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1

学校

总线技术是提高微机运算速度的关键技术。为了满足现代摩

托车上各种电控单元ECU之间实现快速通讯的要求，目前国

外摩托车几乎均采用控制器局域网通讯总线，即CAN总线技术。例如，

本田Smart Dio Z4踏板车便是采用这种CAN总路线技术研制成功的32

位高速CPU（图31）取代原有16位CPU，运算速度为传统16位的3.5倍，

储存器容量为其2倍（图32），体积减少了21%。大幅度提高了ECU的运

算速度和控制精度，实现适时、准确、高效、精细地控制喷油时刻和喷

油脉谱，确保踏板车在各种运行工况下都具有最佳的节能、环保效果。 

(1) 输出回路

输出回路是微机与执行器之间的中继站，是二者之间建立联系的

一种重要电路，其功用是根据微机发出的指令，将输出电路小信号转

换成可以驱动执行器工作的大信号控制执行器动作，起着控制信号的

形成和放大等作用。

微机对采样信号进行分析、比较、运算后，由预定的程序形成控制

指令并通过输出端子输出。由于微机只能输出微弱的电信号（如喷油

脉冲、点火信号等），电压一般为5V，不能直接驱动执行元件，因此必

须通过输出回路对控制指令进行功率放大、译码或D/A（数/模）转换，

变成可以驱动各执行元件的强电信号。当执行器（如电磁喷油器、燃油

摩托车电喷系统
关键部件、元器件的结构原理与检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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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旁通电磁阀等）需要线性电流量驱动时，微机将控制占空比频率较

高，所以流过执行器电磁线圈的平均电流不会脉动变化。

2) 软件的结构组成

 软件主要包括应用程序和监控程序等，均由整车生产厂家

自行开发，因此，生产厂家不同，车型不一样，使用的各种软件程序也

不一样。

（1）应用程序

众所周知，影响发动机的动力性、经济性和排放性能的参数很多，

且发动机的工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电子控制数学模型十

分复杂，用数学推导方式难以建立其模型。现代摩托车电子控制的方

法普遍都是在系统设计制造完成之后，通过对发动机进行若干次台架

试验，测定发动机在不同工况下各种传感器和执行器的有关数据，确

定出最佳三维喷油量MAP（脉谱）（图33）、最佳三维点火MAP（脉谱）

（图34）以及相关参数，并将这些参数存入ECU的只读存储器ROM中。

当发动机工作时，ECU首先采集反映发动机工况的各种传感器信号，

然后经过数学计算和逻辑判断确定出最佳喷油时刻、最佳喷油量和最

佳点火提前角，再通过输出接口电路控制喷油器阀门的开启时间来控

制喷油量或通过点火线圈控制电路的导通与截止来控制火花塞的点火

提前角。

显而易见，生产厂家不同，车型不一样，应用程序也不一样。

(2) 监控程序

监控程序主要有自检程序和诊断程序等，以确保系统可靠工作。

例如，电喷系统中，进气绝对压力传感器是用来计量进气量的，ECU主

要依靠它来确定基本喷油量。当绝对压力传感器发生故障或绝对压力

传感器的输入、输出部分断路或短路时，ECU得不到绝对压力传感器的

正常信号，系统便不能正常工作，发动机的运转性能恶化，甚至停转。

为避免此类事故发生，监控程序一旦检测到故障，便立即选择节气门

开度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作为绝对压力传感器信号确定基本喷油量，确

保系统可靠工作。

图35是微机控制点火提前角实时监控软件框图。由于系统要求速

度快，一般用汇编语言编程。为了编程、调试、修正和使用方便，一般采

用模块化结构。该系统主要由主程序及自检子程序、报警程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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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CU的工作原理

电子控制器ECU的工作过程复杂而有序，工作速度快捷而有条不

33

滑行和怠速等子程序组成。主程序主要完成摩托车正常运行时点火提

前角的优化控制，从工作方式制定到真空度和转速等量的检测、查表、

修正、发布点火指令等。

2、ECU电源电路

通常把向ECU供电的电路称为ECU电源电路，主要由继电器、点火开

关等组成。目前常见的ECU电源电路有未装步进电机的ECU电源电路和

装有步进电机的ECU电源电路两种。

(1) 未装步进电机的电源电路

未装步进电机的电源电路主要用于怠速控制，如图36所示，图中

MEFI主继电器由点火开关控制。当点火开关接通（ON）时，电流流过

主继电器线圈，使主继电器触点闭合，接通蓄电池与ECU之间的电路，

使ECU的“+B”和“+B1”端获得蓄电池电压。ECU的主要用电必须经

该电路获得。当点火开关断开（OFF）时，ECU的“+B”和“+B1”端则

失去供电。

从图中还可以看出，蓄电池与“ECU”的“BATT”端，通过MEFI保

险丝始终相连，该电路成为ECU的备用电源电路。当点火开关断开时，

蓄电池也保持与ECU的“BATT”端通电，不受点火开关的控制，以保证

为存储故障代码，学习空燃比修正值的存储器能继续供电。

(2) 装有步进电机的电源电路

装有步进电机的电源电路如图37所示，图中MEFI主继电器由ECU

控制，以便点火开关断开时，ECU能继续接通主继电器2s，使步进电机

回到初始位置。

当点火开关接通时，蓄电池与ECU的“IGSW”端相通，ECU通过

内部的主继电器控制电路，控制ECU的M—REL端 ，将MEFI主继电器

线圈电路接通，使主继电器触点闭合，接通蓄电池与ECU的“+B”和

“+B1”端。当点火开关断开时，ECU通过M—REL端使MEFI主继电器

继续接通2s，保证步进电机继续通电2s，以便回到初始位置。

紊，用几句话难以说明白。为了帮助大家建立一个初步的印象，下面以

发动机电控单元ECU为例，简要介绍其工作原理。

发动机启动时，电子控制器ECU进入工作状态，某些程序或操作

指令从存储器ROM中调入中央处理单元CPU。这些程序可以控制燃油

喷射、燃油泵工作电压、点火时刻等。在CPU控制下，一个个指令按照

预先编制的监控程序有条不紊地逐个进行循环。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所

需要的发动机工况信息由各种传感器提供。

当转速传感器CPS检测的发动机转速与转角信号（脉冲信号）、

进气歧管压力传感器MAP检测的负荷信号（模拟信号）和冷却液温度

传感器CTS检测的温度信号（模拟信号）等输入ECU后，首先通过输入

回路进行信号处理。如果是数字信号，就根据CPU的安排经I/O接口电

路直接进入CPU。如果是模拟信号，则首先经过A/D转换器转换成数

字信号，以便数字式微机处理，然后才能经I/O接口电路输入CPU。大

多数信息暂时存储在只读存储器RAM中，根据控制指令再从RAM输入

CPU。

下一步是将预先存储在ROM中的最佳试验数据引入CPU，将传

感器输入的信息与其进行比较。CPU将来自传感器的各种信息依次取

样，与最佳试验数据进行逻辑运算通过比较做出判定结果并发出指令

信号，经I/O接口电路、输出回路控制执行器动作。如果是喷油器驱动

信号，就控制喷油器电磁线圈通电时刻和持续通电时间，完成控制喷

油功能；如果是点火器驱动信号，就控制点火线圈控制器导通时刻，完

成控制点火功能。如果执行器需要线性电流量驱动，微机就控制占空

比来控制输出回路导通与截止，使流过执行器电磁线圈的平均电流线

性增大或减小。

发动机工作时，微机运行速度相当快，例如喷油量、点火时刻控

制、每秒钟可以修正上百次，因此控制精度很高。

4、ECU的维护保养

（1）ECU使用注意事项

电控单元ECU的额定工作电压一般为直流5V，但也有的专用ECU

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而采用10V的情况。ECU系统对高温、高压都很敏

感，当外界电压高于额定工作电压或外界温度高于额定温度的允许值

时，都会损坏ECU。因此，检修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要点。

a) 不论发动机是否在运转，只要接通点火开关，决不可断开任何

12V电器装置。断开此类装置时，由于任一线圈的自感作用，都会产生

很高的瞬时过电压，有可能超过7000V。如此高的瞬时过电压，通过导

线加到微机系统(虽然一般均设有电源保护装置，但电压过高，持续时

间过长)，有可能造成保护电路的损坏，进而使ECU受损。电控系统中具

有较大电感的负载有：电动燃油泵、电磁喷油器、点火线圈和各种继电

器等。

b) 蓄电池的任何一根线不能随便断开。因为蓄电池、负载与发电

机(或磁电机)并联，而蓄电池在电路中相当于一个低阻抗、大电容的瞬

变电压抑制器，断开电压负载时所产生的瞬变电压能量均由蓄电池吸

收，且蓄电池的容量愈大，吸收瞬变能量的作用就愈大，即使切断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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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负载，也不会产生过高的瞬时过电压。如果由于震动、腐蚀等原因造

成蓄电池连线松动，接头接触不良，或用一个辅助蓄电池启动发动机，

启动后又把辅助电池拆掉都是不允许的。

c) 拆装连接导线，须先断开点火开关，即切断ECU系统电源。安

装蓄电池时要特别注意正、负极不能接反，以防损坏ECU和控制部

件。

d) 清洁摩托车时，要注意保护ECU，切不可用自来水冲洗，以免

ECU系统受潮引起腐蚀、短路等，如被水湿，要立即吹干。

e) 扬声器不能装在靠近ECU的地方，因为扬声器的磁铁会损坏ECU

中的电路和部件。

f ) 在车身上使用电弧焊时，应先断开蓄电池负极线，然后断开

ECU电源。ECU系统的连接导线、传感器、执行器等电控元件要用板

料隔开，在靠近这些电控元件的地方进行车身修理时，应特别小心。

g) 保护ECU的外覆盖件或减震装置(如缓冲橡皮等) 破裂、松动、

受损时，应更换新件，以防ECU受潮或承受剧烈震动而损坏。 

h) 检修时，除在测试程序中特别指明者外，不能用指针式欧姆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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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ECU和传感器，必须使用高阻抗的数字测试表(10MΩ以上)。这是

因为如果用低阻抗欧姆表对ECU系统进行测量，就相当于在ECU的测

试点上并联了一个较大的负载，可能因超负荷而损坏ECU系统。

j) 禁止用搭铁试火或拆线刮火的方法对电路进行检查，同时也不要

用普通试灯去测试任何和ECU相连的电气装置。因为试灯功率大，额定电

流大，容易损坏电子元器件。可用330Ω电阻串联一枚发光二极管自制一

个试灯。

k) 晴天拆装ECU或检测控制电路时，应注意防止静电。人体产生

的静电电压较高，可能损坏ECU控制电路。检测ECU或更换模块(即芯

片)时，操作人员应先使自己接触车身以释放静电。

l )  雨天检修及清洗发动机时，应防止将水溅到电子设备及线

路上。

m) 不能变更ECU系统的独立供电线路。

现代摩托车上的电气设备较多，而且不少是脉冲式供电，这样在

接线和搭铁电阻上就有大量的干扰信号存在。为使ECU和附属装置能

正常工作，一般它们的供电线路和搭铁接头通常是与蓄电池主要供电

系统的接头分开的，称为无噪声隔离接头。其它辅助电气设备都不能

接到这一套独立的供电线路和搭铁接头上，维修过程中，检测仪表也

不能接上，否则，ECU就会受到其它电器的共线干扰，严重时会使ECU

无法正常工作。

（2）ECU的检修

ECU是比较复杂的系统，一旦出现故障，一般维修人员均不可修

理，只有那些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和生产厂家才可修理，而且一般情况

下只能更换模块（芯片或单片机），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切不可随意拆卸

以免ECU受损。

当怀疑ECU可能是受热而引起故障时，可用加热法模拟试验。用

电吹风或其它加热器件、设备对ECU进行加热（图38），检查是否出现

故障，可修复因长期不用而受潮引发的故障。但必须注意加热温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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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高于60℃，以免损坏电子元器件。

其次，检修ECU与传感器或执行器之间的线路连接是否良好也是

一项必不可少工作。检测时，断开点火开关拔下ECU线束插头，用万用

表电阻OHM×200Ω挡测量导线电阻应符合生产厂家规定的要求。

（四）燃油压力调节器的结构原理与检修

1、燃油压力调节器的功用

燃油压力调节器(Fuel Pressure Regulator,简称FPR)是安装在燃

油泵和喷油器之间，确保喷油压力符合要求的压力调节装置。由此可

见，其主要功用是确保MEFI供油压力保持在规定的范围内，亦即低压

型为0.25～0.30Mpa，高压型为3.0～4.0Mpa。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已经

清楚：喷油器喷射量的控制是根据ECU加给喷油器的通电时间长短来

控制的，如果不控制燃油压力，即便是加给喷油器的通电时间相同，油

压高时，燃油喷射量增加；油压低时，燃油喷射量就减少。因此，燃油

压力调节器对喷油器喷射量的控制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2、燃油压力调节器的技术要求

（1）技术参数

a) 允许工作温度：-30℃～80 ℃。

b) 允许燃油最高温度：不大于85℃。

c) 允许入口最大压力脉动：不小于100 kPa。

d) 允许最大压力：不小于1500 kPa（仅限簧片式阀）。

（2）性能要求

a) 额定压力：由制造商技术规范明确提出。

b) 压力精度：在设计流量范围内额定压力波动范围不大于5%，设

计流量范围由由制造商提供。

c)  阀泄漏量：采用空气泄漏测试方式，在室温环境下，气体压力

420 kPa±5 kPa 条件下测试，泄漏量不大于1×10-7 m3/s。 或采用燃油

泄漏测试方式，在室温环境下，燃油压力150±5kPa 条件下测试，额定

压力下降幅度不大于5kPa/min。

（3）可靠性要求

a) 极限温度循环试验。循环数设定为20 次。每次循环2h 低工作

温度-30℃，30s 过渡存放；2h高工作温度80℃，30s 过渡存放。

b) 抗震动性试验。

在50-500Hz扫频状态下5g，各方向20h，共60h试验后，压力下降

幅度不大于额定压力值的2%。

c) 运行耐久性试验。

在室温环境下，经1×104次燃油压力循环(0kpa(2.5s)�规定值

(2.5s)，如图39所示试验后，压力下降幅度不大于额定压力值的2%。

3、燃油压力调节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图40是燃油压力调节器的结构图，主要由燃油室和弹簧室2个部

分组成。其金属外壳的中间通过一个卷边的膜片将壳体内腔分成两个

小室，一个是弹簧室，内装一个带预紧力的螺旋弹簧作用在膜片上，弹

簧室有一真空软管连接至进气歧管；另一室为燃油室，直接连入供油

总管。当供油总管的燃油进入燃油室的油压超过预定的数值时，燃油

压力就将膜片往上顶，克服弹簧压力，使膜片控制的阀门打开，燃油室

内过剩的燃油通过油管回流到油箱中，因而使供油总管及压力调节器

燃油室的油压保持在预定的油压值上。此外，弹簧室与进气管相连，

使燃油系统的压力取决于进气管内的绝对压力，在节气门不同位置时

（即发动机不同的工况下），通过喷油器的压降也将是相同的。当油压

力降低到调节器控制的系统油压（压缩弹簧预设弹力）时，球阀关闭，

使系统燃油保持一定压力值不变。

4、燃油压力调节器的故障检测

当电喷摩托车的燃油消耗量异常，或排放达不到标准要求，或故

障诊断系统（OBD）检测出MEFI系统的燃油压力异常时，应及时检测

燃油压力调节器是否失效。检测排除方法是更换相同型号的燃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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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器，如果故障排除，说明燃油压力调节器损坏，应立即更换新件，

否则应检测其它供油部件，如喷油器、氧传感器等。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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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燃油滤清器的结构原理与检修

1、燃油滤清器的功用与技术性能要求

1）燃油滤清器的功用

燃油滤清器（Fuel Filter）的功用是过滤油路中的氧化铁、粉尘等

固体夹杂物，防止油路堵塞，保护易受污染、堵塞而失效的燃油泵、喷

油器等，减少机械磨损，对保持系统正常工作起着重要作用。

为减少燃油滤清器的压力损失，延长使用寿命，燃油滤清器一般安

装在燃油泵前的低压油路中，也有安装在燃油泵后的高压油路的情况，

设计时必须考虑滤芯的耐压性能。

2）燃油滤清器的技术性能要求

（1）技术参数。允许工作温度-30℃～80℃；允许最小溢流圧力为不小

于500kPa。

（2）性能及其它要求。

a) 允许通过的杂质最大直径不大于0.03mm；

b) 极限温度循环试验。循环数设定为20次。每次循环3h，低工作

温度-30℃，30s 过渡存放；3h高工作温度120℃，30s 过渡存放。经20个

循环共120h的－30℃～80℃温度循环试验后，不产生破裂、变形。

c) 抗震动性。在50-500Hz，振幅2a=0.66mm，150-200Hz扫频状态

下5g，各方向20h，共60h试验后，不产生破裂、变形。

2、燃油滤清器的结构

图41是燃油滤清器的3种基本结构型式。菊花形和盘簧形结构的

滤芯一般采用平均孔隙直径为10μm的滤纸叠成；而平板型滤芯则大

多采用新型特殊材料制成。

3、燃油滤清器的维护保养

尽管现代电喷摩托车一般均使用符合标准要求的清洁燃油，但长

时间使用后，必然会积聚大量的氧化铁、粉尘等固体夹杂物，因此必须

定期更换新件。更换周期根据具体使用的油品情况而定，长期使用符

合标准要求的清洁燃油的车，可以在发动机大修期或更换电动燃油泵

时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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