶片从

全闭位置开始慢慢张开时，阻值应成锯齿形增加。一般来说，如果阻值

无限大，可认为是接触不良。其它空气流量计的检查方法，一般也是按

随车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要求检查各端子之间的电阻或电压值，不符者，

则更换新件。

（二）进气压力传感器的结构原理与检测

1、进气压力传感器的功用

进气压力传感器(Intake Air Pressure Sensor，简称IAP)的功用是监

控进气或大气压力负荷信息，输出电信号给电子控制单元，作为计算喷

油量和时间的参数之一。

由此可见，进气压力传感器与空气流量计一样，也是用来检测进气

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气压力传感器的检测方式属于D型（速度密度

型）检测法，而空气流量与压力不成一定的比例关系，因此控制精度较

差；优点是结构简单、体积小、成本低廉，适合于要求不高的中小排量摩

托车用，因而在现代摩托车上广为应用。

进气压力传感器一般装载在节气阀体总成上时，因此要符合节气

阀体的温度、振动要求。具体技术要求如下。

（1）技术参数

压力传感器取气体压力两点检验压力性能，输出端电压由制造商依

据受试产品技术标准提供。

允许工作压力范围：15kPa～115kPa；

承受的最大负荷压力：不小于400kPa；

压力变化响应时间：在室温环境，压力变化范围10%～90%时，不大

于5ms。

压力精度范围：在室温环境，不大于2%。

工作温度范围：-30 ℃～120 ℃。

2、进气压力传感器的结构组成

进气压力传感器种类较多，就其信号产生原理可分为压敏电阻式、

电容式、膜盒传动的可变电感式和表面弹性波式等，其中，压敏电阻式

和电容式在中小排量摩托车用MEFI系统中应用较多。

（1）压敏电阻式。图9是安装在空滤器中的压敏电阻式压力传感器

的外形和内部结构原理图，主要由半导体压力转换元件（硅片）和滤清

器等组成。硅膜片利用半导体的压电效应制成3×3mm正方形硅膜片，

中部经光刻腐蚀形成直径约2mm，厚约50μm(0.05mm)的薄膜，薄膜周



84
2012

学校

围有4个应变电阻，以惠斯顿电桥方式连接。硅膜片的一面是真空室(与

发动机的负压相连)，另一面导入进气歧管压力，硅膜片随进气压力的变

化成正比变形，即绝对压力越高，硅膜片的变形越大，导致附着在薄膜

上的4个应变电阻随应力成正比的变化，这样就可以利用惠斯顿电桥电

路将硅膜片的变形变成进气压力电信号，再经混合集成电路（IC）放大

后输送至ECU，作为决定喷油器基本喷油量的依据。

这种半导体压敏电阻式进气压力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具有随进

气歧管绝对压力的增大呈线性增大的特性，具有尺寸小，精度高、成本

低和响应性、再现性、抗震性较好等优点。

（2）电容式。电容式进气绝对压力传感器是使氧化铝膜片和电极

彼此靠近排列，形成电容，利用电容依膜片上下的压力差而改变的性质

获得与压力成比例的电容值信号，如图10所示，再把电容(压力转换元

件)连接到传感器混合集成电路的振荡器电路中，则传感器产生可变频

率信号，其输出信号的频率与进气歧管绝对压力成正比。频率大约在

80～120Hz内变化。ECU根据输入信号的频率便可感知进气歧管的绝对

压力，根据绝对压力值便可计算出进气量。

3、进气压力传感器的检测

由于进气压力传感器检测进气量不像空气流量计那样直接检测，

而是采用间接检测，同时它还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检测和维修中

就有许多不同于进气流量计的地方，所产生的故障也有它的特殊性。

（1）进气压力传感器进气系统故障的特殊性

在由进气压力传感器构成的进气系统中，由于进气压力传感器采

用D型（速度密度型）间接测量进气量，与M型（直接流量型）进气系统

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尤其是歧管内的真空度对D型进气系统影响很大。

同样的故障点，其故障的表现不同。例如：节气门后方漏气，M型进气系

统外漏的气体不经过进气流量计的计量，ECU不会使喷油量增加，致使

混合气变稀，发动机动力不足、怠速不稳甚至熄火；而D型进气系统，会

使歧管内的真空度下降，绝对压力升高，ECU控制喷油量增加，导致发

动机转速提高，怠速过高。如果漏气严重，当转速增加到1500r/min左右

时，ECU将开始断油降速；当转速降低至设定值时，ECU又开始供油提

高转速，如此循环不已，致使发动机产生游车现象。

由此可见，M型与D型进气系统的真空漏气故障，主要表现在发动

机怠速工况下的不同。M型表现为怠速不稳，甚至熄火。而D型则表现为

怠速过高，甚至游车。此外，D型喷射系统若在节气门前方漏气，将不影

响发动机的工作，这也是D型进气系统的显著特点。

（2）进气压力传感器进气系统的故障诊断

采用进气压力传感器检测进气量的MEFI系统中除了真空漏气外，

还有许多因素会影响到歧管的真空度。如机械配气相位不对、点火时间

晚、排气管堵塞等。

由正时皮带（或链条）错位造成的配气相位不对，在进气行程活塞

已下行时，而进气门仍未开启，造成缸内高度真空，绝对压力很低，送给

ECU的信号电压也很低，喷油量减小，从而导致发动机怠速不稳甚至难

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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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火时间过晚，造成发动机过热和动力不

足。如果依靠加大节气门的开度来增加动力，

会使歧管内的真空度降低，绝对压力升高，送

给ECU的信号电压也升高，喷油量增加，混合

气过浓。可见ECU接收到的绝对压力升高的信

息，不是发动机正常工作时的信息，而是一个

误导ECU增加喷油量的错误信息，结果造成喷

油量过多，混合气过浓，引起排气管冒黑烟。这

种现象只有在D型系统中才会出现。

排气管中的三元催化转换器堵塞，轻者会

使发动机无力，重者会造成发动机难以启动。

如果拆下某一汽缸的火花塞后，发动机由不能

启动变为能启动，说明排气管确实已堵塞，此

时只有进气，而不排气或排气极少，使汽缸内

的真空度降低至0，绝对压力升高至接近于大

气压力，那么送给ECU的信号电压也很高，喷

油量大大增加，最终使混合气太浓，发动机不

能启动。

综上所述，导致D型进气系统故障的主

要因素是歧管真空度，而真空度受电控和机

械两部分的影响，因此诊断故障时，首先要排

除电控部分的故障，然后才是机械部分（点火

正时、配气、密封器件等）。诊断机械部分故障

时，应首先使用真空表测量歧管内的真空度，

这样可使检修工作更便捷，不致走弯路。

一般而言，标准大气压下（101.3kPa）进气

歧管内的真空度越高，反映歧管内的绝对压力

越低，真空度等于大气压力减去歧管内绝对压

力的差值。一台配气良好、点火正时的电喷发

动机，怠速时，歧管真空度一般为58～70kPa。

如果不在此范围内，说明发动机有故障，可用

真空表进一步诊断。诊断时，应把真空表连接

至节气门后方进气歧管的真空管接口上，待发

动机运转到正常工作温度时，在怠速工况下，

测量真空度，并根据真空度数值判断发动机的

故障点。具体诊断方法如下。

a) 当真空表的最小值比正常值低16kPa左

右，最大值比正常值低13kPa左右时，说明进气

歧管部位和真空管漏气。

b) 当真空表的读数比正常值低3～23kPa

时，说明气门密封不良或正时皮带错位。

c) 当真空表的数值左右摆动，有时出现

正压时，说明排气管堵塞，三元催化转换器

损坏。

d) 在发动机2000r/min时，迅速关闭油门，

如果真空表的读数下降5～17kPa，说明活塞环

漏气，缸内压力降低；如果真空表的读数下降

10～30kPa，说明进排气歧管垫漏气。

e )  如 果 真 空 表 的 读 数 一 直 稳 定 在

47～57kPa时，说明点火时间过晚。

f) 怠速时，如果急速加大或急速关闭油

门，真空表的读数在8～82kPa跟随变化，说明

发动机工作性能良好。

（3）进气压力传感器的检测

拆下通向进气压力传感器的真空管，手持

真空泵连接到进气压力传感器真空管接头上。

当施加的真空度为0kPa时，相当于进气歧管内

的绝对压力很高，信号电压应为4.5V左右。当

施加的真空度为75kPa时，相当于歧管绝对压

力很低，信号电压应为1V左右，此时若立即打

开真空开关，真空表的读数应从75kPa不停滞

地返回至原来的位置，同时信号电压也应跟随

上升，这说明进气压力传感器性能良好。否则，

存在故障。

（4）进气压力传感器的试验方法

如图9所示，压敏电阻式进气压力传感器

是一个3线传感器，有5V参考电源，其中2条线

是参考电源的正负极，另一条是给ECU的输出

信号。

试验时，关闭所有附属电气设备，启动发

动机，并使其怠速运转，怠速稳定后，检查怠

速输出信号电压。当进行加速和减速试验时，

应有如图11所示的类似波形出现。

试验方法如下。

将发动机转速从怠速增加到油门全开(加

速过程中油门缓中速打开)，并持续到2s，不宜

超速；

减速回到怠速状况，持需约2s；

急加速至油门全开，然后再回到怠速；

将波形定位在屏幕上，观察波形并与波形

图比较。

也可以用手动真空泵对其进行抽真空测

试，观察真空表读数值与输出电压信号的对应

关系。

波形结果分析。

通常进气压力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在怠速

为1.25V，当节气门全开时略低于5V，全减速时

接近0V。大多数进气压力传感器，真空度高时

产生低的电压信号接近0V，真空值低时产生高

的电压信号接近5V。

当进气压力传感器有故障时，可以查阅相

关维修手册，波形的幅度应保持在接近特定的

真空度范围内，波形幅度的变化不应有较大的

偏差。当传感器输出电压不能随发动机真空值

变化时，在波形图上能明显看出来，同时发动

机将不能正常工作。

（三）倾斜传感器的结构原理与检测

1、倾斜传感器的作用 

倾斜传感器（Inclination Sensor）的主

要功用是检测车身的倾斜角度信号，输送给

ECU。当车身倾斜角度大于某一预先设定的角

度时（一般为60°），ECU立即断开供油电路，

电动燃油泵、喷油器等立即停止工作，防止意

外事故发生。原因是普通化油器式摩托车一般

在车辆倾倒后，由于化油器浮子室内的燃油平

面始终保持在水平状态，化油器主量孔和怠速

量孔都不会进油，发动机自然熄火。但MEFI摩

托车不同，如果在车辆倾倒时，油门转把或拉

线卡住，又恰好节气阀开度在较大位置时，就

会出现严重的安全事故。因此MEFI摩托车必

须装有倾斜传感器，这样才能保证行车安全。

2、倾斜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倾斜传感器用于测量相对于水平面的倾

角变化量。理论基础就是基于牛顿第二定律，

根据基本的物理原理，在一个系统内部，速度

是无法测量的，但却可以测量其加速度。如果

初速度已知，则可以通过积分计算出线速度，

进而计算出角位移。倾斜传感器实质上是运用

惯性原理而制成的加速度传感器。

当倾斜传感器静止时，也就是侧面和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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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没有加速度作用时，那么作用在它上面的

只有重力加速度。重力垂直轴与加速度传感器

活动轴之间的夹角θ就是倾斜角。摩托车行驶

过程中，如果车身倾斜角度过大或翻车时，亦

即倾斜角θ角大于设定值时，ECU便可根据倾

斜传感器输入θ角电信号，立即控制喷油器断

油熄火，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倾斜传感器的种类较多，从工作原理上可

分为“固体摆”式、“液体摆”式和“气体摆”式

3种。现代MEFI摩托车常用“固体摆”式倾斜传

感器，也有使用“液体摆”式的，仅局限于特定

摩托车。

“固体摆”式倾斜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如图

12所示，由摆锤、摆线、支架组成。θ角为摆线

与垂直方向的夹角，即倾斜角。摆锤受重力G 

和摆拉力T的作用，产生合外力F。在小角度范

围内测量时，可以认为F与θ成线性关系。

以五羊本田WH110T为例，其倾斜传感器

如图13所示，安装在座垫开关处，允许车身倾

斜角度为±60°，如图14所示。倾斜传感器控

制电路有1～2s的延时电路，防止摩托车压弯

过低时，在离心力作用下，使MEFI系统电源断

开，发生安全事故。摩托车倾倒熄火后，倾斜传

感器电路断开，故障诊断灯F1点亮，显示无故

障。重新启动时，必须先关闭点火开关，然后

再接通ECU电源才会使倾斜传感器电路重新

接通。

 3、倾斜传感器的检测

（1）检测注意事项

以WH110T踏板车用倾斜传感器为例，其

上有3根引出线，分别为绿色、黑色和红橙色。

当点火开关接通后，黑色线接通蓄电池的正极

12V电源，红橙色线是ECU电源隔离继电器的

控制地线，主要用于控制ECU电源隔离继电器

的负极，防止整车电源干扰和电磁波影响ECU

正常工作，产生误动作。MEFI摩托车上的电磁

波干扰源主要有高压线圈、高压线、喇叭等。

这些大电流用电设备突然导通、截止时会产生

很高的瞬时电压，导致电器线路电压波动，影

响ECU的正常工作，严重时甚至会烧价格昂贵

的ECU和倾斜传感器。因此，必须从蓄电池上

直接单独引用电源，并利用继电器与整车电器

系统电源隔离，将ECU电源影响减至最小。

检测时，不能使用常规的万用表检测法，

原因是倾斜传感器内部电路使用了开关三极

管，用万用表直接检测三极管的通断，会损坏

倾斜传感器内部的电子元件，单独检测倾斜传

感器时只能使用3～5W的低功率灯泡检测。

（2）倾斜传感器的系统检测

打开点火开关，仪表盘上的F1故障指示

灯亮，系统进入自检程序，2～3s后自动熄灭。

如果F1灯不亮，按启动开关也没有反应，但前

照灯、转向灯都能正常工作，则说明MEFI系统

可能无电。先检查10A保险丝，如果保险丝没

问题，则检查ECU电源继电器黑色线有无12V

电压；如果黑色线上有12V电压，再检查红橙线

有无电压，如果红橙线有12V电压，则说明红橙

线的连接线路出现了问题。此时可将红橙线接

地，应该能听到隔离继电器吸合时的“啪嗒”

声，如果没有响声，则应检测隔离继电器线路

和线圈的电阻值。隔离继电器线圈的电阻值一

般在90Ω－105Ω之间。如此逐一排除故障，否

则应将倾斜传感器从车上拆下，单独检测。

（3）倾斜传感器的单独检测

如图15所示，先将倾斜传感器从车上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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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使UP（向上）字体朝上，然后将绿色线接

地，黑色线和3～5W灯泡一端接12V电源。灯

泡的另一端接红橙线。此时灯泡应该点亮。然

后将倾斜传感器倾倒一定角度，灯泡应熄灭；

再将倾斜传感器重新返回至垂直位置，如果

灯泡仍然保持熄灭状态，则证明倾斜传感器

完好无损。否则，说明倾斜传感器有故障，应

立即更换。

（四）转速传感器的结构原理与检修

1、转速传感器的功用

转速传感器(Speed Sensor)也称曲轴位

置传感器，主要功用是监测发动机的曲轴转速

和曲轴位置信息，向ECU输入发动机曲轴转速

信号和活塞上止点TDC (Top Dead Center)位

置2项关键信息，作为计算点火提前角的参数

之一，是现代摩托车MEFI系统中重要的传感器

和必不可少的信号源。

由于转速传感器既输出发动机曲轴转速

信号，又输出曲轴位置信号，因而在许多文献

资料中，大多数人称之为曲轴位置传感器。笔

者也有同感，认为这样较为合理一些，否则会

与现代电控摩托车中的车轮转速传感器（常用

于ABS系统，用于检测车速和车轮转角）混为

一谈。当然最终还得以即将发布的国家标准定

义为准。

2、转速传感器的技术要求

允许工作温度范围：-30℃～+120℃；输

出端电压由制造商依据受试产品技术标准

提供。

3、转速传感器的结构原理

转速传感器有电磁脉冲式、霍尔效应式、

光电效应式3种型式。型式不同，控制方式和

控制精度也不同。一般安装于磁电机磁钢旁

（WH110T）、分电器内（川崎Ninja ZX-10R）、

曲轴皮带轮或链轮侧面以及凸轮轴前端等。

（1）电磁脉冲式转速传感器的结构原理

图16是川崎Ninja ZX-10R摩托车安装在分

电器内的电磁脉冲式转速传感器结构示意图。

尽管川崎摩托车点火系早已取消了分电器，甩

掉了传统的离心和真空调节机构, 改由电控系

统ECU直接控制各汽缸点火；但为了节省成

本，减少改动工作量，仍然保留了分电器中的

配电器，并将电磁脉冲式转速传感器安装在分

电器内，用于检测发动机曲轴转速和曲轴位置

（活塞上止点），作为点火正时的主控信号。

电磁脉冲式转速传感器包括如下2个传

感器，用于检测发动机转速和曲轴位置2个

信号。

曲轴转角传感器，亦即Ne信号发生器，用

于检测发动机曲轴转速Ne信号（见图17）。

b) 曲轴基准位置传感器，亦即G信号发生

器，也称判缸信号，用于判别活塞上止点TDC

位置（见图18）。分别产生2个G信号：其中G1

信号用来检测第4汽缸上止点TDC位置；G2信

号用来检测第1汽缸上止点TDC位置。图中的

BTDC10°（Before Top Dead Center 10°）是上

止点前10°。

G1和G2信号发生器的结构原理相同，均

由信号转子、永久磁铁、铁心、传感线圈等组

成。图19为G1信号发生器的详细结构图；图21

为G1信号发生器的工作原理图。

从图20中可见，当信号转子随分电器轴

转动时，信号转子的凸齿与铁心的气隙发生变

化，从而使通过传感线圈的磁通发生变化，因

此传感线圈中便产生感应的交变电压信号。图

21是G1传感线圈输出的感应电动势E随磁通Φ

的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图22是感应电动势信号

电压波形随发动机转速的变化情况；图23是安

装在分电器内的磁感应式转速传感器输出的

G1、G2信号与Ne信号的关系图。

电磁脉冲式转速传感器结构较为简单，便

于批量生产，且耐高温，适用各种工作环境，因

而在MEFI系统中应用较多。

（2）光电式转速传感器的结构原理

a）装于进气凸轮轴后端的光电式转速传

感器的结构原理

图24是安装于进气凸轮轴后端，依靠凸轮

轴驱动的光电式转速传感器的结构原理图，同

样用于检测活塞位置信号，亦即判缸用G1、G2

信号和发动机转速Ne信号。

从图24中可见，安装在进气凸轮轴后端

的光电式转速传感器主要由遮光板、发光二极

管、光敏二极管和信号发生器电路组成。

与凸轮轴同步旋转的遮光板（见图2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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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数个槽，外侧槽与内侧槽相对圆心排成2

组，外侧4个槽、槽间相隔90°，内侧为长短不

同的2个槽，大致处于相对位置上。外侧槽用

于检测曲轴转速，输出Ne信号；内侧槽用于检

测第1缸和第4缸的上止点TDC位置，输出G1

和G2信号。夹在遮光板两侧的发光二极管和

光敏二极管成对排布，组成光敏通断器。当遮

光板随凸轮轴旋转时，光敏通断器部位的板

与槽交替通过，即板→槽→板→槽……, 因此

发光二极管所产生的光束通过槽射到光敏二

极管上，也是无光→有光→无光→有光……

如此变化。

在光电式转速传感器信号发生器电路中，

受光敏二极管的特性所决定，当光束射到光敏

二极管时，二极管的反向也有电流通过；当光

敏二极管上有反向电流通过时，约有5V的电压

加到电路比较器的正极上，比较器的输出，即

ECU的输入信号也为高电平5V。

当光束被遮光板遮住时，光束无法射到光

敏二极管上，光敏二极管中便没有反向电流通

过，加到比较器正极上的电压为0V，输出信号

亦为低电平0V.

如上所述，转速传感器产生的Ne信号和

判缸G信号均为0V或5V的数字信号。

在 川 崎 一 些 数 字 顺 序 式 燃 油 喷 射系

（DFI）中，也有采用这种光电式转速传感器的

情况，ECU根据其传来的G1和G2信号决定燃

油喷射顺序及点火顺序；再根据Ne信号，分割

成1°单位的曲轴角度，用于计算发动机的转速

n，计算每一行程的进气量p以及用于控制点火

的提前角ESA。

光电式转速传感输出的G1、G2信号与Ne

信号的关系如图26所示。

b）设置在分电器内的光电式转速传感器

的结构原理

图27是设置在分电器内的光电式转速传

感器结构，主要由信号发生器、带缝隙和光孔

的信号盘组成。信号盘安装在分电器轴上，其

外围有360条缝隙，产生1°（曲轴转角）信号；

外围稍靠内侧分布着6个光孔（间隔60°），产

生120°信号，其中有一个较宽的光孔是产生对

应第1缸上止点的120°信号的，如图28所示。

信号发生器固装在分电器壳体上，主要由

2只发光二极管、2只光敏二极管和电子电路组

成，如图29。2只发光二极管分别正对着光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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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管，发光二极管以光敏二极管为照射目标。

信号盘位于发光二极管和光敏二极管之间，当

信号盘随发动机曲轴运转时，因信号盘上有光

孔，产生透光和遮光的交替变化，产生有如信

号发生器输出表征的曲轴位置和曲轴转速2个

脉冲信号。如图30所示为光电式信号发生器的

作用原理。

当发光二极管的光束照射到光敏二极管

上时，光敏二极管感光而导通；当发光二极管

的光束被遮挡时，光敏二极管截止。信号发生

器输出的脉冲电压信号送至电子电路放大整

形后，即向ECU输送曲轴转角1°信号和120°

信号。因信号发生器安装位置的关系，120°信

号在活塞上止点前70°输出。发动机曲轴每

转2 圈，分电器轴转1圈，则1°信号发生器输出

360个脉冲，每个脉冲周期高电位对应1°，低电

位亦对应1°，共同表征曲轴转角720°。与此同

时，120°信号发生器共产生6个脉冲信号。

（3）霍尔式转速传感器的结构原理

霍尔式转速传感器是利用霍尔效应的原

理制成的，所谓霍尔效应是指在一个矩形半导

体薄片上有一电流I通过，此时如有一磁场也作

用于该半导体材料上，则在垂直于电流方向的

半导体两端，会产生一个很小的电压，该电压

被称为霍尔电压。霍尔效应原理如图31所示。

当磁性材料制成的传感器转子上的凸齿交替经

过永久磁铁的空隙时，就会有一个变化的磁场

作用于霍尔元件(半导体材料)上，使霍尔电压

产生脉冲信号，经放大整形后即为转速传感器

的输出信号。

图32是霍尔式转速传感器结构原理图，

主要由永久磁铁、导磁板和霍尔集成电路等

组成。内外信号轮侧面各设置一个霍尔信号

发生器。信号轮转动时，叶片进入永久磁铁与

霍尔元件之间的空气隙时，霍尔集成电路中

的磁场即被触发叶片所旁路（或称隔磁），不

产生霍尔电压如图32（a）所示；当触发叶片离

开空气隙时，永久磁铁2的磁通便通过导磁板

3穿过霍尔元件，产生霍尔电压，如图32（b）

所示。将霍尔元件间歇产生的霍尔电压信号

经霍尔集成电路放大整形后，即向ECU输送

电压脉冲信号。

4、转速传感器的检测

（1）电磁脉冲式转速传感器的检修

以川崎Ninja ZX-10R电子控制系使用的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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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式转速传感器为例说明其检测方法，转速

传感器电路如图33所示。

a）转速传感器的电阻检查

关闭点火开关，拔开转速传感器的导线

连接器，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量转速传感器上

各端子间的电阻值。如电阻值不在规定的范围

内，必须更换转速传感器。

b）转速传感器输出信号的检测

拔下转速传感器的导线连接器，当发动

机转动时，用万用表的电压挡按图33电路图所

示检测转速传感器上G1-G-、G2-G-、Ne-G-端

子间是否有脉冲电压信号输出。如没有脉冲电

压信号输出，则须更换转速传感器。

c）感应线圈与正时转子的间隙检查

用厚薄规测量正时转子与感应线圈凸出

部分的空气间隙，应符合原厂要求（一般为0.2-

0.4mm）。若间隙不合要求，则须更换分电器壳

体总成。

以WH110T以例，其电磁脉冲转速传感器

安装在磁电机磁钢的旁边，要拆开水冷散热器

才能看到，检测方法基本相同。

首先进行电阻和电压值检查，方法是关闭

点火开关，断开ECU插头，检查ECU插头上黄

线和白黄线的电阻值以及黄线和白黄线对地

是否有短路现象等。电阻值为150Ω左右，空载

输出电压为交流0.2V以上。除线圈电阻值，输

出电压值必须符合原厂要求以外，还要检测频

率调制信号是否反相、变形、不准确等现象，否

则ECU将无法正确判断，出现不能启动或启动

后工作不正常等现象。发生此种现象后，只能

使用示波器检测，使用故障诊断仪也很难检测

出来。

（2）光电式转速传感器的检修

a）光电式转速传感器的线束检查

图34所示为光电式转速传感器连接器

（插头）的端子位置。检查时，脱开转速传感

器的导线连接器，打开点火开关，用万用表的

电压挡，如图35所示，测量电源端子(4#)与地间

（1#）的电压应为12V，转速输出端子(2#)和上

止点位置输出端子(3#)与地间（1#）电压应为

4.8～5.2V左右。

b）光电式转速传感器输出信号检测

用万用表电压挡接在上止点位置输出端

子(3#)与地间（1#）端子上，启动发动机时，电

压应为0.2～1.2V；怠速运转期间，转速输出端

子(2#)与地间（1#）端子电压应为1.8～2.5V。否

则应更换转速传感器。

（3）霍尔式转速传感器的检测

霍尔式转速传感器的检测方法有一个共

同点，即主要通过测量有无输出电脉冲信号来

判断其是否良好。用万用表的电压挡，对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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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3个端子间进行测试，当点火开关接通时，

电源端子与地线间的电压值约为8V；电源端子

与信号输出端子间的电压值在发动机转动时，

应在0.3～5V之间变化，且数值显示呈脉冲性变

化，最高电压5V，最低电压0.3V。如不符合，则

应更换转速传感器。

电阻检测方法如下。

首先关闭点火开，拔下转速传感器导线连

接器，用万用表电阻挡连接在电源端子与信号

输出端子或电压端子与地线间，万用表显示的

读数应为∞（开路），如果指示有电阻，则应更

换转速传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