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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亚FAI电喷系统因其结构紧凑，在化油器式发动机中进

行改装代换相对简便。

不但整车生产厂家在使用，在摩托车爱好者用户群体中，改

装此款电喷也大有人在。钱江摩托车公司生产的骑式125电喷摩

托车中，使用FAI电喷系统的比较多，因此很多修理人员习惯上称

为钱江飞亚。

此款电喷系统在国产电喷摩托车的市场占有量是比较大的。

我们使用杂志社顾问刘晓先生的摩托车数据分析仪对FAI电喷系

统的工作流程进行测试，同时将一些故障诊断排除方法与各位同

行分享，由于水平有限，加之经验不足，错误和疏漏之处，敬请各

位同行批评指正。

FAI电喷系统基本由ECU控制模块，节气门体，喷油器安装

座，温度传感器（进气温度，发动机温度）四个部分通过联接导

线构成一个工作整体。某些版本还对点火时间进行ECU控制。

FAI电喷系统的ECU接收来自摩托车磁电机中的触发传感器

信号，来判断发动机的转速状态，同时控制喷油开始时间。节气

门体上的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提供油门开度信号，ECU根据此反馈

信号结合转速信号，对喷油器进行基本的喷油量控制（控制喷油

器的开启关闭时间）。

与目前的国内其它摩托车电喷系统的开度－密度－转速法相

比，FAI电喷系统利用开度—转速法来控制基本喷油量，从而省

略了负压信号传感器，有效降低成本。

至于发动机温度传感器和进气温度传感器提供给ECU的信

号是修正喷油量使用的，接收到此信号后，ECU根据当前反馈数

据和原始存储数据进行对比，提供适应当前温度的喷油量。

所以从电喷系统的角度来说，喷油时间分为基本喷油时间和

修正喷油时间，而发动机温度传感器，进气温度传感器和氧传感

器基本属于修正量传感器类。

再就是FAI电喷系统的点火控制器【也就是点火器】与目前

市面上的电喷系统不同，比如豪爵铃木，建设雅马哈，五羊本田

的电喷系统是将点火控制器集成到ECU内部来进行综合控制。但

FAI的电喷系统是将点火控制器设计在ECU的外端。磁电机的触

发信号首先进入ECU，再由ECU根据内部程序控制来向点火器的

触发信号端口提供触发信号，不过这个信号与磁电机的磁电信号

完全不同，输出的是一种方波信号。所以FAI电喷系统的点火时间

也是由ECU控制。在使用点火灯察看点火正时时，点火时间与我

们常见的化油器式发动机的点火正时是不相同的。

飞亚电喷的基本工作流程及故障维修
文_ 程康志

早期的FAI电喷系统国二款电喷没有配置氧传感器，属于开

环控制方式。开环控制的基本控制方式为各传感器的反馈信号

输入控制模块，ECU将当前各种信号与预先存储的程序进行对

比，然后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驱动各种执行器工作。这种控制方

式对于实际的混合气浓度是无法感知的，完全是靠预先设置的

程序在进行工作。

在国三款的闭环系统中，增加了氧传感器，大气压力传感器。

飞亚配置的是外加热式氧传感器，利用排气高温对氧传感器本身

进行加热。因为氧传感器的物理特性，所以必须要在温度300℃

以上时才能输出正常反馈信号。ECU根据氧传感器的反馈信号

电压高低可以判断排气中氧含量的多少，来修正喷油器的喷油时

间。这个排气中的氧含量反应了空燃比（空气和燃油的比例，俗

称为混合气浓度）正常与否。ECU根据这个反馈信号来对喷油器

的喷油时间进行修正，使空燃比保持在14.7：1这个范围左右。在

某些时候，例如启动时，启动后的一段时间内，高速大负荷时，突

然加速时，发动机温度比较低时，氧传感器温度未达到正常工作

温度时，闭环控制的电喷系统也是执行的开环控制方式。（配上

氧传感器图片）

FAI电喷系统的大气压力传感器放置在ECU的排线插口侧，

这个传感器反馈的是大气压力。在高海拔地区大气压力与平原低

海拔地区不同，空气中的含氧量减少，此时必须要减少喷油量来

保持混合气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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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为主板插口中触发线圈对应的插接位置，其中5号插口为

搭铁地线位置，9号插口为触发线圈正电源输入位置。图中的1号

插口位置为熄火线位置，可以空缺不使用。2号插口位置是一个

空位，在我们接触到的飞亚主板中，还没有看到这个插口位置有

对外的连接线路。

图4为主板上节气门传感器的对应插接位置。4号插口为传感

器的输入电源端口，实际测试中输入的是4.96伏电源电压，一般

这个电压因为使用的测试仪表差异，测量值也会有少许出入。这

是主板输出的5伏电源，测量值允许有上下5%的差异。建议测量

时使用高阻抗的数字式万用表，不要使用低阻抗的普通指针式万

用表。11号插口为传感器的反馈电压信号输出端口。

单独测量节气门传感器时，4、5号插口之间的电阻值为

5.38kΩ，11号插口与5号地线之间的电阻值在怠速位置为1.45kΩ，

节气门完全打开后电阻值上升到5.86kΩ。11号插口与4号插口之

间的电阻值在怠速位置为5.81kΩ，节气门完全打开后电阻值下降

到1.43kΩ。

在打开电门锁，主板有工作电源的情况下，11号反馈线的电

压怠速状态下为0.47V，节气门全开状态下反馈电压上升到4.49V。

当然这个电压取决于节气门传感器的初始安装位置，安装位置不

同电压值会有些差异，但差距不会太大。

在正常怠速位置情况下，节气门传感器的反馈电压在0.47V

时。如果因为维修拆装原因，传感器安装位置变动后，这个反馈

电压也会变动。实际测试中我们发现，当此电压低于0.33V时，故

障码显示灯点亮，提示节气门传感器故障。电压高于0.33V时，故

障灯没有提示。

节气门上的怠速定位螺丝是限制节气门最小开度位置的，如

飞亚的ECU控制模块如图1，这个控制模块一般俗称为主板

（以下也简称为主板）。主板为18针线路插口，这个插口线路在我

们测试过的各款飞亚电喷中，无论早期的国二版本还是后期的国

三版本，除了引线颜色不同外，排列方式是完全相同的。

图2为主板插口中温度传感器对应的插接位置，3号插口为接

地端，12号插口为发动机温度传感器端口，16号插口为进气温度

传感器端口。

维修

触发线圈      插口位置

节气门传感器插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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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为主板上喷油器的插口位置。18号插口为喷油器电源输入

端口，这个电源是长期连接在线路中的，不受电门锁的控制。8号

为喷油器的返回端口。在环境温度为20℃时，测量到的喷油器电阻

值为1.4Ω。

图6为主板上解码仪连接端口的插口位置。飞亚的解码仪连接

图7为主板上闭环控制的点火触发信号线插口，在主板上为6

号线位置。点火器本身是个定角直流点火器，接收到触发信号后

果出于某些原因需要调节此限位螺丝时，首先要测量并记录下节

气门传感器怠速状态时的反馈电压输出值。调节工作完成后松开

节气门传感器的固定螺丝，缓慢调节到记录时的电压值并紧固传

感器固定螺丝，这样才能避免怠速状态下供油量失调故障。

喷油器插口位置

解码仪通讯线插口位置

闭环控制的点火器触发电源插口位置

氧传感器反馈线插口位置

端口为6针式，分别对应主板上的5、7、10、14、15、17号插口。其中7

号插口为带有故障自检灯系统的自检灯线。我们曾经用分析仪测

试过解码仪端口的输出波形，发现飞亚的解码仪与ECU之间通讯

使用的是双K线通讯方式。目前这种连接解码仪和主板的通讯方

式并不多见，常见的多为单K线通讯方式。这也就是飞亚电喷系统

的解码仪连接端口线远远比其它电喷摩托车解码仪的连接端口要

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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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开始工作输出电压进入点火线圈。飞亚对这个触发信号使用的

是输出正方波信号提供给点火器触发电源。

图8为主板上氧传感器反馈电压线的插口，在主板上为13号线

位置。

图9为飞亚国三版本喷油器与早期国二版本喷油器的比较，可

以看到国3版本喷油器外形比国2版本有所缩小。不单外形缩小，喷

油孔形状外观也有所改变。如图10国三版本的喷油孔，此喷油孔为

一个半月形。图11国二版本的喷油孔，此喷油孔为圆形。

飞亚喷油器进入的燃油是从油箱流出的常压燃油，在喷油器

内部压缩后再喷射，喷油器相当于一个燃油压缩喷射泵。我们测

试过国三版本的喷油器，其累积压缩压力不低于23kg/cm2。燃油

从喷油器底部流入，通过喷油器顶端的回油管流回油箱，这样的

燃油流动方式可以很好的带走喷油器线圈工作时产生的热量，对

喷油器进行散热冷却，防止喷油器内因温度过高产生汽油蒸汽。

由于喷油器需要先压缩燃油然后再进行喷射，所以喷油器前

段工作时间是没有燃油喷出的，在实际测试中发现国三版本的系

统中，喷油时间在4ms（毫秒）时是没有燃油喷出的，超过4ms喷油

时间后才能看到燃油喷出。

我们将家用220V50Hz电源经过限流整形后作为触发电源，使

用可以控制导通时间的点火器来模拟主板中的驱动，输出电压对

国三版本的喷油器进行喷油量测试。在喷油时间设定为5ms时，一

分钟累积喷油量为10毫升。将喷油时间调整到6ms时，一分钟累积

喷油量为30毫升，1ms的喷油时间延长使喷油量提高了2倍。

打开电门锁接通主板电源后，喷油器会发出短暂的嗒嗒声，

这是开机自检时喷油器的工作响声。在工作运转时这个喷油器响

声被发动机的运转声音所掩盖，所以几乎听不见嗒嗒声。只有燃

油进入量不足，空气在喷油器内部存积过多的情况下，怠速状态时

会出现明显的喷油器工作声音。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检查进油

管路是否存在异常问题。开机自检状态时喷油器的工作声音如果

比平时响很多，这也是喷油器内部存积燃油不够时的表现。

我们所能听到的开机自检时的嗒嗒声感觉没几次，实际情况

下此时喷油器已经开启关闭数十次。通过测试喷油器波形时发现

的喷油次数远远超过耳朵所能听到的次数。

使用摩托车数据分析仪进行波形检测手法对电喷进行检测维

修，不但能使维修人员直观地看到电喷各部件的工作情况，也能

飞亚电喷系统使用的是常压供油，高压喷射的工作方式。这

点也区别于很多压力供油的电喷系统。在压力供油电喷系统中，进

入喷油器的燃油被油箱内的燃油泵加压，并通过稳压装置使压力

保持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喷油器工作时喷油针阀打开，压力燃

油从喷油器针阀和阀座的间隙中喷出。这种情况下喷油器就相当

于是起到一个阀门的作用。

FAI电喷系统使用的喷油器为直线电磁泵式喷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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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波形对比发现各种解码仪所没有涵盖进来的故障。

对于电喷车进行波形检测，首先需要认识喷油器工作波形，如

图12。

图12为飞亚电喷的喷油器波形，飞亚使用的是传统的饱和

开关驱动型喷油器。这种驱动方式为ECU控制接地电路接通

时，驱动三极管打开，喷油器得到工作回路后开始工作，在波形

上就突然出现一个电压降。当ECU控制接地线路断开时，驱动

三极管关闭，喷油器失去工作电源停止工作，由于喷油器内线圈

的磁场在切断电源瞬间产生突变，线圈自感出一个峰值电压。

喷油器的工作时间和自感峰值电压在波形图上很清楚明显的反

映出来。

燃油喷射的时间以ms（毫秒）级的脉冲宽度表示，这表示喷

出燃油量的多少。宽的脉冲表示在相同喷射压力下喷射的燃油量

增加。在飞亚电喷中，宽的脉冲也同样代表喷射的燃油量增加。习

惯上把喷油器开启时间称为喷油脉宽。

图14为前段6次喷油时的喷油脉宽，时间3.05ms，低于4ms喷

油脉宽时是没有燃油喷出。这种喷油器的动作可能是为了排除喷

油器内的空气，因为空气存在的情况下会减少实际喷出的燃油量。

喷油器的峰值电压为117V，实际测试中飞亚的多种版本喷油器峰

值电压都在这个范围附近。

图15为前段6次喷油结束后转入中间段喷油的间隔时间，喷油

器停止工作63.01ms后继续开始后面的连续动作。

图16为中间段连续40次动作时的喷油脉宽，3.79ms。同样这也

是在进行排除喷油器内部空气的喷油动作。

图17为喷油器中间段工作结束后进入后面喷油的间隔时间，

喷油器在停止63.69ms后开始了后面的有效喷油动作。

在最后段的喷油脉宽时4.88ms，如图18所示。这是喷油器有

实际燃油喷出的动作，在启动以前预先喷射燃油进入进气道，为

启动时提供足够的启动浓混合气。

图13为国3版本飞亚电喷系统冷机开机自检时的喷油器波形，

从波形图上可以看到在0.9秒的开机自检喷油器工作时间内，先后

出现了3段喷油器波形。对喷油时间进行测量后发现，前6次喷油

和中间40次喷油都属于无效的喷油时间，只有最后9次的喷油时间

能实际有燃油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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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中的开机自检喷油器波形中，后段的有效喷油次数为4

次，与图13的喷油次数不同。这是因为温度传感器的反馈，在停

车后不久汽缸温度还比较高的情况下打开电门锁时，主板根据温

度传感器反馈进入的电压值，修正有效喷油的次数，避免启动时

混合气过浓造成启动困难。但是前段的排空气动作次数是完全

相同的。

图20为打开电门锁后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启动发动机而关闭电门

锁，短时间内再次打开电门锁后的自检波形，主板只驱动喷油器进

行排空气的动作，没有实际的燃油喷射动作。我们曾经连续多次开

关电门锁，自检时喷油器波形都没有后段的实际喷油出现。

开机自检完成后，间隔70.46ms时间后，喷油器波形上出现了

连续的小幅度喷油器峰值电压，如图21。只要没有启动发动机运

转，这个小幅度的峰值电压将一直持续下去。至于原因我们就不得

而知了。

图22为这个小幅度的喷油器峰值电压每次的时间间隔，测量下

来为0.46s的间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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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个喷油器波形进行测量，如图23。喷油脉宽为

79.95us，峰值电压为53.5V。只是一个很短时间的导通，这个导通时

间根本不能使喷油器内的针阀有任何动作。

开机自检完成后，启动发动机进入怠速热机状态，在国三版

本飞亚电喷系统中分析仪测试到2种不同的启动后怠速喷油器波

形。因为不知道厂家的版本号名称，所以我们称之为版本1和版本

2。在版本1中启动运转开始后喷油器首先是每圈喷油，如图24。

我们对启动开始后每圈的喷油波形进行放大测量，如图25。

排气冲程段的喷油脉宽为2.71ms，这个喷油脉宽不可能有燃油喷

出。估计这是厂家为了排除喷油器内可能存在的空气，进行的喷

油器排气动作。

图26为压缩冲程段的喷油脉宽，5.42ms。这个喷油脉宽时才会

有实际的燃油喷出进入进气道，也是有效的喷油动作。

启动运转大约5秒时间后，喷油器波形转化为隔圈喷油，如图

27。稳定怠速的情况下，喷油脉宽为5.1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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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为版本2的启动开始喷油波形，一直为隔圈喷油，而且喷

油开始时间与版本1相同，都是在压缩冲程段进行喷油。

图30为飞亚电喷的基本喷油脉宽图，喷油脉宽主要受到节气

门开度，发动机转速的控制。发动机温度，进气温度传感器和蓄电

池电压是属于修正量，主板根据这两个电压反馈在基本喷油脉宽

上对当前的实际喷油脉宽进行修正。我们曾经对温度传感器进行

冰块降温和加热，发现在启动瞬间温度传感器的喷油修正量是非

常大的。

温度传感器的喷油脉宽修正量，相当于化油器式发动机在气

温低的时候启动需要拉风门是一样的道理。化油器靠风门来加浓

混合气，而电喷则是靠增加喷入进气道内的燃油量来达到加浓混

合气的目的。

在正常启动后怠速情况下，因为发动机温度的上升，温度传

感器的修正喷油量开始变小。蓄电池电压对喷油脉宽也有很大的

影响。

图29为版本2的压缩冲程段喷油脉宽，5.01ms。这两种版本对

启动初期的喷油控制方式上并不相同，但是只要是同款车型的喷

油器主板，是完全可以代换使用的，并未发现有使用过程中的异常

现象。

（表格1）

表格1为在正常稳定怠速的情况下，我们将发动机温度传感

器保持在同一温度情况下，分析仪测试出的单独对蓄电池电压进

行快速改变情况下电压对喷油脉宽的修正。当电压低于7.6V时，

主板停止工作。蓄电池电压不但对怠速时的喷油脉宽有影响，对

于加速时同样是保持着电压升高喷油脉宽减少，电压降低喷油脉

宽增加。

图31为飞亚的发动机温度传感器和进气温度传感器的电压波

形，这是对2个温度传感器同时加热再冷却时采集的电压变化波

形，可以看到传感器的反馈电压变化幅度是比较接近的，电压下降

上升的曲线也很相近。

    
16.8V 3.5ms 10V 5.6ms 
14.8V 3.9ms 9.6V 5.8ms 
13.2V 4.7ms 9.2V 6.2ms 
12.8V 5.0ms 8.8V 6.3ms 
12.4V 5.1ms 8.4V 6.4ms 
12V 5.2ms 8V 6.8ms 
10.4V 5.4ms 7.6V 7.1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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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温度为30℃时，发动机温度传感器的电阻值为90kΩ，

反馈电压为4.24V。进气温度传感器的电阻值为84kΩ，反馈电压为

4.21V。温度传感器为负温度系数电阻，温度升高后电阻值下降，反

馈输出电压同步下降。反之温度下降时电阻值上升，反馈输出电压

同步上升。

图32为飞亚的节气门传感器反馈电压波形，可以看到随着油

门开度的增加和减小，传感器的反馈输出电压同步上升下降。每次

油门回到怠速位置时，传感器的反馈电压保持在同样的电压值位

置，这说明传感器没有出现卡滞现象。

节气门传感器的电压波形上出现向下有毛刺，中断跌落这些

情况时，说明传感器电压信号有间断。通常这是传感器内的电位器

有短路或间隙性开路，内部碳膜电阻带损坏或断裂。此类情况出

现时会造成发动机某一转速区段动力不足，加速性能不良，甚至加

速过程中出现熄火等等故障。对于这类情况，只能更换节气门传

感器。

由于飞亚节气门的机械结构原因，我们在维修中发现过多次

节气门卡滞不回位，甚至节气门传感器卡滞的现象。节气门卡滞时

怠速降不下来，从外观上看节气门转轴鼓的回位情况就能发现。

但是节气门传感器内部发生卡滞，那么外观上是无法发现的。传感

器没有回到正常的怠速位置，主板根据反馈电压增加喷油量。同

时由于节气门的节流阀板处于关闭位置，空气进入量少，这样就

造成混合气过浓，怠速时排气管口冒黑烟。卡滞的程度不同，怠速

转速高低也不同，此时虽然靠调节空气旁通道螺丝来暂时稳定怠

速，但在传感器正常回位后，又造成怠速偏高。对于这种故障，解

码仪是无法识别的，没有故障码显示使得维修无从下手。对电喷

系统进行初始化操作也无法解决这种故障。

在维修中遇到飞亚电喷系统的摩托车怠速忽高忽低漂移不

定，排气管口冒黑烟的情况时，使用采集节气门传感器的反馈电压

波形检测手段，或者使用数字式万用表检测。在开机不启动的情

况下，来回缓慢转动油门转把，每次转把回位到底，如果发现回位

电压不是每次保持在一个固定的电压值，即可以断定为节气门传

感器有卡滞现象。此时可以对节气门的机械转动部位和传感器进

行拆卸清洗，然后再次安装复位，这样就能有效地解决节气门卡滞

和传感器卡滞的故障。

图33为节气门体，在对节气门体进行拆卸前，首先快速大幅度

拨动节气门转轴数次，记录下最低的一次怠速位置电压，这个电压

通常就是主板确认的怠速电压。这是因为节气门转轴快速回位时

能够带动卡滞住的节气门传感器内芯回位，这个办法我们使用过

多次，基本证实在没有解码仪的情况下，这个电压可以作为怠速设

定的基础电压。

常规维修中对此节气门体的清洗一般为拆卸下怠速调节螺

丝，然后使用化油器清洗剂对怠速空气通道，节流阀板，节流阀转

轴部位进行喷洗。这种清洗方式对节气门体内部的积碳是能够清

洗掉，但是对于节气门偶尔回位不良故障是很难达到理想的维修

效果。解决此类故障必须完全拆卸节气门体进行清洗，对运转部

位加注润滑脂。首先进行怠速调节螺丝的拆卸，拆卸前必须先将

此螺丝拧紧，记录下拧紧的圈数，在安装时把螺丝调节到拆卸前的

退出圈数位置。这点和化油器怠速螺丝的拆卸是相同的。然后再

拆下节气门传感器固定螺丝，取下传感器。拆卸节流阀板上的两颗

固定螺丝，转动节气门轴开度到最大位置，取出节流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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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为国三版本飞亚踏板车市场改装件电喷系统的节流阀

板，在这款改装件中，节流阀上开有一个孔，此孔充当了怠速空气

旁通道的作用。所以这种节气门体的怠速螺丝往外退出的圈数很

少，甚至是完全拧紧状态。

在节气门传感器端的节流阀转轴上有一个定位卡簧，如图35。

取下此定位卡簧后，抽出节流阀转轴，节气门体的拆卸分解完

成，如图36。

在节气门体上安装转轴回位大弹簧侧的转轴孔内是一个滚针

轴承，在维修中经常遇到的节气门回位不良故障很多是这个滚针

轴承的问题。对于这个部位清洗后用压缩空气吹干清洗剂，再加

注润滑脂，如图37。

节气门体上的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是通过节气门轴来连接的，

此款传感器的转动内芯和轴的连接方式并不理想，两者之间的配

合间隙过大，追随性差。如图38。

使用平口螺丝刀对准传感器上下盖子的结合面，用榔头轻轻

敲击，使盖子边沿出现裂缝，然后螺丝刀顺着裂缝逐步撬进去打开

上盖。拆卸传感器时需要注意传感器上的密封圈不能破坏，此密

封圈破裂后会造成节气门漏气，影响怠速的调节，如图39。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