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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 55B-1     全自動空調－整備基準值、特殊工具、故障排除

整備基準值

項目 標準值

怠速轉數 (N 或 P 檔) r/min 750  50
A/C 低負荷時 800  50怠速提昇轉數 (N 或 P 檔) r/min
A/C 高負荷時 850  50

最熱 約 5.35空氣混合閥門用電位錶之電阻值 k
最冷 約 0.65
DEF 位置 約 0.65出風口切換閥門用電位錶之電阻值 k
FACE 位置 約 5.35

特殊工具
工具 件號 名稱 用途

MB991502 MUT Ⅱ副總成 檢查全自動空調

MB991529 診斷接線組 使用電壓計檢查全自動空調

故障排除
1. 故障診斷的基本流程故障診斷的基本流程故障診斷的基本流程故障診斷的基本流程
參考 00 章故障排除的方法、檢查要領。

2. 檢診機能檢診機能檢診機能檢診機能

2-1 故障代碼的讀法故障代碼的讀法故障代碼的讀法故障代碼的讀法

將 MUT-Ⅱ連接 16 孔診斷接頭，讀取故障代碼。

(參考 00 章故障排除的方法、檢查要領。)

2-2 故障代碼的消去方法故障代碼的消去方法故障代碼的消去方法故障代碼的消去方法

參考 00 章故障排除的方法、檢查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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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動空調－故障排除 JT 55B-2

3. 故障代碼分類表故障代碼分類表故障代碼分類表故障代碼分類表

故障代碼 No. 故障現象 參考頁數

11 車內溫度感知器系統(斷路) 55B-2
12 車內溫度感知器系統(短路) 55B-2
13 外氣溫感知器系統(斷路) 55B-2
14 外氣溫感知器系統(短路) 55B-2
15 暖氣水溫感知器系統(斷路) 55B-3
16 暖氣水溫感知器系統(短路) 55B-3
21 空氣溫度感知器系統(斷路) 55B-3
22 空氣溫度感知器系統(短路) 55B-3
31 空氣混合閥門用電位計系統 55B-4
32 出風口切換閥門用電值計系統 55B-5
41 空氣混合閥門馬達驅動系統 55B-5
42 出風口切換閥門用馬達驅動系統 55B-6

4. 診斷代碼別檢查順序診斷代碼別檢查順序診斷代碼別檢查順序診斷代碼別檢查順序

代碼 NO.11、12 車內溫度感知器系統 可能原因

本故障代碼在檢測出車內溫度感知器回路斷路 (代碼

NO.11)或短路(代碼 NO.12)時，才有電輸出。
車內溫度感知器不良

接頭、配線不良

A/C-ECU 不良

代碼 NO.13、14 外氣溫感知器系統 可能原因

本故障代碼在檢測出外氣溫感知器回路斷路(代碼 NO.13)
或短路(代碼 NO.14)時，才有電輸出。

外氣溫感知器不良

接頭、配線不良

A/C-ECU 不良

更換全自動空調控制面板總成 (A/C-ECU)

檢查車內溫度感知器 (參考 P55B-21)

檢查接頭：C139,C-31

故障現象確認

檢查、修正車內溫度感知器〜A/C-ECU 之間的配
線

修正

修正

更換

更換自動空調控制面板總成 (A/C-ECU)

修正

修正

更換檢查外氣溫感知器 (參考 P55B-22)

檢查接頭：A-24, C-130, C-31

故障現象確認

檢查、修正外氣溫感知器〜A/C-ECU 之間的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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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 55B-3 全自動空調－故障排除

代碼 NO.15、16 暖氣水溫感知器系統 可能原因

本故障代碼在檢測出暖氣水溫感知器回路斷路 (代碼

NO.15)或短路(代碼 NO.16)時，才有電輸出。

暖氣水溫感知器不良

接頭、配線不良

A/C-ECU 不良

代碼 NO.21、22 空氣溫度感知器系統 可能原因

本故障代碼在檢測出空氣溫度感知器回路斷路 (代碼

NO.21)或短路(代碼 NO.22)時，才有電輸出。

空氣溫度感知器不良

接頭、配線不良

A/C-ECU 不良

更換全自動空調控制面板總成 (A/C-ECU)

更換自動空調控制面板總成 (A/C-ECU)

修正

修正

更換

修正

修正

更換檢查暖氣水溫感知器 (參考 P55B-21)

檢查接頭：C-07, C-107, C-31

故障現象確認

檢查、修正暖氣水溫感知器〜A/C-ECU 之間的配線

檢查空氣溫度感知器 (參考 P55B-19)

檢查接頭：C-09, C-107, C-31, C-07

故障現象確認

檢查、修正空氣溫度感知器〜A/C-ECU 之間、空氣溫
度感知器〜暖氣溫度感知器之間、暖氣水溫感知器〜
A/C-ECU 之間的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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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動空調－故障排除 JT 55B-4

代碼 NO.31 空氣混合閥門用電位計系統 可能原因

本故障代碼由於配線斷路或短路，造成 A/C-ECU ㆖，空氣

混合閥門用電位計無電輸入時，才有電輸出。

空氣混合閥門用電位計不良

接頭、配線不良

A/C-ECU 不良

檢查、修正溫度控制閥門用馬達〜A/C-ECU 之間的配
線

修正

更換

修正

檢查溫度控制閥門用電位計 (參考 P55B-17)

C-06 空氣混合閥門用馬達接頭的測量
拆開接頭，測量配線側
點火開關：ON
2－車體搭鐵之間電壓
OK：：：：5 V
6－車體搭鐵之間的導通
OK：：：：有導通

C-31 A/C-ECU 接頭的測量
連接接頭
點火開關：ON
溫度控制閥門：最熱位置
5－車體搭鐵之間電壓
OK：：：：4.1 ~ 4.6 V

更換自動空調控制面板總成(A/C-ECU)

檢查接頭：C-06, C-07, C-107, C-31, C-18

故障現象確認

檢查、修正溫度控制閥門馬達〜A/C-ECU 之間、空氣
混合閥門馬達〜出風口切換閥門馬達之間、出風口切
換閥門用馬達〜A/C-ECU 之間、溫度控制閥門用馬達
〜暖氣水溫感知器之間、暖氣水溫感知器〜A/C-ECU
之間的配線

更換自動空調控制面板總成(A/C-ECU)

檢查接頭：C-06, C-107, C-31

故障現象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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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 55B-5 全自動空調－故障排除

代碼 NO.32 出風口切換閥門用電位計系統 可能原因

本故障代碼是根據配線斷路或短路，在 A/C-ECU 來自出風

口切換閥門用電位計無電時，而輸出電力。

出風口切換閥門用電位計不良

接頭、配線不良

A/C-ECU 不良

代碼 NO.41 空氣混合閥門用馬達驅動系統 可能原因

本故障代碼是空氣混合閥門無法回轉到設定開度為止時就

輸出電力。

空氣混合閥門用馬達不良

接頭、配線不良

A/C-ECU 不良

檢查、修正出風口切換閥門用馬達〜A/C-ECU 之間的
配線

更換自動空調控制面板總成 (A/C-ECU)

修正

更換

修正

修正

更換

修正

檢查出風口切換閥門用電位計 (參考 P55B-17)

C-18 出風口切換閥門用馬達接頭的測量
拆開接頭，測量配線側
點火開關：ON
2－車體搭鐵之間電壓
OK：：：：5 V
6－車體搭鐵之間的導通
OK：：：：有導通

C-31 A/C-ECU 接頭的測量
連接接頭
點火開關：ON
出風口切換閥門：DEF
6－車體搭鐵之間電壓
OK：：：：4.1 ~ 4.6 V

更換自動空調控制面板總成(A/C-ECU)

檢查接頭：C-18, C-107, C-31, C-07

故障現象確認

檢查、修正出風口切換閥門馬達〜A/C-ECU 之間、出
風口切換閥門用馬達〜暖氣水溫開關感知器之間、暖
氣水溫感知器〜A/C-ECU 之間的配線

更換自動空調控制面板總成(A/C-ECU)

檢查接頭：C-18, C-107, C-31

故障現象確認

檢查溫度控制閥門用馬達 (參考 P55B-17)

檢查接頭：C-06, C-107, C-31

故障現象確認

檢查、修正溫度控制閥門用馬達〜A/C-ECU 之間的配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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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動空調－故障排除 JT 55B-6

代碼 NO.42 出風口切換閥門用馬達驅動系統 可能原因

本故障代碼是出風口切換閥門無法旋轉到設定開度為止時

就輸出電力。

出風口切換閥門用馬達不良

接頭、配線不良

A/C-ECU 不良

5. 故障現象分類表故障現象分類表故障現象分類表故障現象分類表

故障現象 檢查順序 No. 參考頁數

與 MUT-Ⅱ之間無法通信。 1 55B-6
空調完全無法作動。 2 55B-7
空調出風口空氣溫度無法調整。 3 55B-8
鼓風機不作動。 4 55B-9
鼓風機風量無法變更。 5 55B-9
出風口無法切換。 6 55B-10
內、外氣無法切換。 7 55B-10
後除霧器不作動。 8 55B-11
水箱風扇不作動。 － 參考 14 章故障排除

6. 故障現象別檢查順序故障現象別檢查順序故障現象別檢查順序故障現象別檢查順序

檢查順序檢查順序檢查順序檢查順序 1
與 MUT-Ⅱ之間無法通信 可能原因

完全無法與其他系統通信時，診斷線路不良的可能性極高。

僅空調無法通信時，A/C-ECU〜診斷線路之間不良。

配線、接頭不良

A/C-ECU 不良

更換自動空調控制面板總成 (A/C-ECU)

修正

更換

修正

檢查出風口切換閥門用馬達 (參考 P55B-17)

檢查接頭：C-18, C-107, C-31

故障現象確認 檢查、修正出風口切換閥門用馬達〜A/C-ECU 之間的
配線

更換自動空調控制面板總成 (A/C-ECU)

修正

修正

利用 MUT-Ⅱ與其他系統通信的可能性。

空調是否正常作動？

檢查接頭：C-22, C-26, C-31

故障現象確認

檢查、修正 MUT-Ⅱ檢診線路

故障現象別檢查順序 2 (參考 P55B-7)

檢查、修正 A/C-ECU〜診斷接頭之間的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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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 55B-7 全自動空調－故障排除

檢查順序檢查順序檢查順序檢查順序 2
空調完全不作動 可能原因

A/C-ECU 之電源系統(含搭鐵)不良。 配線、接頭不良

A/C-ECU 不良

更換 ETACS-ECU
修正

修正

修正

修正

修正

C-30 A/C-ECU 接頭的測量
拆開接頭，測量配線側
點火開關：ON

(1) 28－車體搭鐵之間電壓
OK：：：：電瓶電壓

(2) 27－車體搭鐵之間的導通
OK：：：：有導通

C-31 A/C-ECU 接頭的測量
拆開接頭，測量配線側
點火開關：ON
3－車體搭鐵之間電壓
OK：：：：電瓶電壓

更換自動空調控制面板總成 (A/C-ECU)

檢查接頭：C-30, C-213, C-210

故障現象確認

檢查、修正點火開關(IG2)〜A/C-ECU 之間的配線

故障現象確認

檢查、修正點火開關(ACC)〜A/C-ECU 之間配線

檢查接頭：C-30

故障現象確認

檢查、修正 A/C-ECU〜車體搭鐵之間的配線

檢查接頭：C-31, C-05

故障現象確認

檢查 ETACS-ECU〜A/C-ECU 之間的配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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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動空調－故障排除 JT 55B-8

檢查順序檢查順序檢查順序檢查順序 3
空調出風口空氣溫度無法調整 可能原因

即使將設定溫度變更而出風口空氣溫度仍未變化時，各感知

器類不良，或是空氣混合閥門作動不良。

車內溫度感知器不良

外氣溫感知器不良

暖氣水溫感知器不良

空氣溫度感知器不良

日射感知器不良

空氣混合閥門馬達不良

配線、接頭不良

A/C-ECU 不良

確認溫度控制閥門用馬達系統 (參考 P55B-5，代碼
NO.41)

修正

修正

修正

MUT-Ⅱ故障代碼
診斷代碼輸出。

MUT-Ⅱ修理資料
11 車內溫度感知器

MUT-Ⅱ修理資料
13 外氣溫感知器

MUT-Ⅱ修理資料
15 暖氣水溫感知器

MUT-Ⅱ修理資料
21 空氣溫度感知器

MUT-Ⅱ修理資料
21 日射感知器

MUT-Ⅱ修理資料
31 溫度控制閥門用電位計

MUT-Ⅱ作動器測試
05, 06, 07 溫度控制閥門馬達

更換自動空調控制面板總成 (A/C-ECU)

故障代碼分類表 (參考 P55B-2)

確認車內溫度感知器系統(參考 P55B-22)

確認外氣溫感知器系統(參考 P55B-2，代碼 NO.13,14)

確認暖氣水溫感知器系統(參考 P55B-3，代碼
NO.15,16)

確認空氣溫度感知器系統 (參考 P55B-4，代碼
NO.21、22)

檢查日射感知器 (參考 P55B-22)

檢查接頭：C-31, C-33

故障現象確認

檢查日射感知器〜A/C-ECU 之間配線

更換自動空調控制面板總成 (A/C-ECU)

確認溫度控制閥門用電位計系統 (參考 P55B-4，代
碼 NO.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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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 55B-9 全自動空調－故障排除

檢查順序檢查順序檢查順序檢查順序 4
鼓風機不作動 可能原因

鼓風機開關轉至 ON 而無法送風時，則鼓風機繼電器回路系

統不良。

鼓風機繼電器不良

鼓風機馬達總成不良

配線、接頭不良

A/C-ECU 不良

檢查順序檢查順序檢查順序檢查順序 5
鼓風機風量無法變更 可能原因

即使變更風量開關位置而風量仍無變化時，鼓風機脈衝控制

器回路系統不良。

鼓風機馬達總成不良

配線、接頭不良

A/C-ECU 不良

檢查、修正鼓風機馬達總成〜車體搭鐵之間的配線

更換鼓風機馬達總成或自動空調

修正

修正

修正

修正

更換

修正

檢查鼓風機繼電器 (參考 P55A－車㆖配備)

測試 MUT-Ⅱ作動器
01, 02, 03, 04 鼓風機馬達

C-15 鼓風機馬達總成接頭的測量
拆開接頭，測量配線側
點火開關：ON

(1) 6－車體搭鐵之間的電壓
OK：：：：電瓶電壓

(2) 3－車體搭鐵之間的導通
OK：：：：有導通

檢查接頭：C-15, C-31, C-210

故障現象確認

檢查鼓風機馬達總成〜A/C-ECU 之間、鼓風機繼電
器〜鼓風機馬達之間的配線

更換鼓風機馬達總成

更換自動空調控制面板總成 (A/C-ECU)

更換自動空調控制面板總成 (A/C-ECU)

檢查接頭：C-132, C-35, C-211, C-215, C-210, C-15,
C-213, C-08

故障現象確認

檢查、修正可熔保險絲 NO.1〜鼓風機馬達、點火開關
(IG2)〜鼓風機繼電器、鼓風機繼電器〜車體搭鐵之間
的配線

檢查接頭：C-15

故障現象確認

測試 MUT-Ⅱ作動器
01, 02, 03, 04 鼓風機馬達

更換自動空調控制面板總成 (A/C-ECU)

檢查接頭：C-15, C-31

故障現象確認

檢查、修正鼓風機馬達總成〜A/C-ECU 之間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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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動空調－故障排除 JT 55B-10

檢查順序檢查順序檢查順序檢查順序 6
出風口無法切換 可能原因

即使操作出風口切換用按鈕而出風口仍無法切換時，出風口

切換閥門用馬達回路系統不良。

出風口切換閥門用馬達不良

配線、接頭不良

A/C-ECU 不良

檢查順序檢查順序檢查順序檢查順序 7
內外氣無法切換 可能原因

即使內外氣切換開關轉至 ON 仍無法作內外氣切換時，內外

氣切換閥門用馬達系統不良。

內外氣切換閥門用馬達不良

配線、接頭不良

A/C-ECU 不良

確認出風口切換閥門用馬達系統 (參考 P55B-5，代碼
NO.42)

檢查、修正點火開關 (IG2)〜內外氣切換閥門用馬達
之間配線

修正

更換

修正

修正

MUT-Ⅱ故障代碼
NO.32, 42 任㆒個是否輸出電力？

MUT-Ⅱ整備資料
32 出風口切換閥門用電位計

測試 MUT-Ⅱ作動器
08, 09, 10 出風口切換閥門用馬達

更換自動空調控制面板總成 (A/C-ECU)

故障代碼分類表 (參考 55B-2)

確認出風口切換閥門用電位計系統 (參考 P55B-4
，代碼 NO.32)

測試 MUT-Ⅱ作動器
13, 14 內外氣切換閥門用馬達

檢查內外氣切換閥門馬達 (參考 55A-17)

C-10 外氣切換閥門用馬達接頭的測量
拆開接頭，測量配線側
點火開關：ON
7－車體搭鐵之間的電壓
OK：：：：電瓶電壓

檢查接頭：C-10, C-107, C-30

故障現象確認

檢查內外氣切換閥門馬達〜A/C-ECU 之間配線

更換自動空調控制面板總成 (A/C-ECU)

更換自動空調控制面板總成 (A/C-ECU)

檢查接頭：C-10, C-107, C-102, C-209, C-210

故障現象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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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 55B-11 全自動空調－故障排除

檢查順序檢查順序檢查順序檢查順序 8
後除霧器不作動 可能原因

即使後除霧器開關轉至 ON (計時器作動 20 分鐘)仍無除霧

作動時，後除霧器繼電器系統不良。

後除霧器繼電器不良

配線、接頭不良

A/C-ECU 不良

檢查、修正除霧器繼電器〜限流限圈之間的配線

修正

更換

修正

修正

修正

修正

修正

修正

更換

檢查後除霧器繼電器 (參考 54 章－除霧器)

檢查除霧器 (參考 54A 章－除霧器)

C-214 除霧器繼電器接頭的測量
拆開接頭，測量 J/B 側
點火開關：ON

(1) 1－車體搭鐵之間的電壓
OK：電瓶電壓

(2) 5－車體搭鐵之間的導通
OK：：：：電瓶電壓

F-02 限流限圈的測量
拆開接頭，測量配線側
點火開關：ON
1－車體搭鐵之間的電壓
OK：：：：電瓶電壓

檢查接頭：F-03, F-07, F-18

故障現象確認

檢查限流限圈〜除霧器之間的配線

更換限流限圈

檢查接頭：C-214, C-213, C-31

故障現象確認

檢查除霧器繼電器〜A/C-ECU 之間的配線

更換自動空調控制面板總成 (A/C-ECU)

檢查接頭：C-214, C-210

故障現象確認

檢查、修正點火開關(IG2)〜除霧器繼電器之間配線

檢查接頭：C-214, C-211, C-35, C-132

故障現象確認

檢查、修正可熔保險絲 NO.1〜除霧器繼電器之間配線

檢查接頭：C-217, C-214, F-03

故障現象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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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動空調－故障排除 JT 55B-12

7. 整備資料㆒覽表整備資料㆒覽表整備資料㆒覽表整備資料㆒覽表

故障代碼. 檢查項目 檢查內容

11 車內溫度感知器 點火開關：ON 車內溫度與 MUT-Ⅱ表示溫

度相同

13 外氣溫感知器 點火開關：ON 外氣溫與 MUT-Ⅱ表示溫度

相同

15 暖氣水溫感知器 點火開關：ON 暖氣水箱壁面溫度與 MUT-
Ⅱ表示溫度相同

21 空氣溫度感知器 點火開關：ON 蒸發器吹出溫度與 MUT-Ⅱ
表示溫度相同

25 日射感知器 點火開關：ON
使日射量變化

日射量與 MUT-Ⅱ表示電壓

成反比例

點火開關：ON
閥門位置：MAX HOT

開度約 100%31 空氣混合閥門用電位計

點火開關：ON
閥門位置：MAX COOL

開度約 0%

點火開關：ON
閥門位置：FACE

開度約 0%

點火開關：ON
閥門位置：FOOT

開度約 60%

點火開關：ON
閥門位置：FOOT/DEF

開度約 80%

32 出風口切換閥門用電位計

點火開關：ON
閥門位置：DEF

開度約 100%

8. 作動器測試㆒覽表作動器測試㆒覽表作動器測試㆒覽表作動器測試㆒覽表

No. 檢查項目 驅動內容

01 停止

02 低速

03 ㆗速

04

鼓風機馬達

高速

05 開度約 0%
06 開度約 50%
07

空氣混合閥門用馬達

開度約 100%
08 FACE
09 FOOT
10

出風口切換閥門用馬達

DEF
11 OFF
12

壓縮機輸出電力

ON
13 外氣

14
內外氣切換閥門用馬達

內氣

15 OFF
16

A/C 2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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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 55B-13 全自動空調－故障排除

9. A/C-ECU 端子的檢查端子的檢查端子的檢查端子的檢查

端子No. 檢查項目 檢查條件 正常狀態

1 車內溫度感知器輸入電力 感知器溫度：25 C (4 k ) 2.1〜2.7 V
2 鼓風機脈衝控制器輸出電力 鼓風機作動時 0〜2.5 V (交流實效值)
3 備用電源 常時 電瓶電壓

4 暖氣水溫感知器輸入電力 感知器溫度：25 C (4 k ) 2.1〜2.7 V
5 空氣混合閥門用電位計輸入

電力

閥門朝向 MAX HOT 位置移動時 4.1〜4.6 V

6 出風口切換閥門用電位計輸

入電力

閥門朝向 DEF 位置移動時 4.1〜4.6 V

7 外氣溫感知器輸入電力 感知器溫度：25 C (4 k ) 2.1〜2.7 V
8 空氣溫度感知器輸入電力 感知器溫度：25 C (4 k ) 2.1〜2.7 V

照度 0 lux 5 V9 日射感知器 (-)
照度 100000 lux 以㆖ 約 0 V

10 電位計電源 常時 5 V
11 － － －

12 － － －

13 － － －

14 － － －

15 － － －

後除霧器作動時 2.0 V 以㆘16 後除霧器

後除霧器停止時 電瓶電壓

17 診斷輸出電力 點火開關：ON 指針在 0〜12 V 之間擺

動

18 診斷輸入電力 點火開關：ON 約 5 V
19 日射感知器 (+) 常時 0 V
20 感知器、電位計搭鐵 常時 0 V

閥門朝向 FACE 位置移動時 10 V21 出風口切換閥門用馬達

(FACE) 閥門朝向 DEF 位置移動時 微電壓(0.5 V)
閥門朝向 MAX COOL位置移動時 10 V22 空氣混合閥門用馬達 (MAX

COOL) 閥門朝向 MAX HOT 位置移動時 微電壓(0.5 V)
閥門朝向內氣循環位置移動時 10 V(馬達停止時)23 內外氣切換閥門用馬達 (外

氣) 閥門朝向外氣導入位置移動時 2.0 V 以㆘

閥門朝向 FACE 位置移動時 微電壓(0.5 V)24 出風口切換閥門用馬達

(DEF) 閥門朝向 DEF 位置移動時 1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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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動空調－故障排除、車上整備 JT 55B-14

端子No. 檢查項目 檢查條件 正常狀態

閥門朝向 MAX COOL 位置移動時 微電壓(0.5 V)25 空氣混合閥門用馬達

(MAX HOT) 閥門朝向 MAX HOT 位置移動時 10 V
閥門朝向內氣循環位置移動時 2.0 V 以㆘26 內外氣切換閥門用馬達

(內氣) 閥門朝向外氣導入位置移動時 10 V(馬達停止時)
27 搭鐵 常時 有導通

28 IG2 電源 點火開關：ON 電瓶電壓

29 照明搭鐵 常時 有導通

30 照明電源 燈類開關：ON 電瓶電壓

31 － － －

32 － － －

33 － － －

空調停止時 0 V34 引擎．CVT-ECU 輸出電

力 (A/C 1) 空調作動時

(壓縮機作動時)
電瓶電壓

35 － － －

36 ACC 電源 點火開關：ACC 電瓶電壓

車上整備
1. 檢查怠速提昇檢查怠速提昇檢查怠速提昇檢查怠速提昇

(1) 將車輛實施檢查前條件整備。
(2) 確認怠速轉速是否在標準值。

標準值標準值標準值標準值：：：：750  50 r/min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由於怠速回轉數是由 ISC 系統自動控制，故不必調整
。

(3) 將 A/C 開關轉至 ON，當空調作動後時，確認怠速轉速
是否達到標準值。
標準值標準值標準值標準值：：：：

<A/C 低負荷時低負荷時低負荷時低負荷時> 800  50 r/min
<A/C 高負荷時高負荷時高負荷時高負荷時> 850  50 r/min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低負荷時
在㆘列高負荷以外的狀態。
高負荷時
㆘列任㆒條件成立時，就是高負荷。

外氣導入模態時，外氣溫度達 25 C 以㆖時。
外氣導入模態時，空氣溫度感知器偵測到 (出風側)
15 C 以㆖時。
內氣循環模態(經濟運轉)時，空氣溫度感知器 (出
風側)測得數值在 8 C 以㆖時。

其他項的車㆖整備請參考 55A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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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 55B-15   全自動空調－控制面板總成(A/C-ECU)

全自動空調控制面板總成(A/C-ECU)
拆卸、安裝

拆卸順序拆卸順序拆卸順序拆卸順序

1. -
2. 旋鈕總成
3. ㆗央面板總成
4. 面板總成
5. 後除霧鈕

6. 內外氣切鈕
7. 空調控制器支架
8. 自動空調控制器面板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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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動空調－暖氣元件 JT 55B-16

暖氣元件
拆卸、安裝
以與暖氣、手動空調之暖氣元件相同要領實施。(參考 55A 章)

分解、組合

分解順序分解順序分解順序分解順序

1. 吹腳風管 RH
2. 吹腳風管 LH
3. -
4. -
5. 蒸發器蓋
6. 暖氣水箱
7. 膨脹閥
8. 蒸發器
9. 空氣溫度感知器束夾

10. 空氣溫度感知器
11. 吸氣器
12. 吸氣器軟管
13. 配線
14. 出風口切換閥門馬達
15. 空氣混合閥門馬達
16. 暖氣水溫感知器束夾
17. 暖氣水溫感知器
18. 暖氣外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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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B-17  全自動空調－空氣混合閥門馬達、出風口切換閥門馬達、鼓風機馬達

空氣混合閥門馬達、出風口切換閥門馬達、鼓風機馬達
拆卸、安裝

A
1. 空氣混合閥門馬達
2. 出風口切換閥門馬達

A 3. 鼓風機馬達

拆卸要點拆卸要點拆卸要點拆卸要點

A  拆㆘鼓風機馬達拆㆘鼓風機馬達拆㆘鼓風機馬達拆㆘鼓風機馬達/出風口切換閥門馬達出風口切換閥門馬達出風口切換閥門馬達出風口切換閥門馬達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建議使用板型棘輪起子。

檢查
1. 檢查空氣混合閥門馬達檢查空氣混合閥門馬達檢查空氣混合閥門馬達檢查空氣混合閥門馬達

1-1 檢查馬達檢查馬達檢查馬達檢查馬達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拉柄若到達作動停止位置時，通電就完成了。

朝向 COOL 側

連接電瓶端子 拉柄的作動

轉向 HOT 側最冷位置

最熱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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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動空調－空氣混合閥門馬達、出風口切換閥門馬達、鼓風機馬達55B-18

1-2 檢查電位計檢查電位計檢查電位計檢查電位計

在 1-1 的檢查狀態，測量接頭端子 NO.2 與 5 以及 5 與 6 之

間的電阻值，確認電阻值是在標準值內緩慢變化。

標準值標準值標準值標準值：約：約：約：約 0.65〜〜〜〜5.35 k

2. 檢查出風口切換閥門馬達檢查出風口切換閥門馬達檢查出風口切換閥門馬達檢查出風口切換閥門馬達

2-1 檢查馬達檢查馬達檢查馬達檢查馬達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拉柄若到達作動停止位置時，通電就完成了。

2-2 檢查電位計檢查電位計檢查電位計檢查電位計

在 2-1 檢查狀態，測量接頭端子 NO.2 與 5 以及 5 與 6 之間

的電阻值，確認電阻值是在標準值內緩慢變化。

標準值標準值標準值標準值：約：約：約：約 0.65〜〜〜〜5.35 k

3. 檢查鼓風機馬達檢查鼓風機馬達檢查鼓風機馬達檢查鼓風機馬達
安裝在車輛的狀態㆘，根據 MUT-Ⅱ，執行作動器測試之

NO.01〜04，確認是在正常作動。(參考 P55B-12)

連接電瓶端子 拉柄的作動

轉向 DEF 側

朝向 FACE 側

DEF 位置

FACE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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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 55B-19  全自動空調－蒸發器、空氣溫度感知器

蒸發器、空氣溫度感知器
拆卸、安裝

分解順序分解順序分解順序分解順序

A
A

置物箱 (參考 52A 章－儀
錶板)
引擎 CVT-ECU (參考 14
章)

1. 連接低壓軟管
2. 連接液態管 B

A

A   B

3. 膨脹閥
4. 接頭風管
5. 蒸發器蓋
6. 蒸發器
7. 空氣溫度感知器束夾
8. 空氣溫度感知器

拆卸要點
A  拆開低壓軟管拆開低壓軟管拆開低壓軟管拆開低壓軟管/液態管液態管液態管液態管 B/膨脹閥膨脹閥膨脹閥膨脹閥

為了防止灰塵、異物的進入，須將拆㆘後的軟管及膨脹閥的

接頭部位密封。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由於壓縮機冷凍油及貯液器吸水性強，故須使用不透氣

性材料來密封。

A/C 壓縮機冷凍油壓縮機冷凍油壓縮機冷凍油壓縮機冷凍油：：：：

配管結合部

O 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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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動空調－蒸發器、空氣溫度感知器 JT 55B-20

B  拆卸蒸發器拆卸蒸發器拆卸蒸發器拆卸蒸發器
1. 拆卸蒸發器時，由於儀錶板墊厚度會妨礙，故如圖示

切開墊，將墊向㆖提高。
2. 拆㆘蒸發器。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墊的㆖側不可切開，須殘留著。

安裝要點
A  安裝蒸發器

蒸發器安裝後，使用接著劑粘接儀錶板墊切開處。

檢查空氣溫度感知器檢查空氣溫度感知器檢查空氣溫度感知器檢查空氣溫度感知器
將感知器端子間的電阻值以 2 處以㆖的溫度條件作測量時

，電阻值如圖示般，大概可以滿足。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檢查時的溫度條件不可超過特性圖的範圍。

儀錶板墊

鼓風機元件

電阻

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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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 55B-21全自動空調－車內溫度感知器、暖氣水溫感知器

車內溫度感知器、暖氣水溫感知器
拆卸、安裝

1. 車內溫度感知器(整合於 A/C
ECU 內)

A  A
A  A

暖氣水溫感知器的拆卸順序暖氣水溫感知器的拆卸順序暖氣水溫感知器的拆卸順序暖氣水溫感知器的拆卸順序
拆卸吹腳風管

2. 束夾
3. 暖氣水溫感知器

拆卸要點
A  拆㆘束夾拆㆘束夾拆㆘束夾拆㆘束夾/暖氣水溫感知器暖氣水溫感知器暖氣水溫感知器暖氣水溫感知器

從暖氣元件側將束夾拔出，再由暖氣元件處把暖氣水溫感知

器拆㆘。

安裝要點
A  安裝暖氣水溫感知器/束夾

將暖氣水溫感知器從暖氣元件側面的暖氣水溫感知器安裝

孔插入，再插入束夾固定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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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動空調－暖氣水溫感知器、日射感知器、外氣溫感知器      55B-22

檢查暖氣水溫感知器檢查暖氣水溫感知器檢查暖氣水溫感知器檢查暖氣水溫感知器
將感知器端子間的電阻值以 2 處以㆖的溫度條件測量，電阻

值如圖所示，大概可以滿足。

日射感知器
安裝要點
參考 54A 章頭燈。

外氣溫度感知器
檢查
檢查外氣溫感知器檢查外氣溫感知器檢查外氣溫感知器檢查外氣溫感知器
將感知器端子間的電阻值以 2 處以㆖的溫度條件測量，電阻

值如圖所示，大概可以滿足。

電阻

溫度

電阻

溫度

外氣溫感知器

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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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 55B-23 全自動空調－壓縮機

壓縮機
拆卸、安裝
拆卸前的作業
排放冷媒 (參考 P55A-10)

安裝後的作業
充填冷媒 (參考 P55A-11)
檢查驅動皮帶的張力 (參考 11A 章－引擎調整)

拆卸順序拆卸順序拆卸順序拆卸順序

A
A

1. 連接低壓軟管
2. 連接高壓軟管

B
C   A

3. 驅動皮帶
4. 壓縮機
5. 壓縮機支架

拆卸要點
A  拆開低壓軟管拆開低壓軟管拆開低壓軟管拆開低壓軟管/高壓軟管高壓軟管高壓軟管高壓軟管

為了防止灰塵、異物的進入，須將拆㆘後的軟管及壓縮機接

頭部位密封。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由於壓縮機冷凍油及貯液器吸水性強，故須使用不透氣

性材料來密封。

B  拆卸皮帶拆卸皮帶拆卸皮帶拆卸皮帶
1. 放鬆固定用螺栓。
2. 放鬆調整用螺栓，拆㆘皮帶。

C  拆㆘壓縮機拆㆘壓縮機拆㆘壓縮機拆㆘壓縮機
須小心拆㆘壓縮機，冷凍油勿潑灑出來。

A/C 壓縮機冷凍油壓縮機冷凍油壓縮機冷凍油壓縮機冷凍油：：：：

配管結合部

O 型環

張力式皮帶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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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動空調－壓縮機、其他零件 JT 55B-24

安裝要點
A  安裝壓縮機安裝壓縮機安裝壓縮機安裝壓縮機

安裝新的壓縮機時，依㆘列規定調整冷凍油量後，再安裝壓

縮機。

1. 量測所拆㆘之壓縮機內的冷凍油量 (X cm3)。
2. 從新品倒出按㆘列式子所算出的油量，然後安裝壓縮

機。
140 cm3 – X cm3 = Y cm3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140 cm3 是新的壓縮機內的冷凍油量。
(2) Y cm3 表示冷媒管路、冷凝器及冷氣元件將殘留

的冷凍油量。

檢查
參考 55A 章壓縮機。

壓縮機
其他零件及整備要領是與暖氣、手動空調相同。(參考 55A
章)

車㆖整備

A/C 壓力感知器

鼓風機繼電器、A/C 壓縮機繼電器、風扇控制器

內、外氣切換閥門馬達

鼓風機總成

壓縮機

冷凝器總成

冷媒管路

風管類

通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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