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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025

一汽-大众售后服务技术培训

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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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定义
Definition

2V RSH缸盖
cylinder head      

轻量化曲柄连杆
机构/light 

crankshaft group

高压缩比 10.3-0.5 
high compression 

ratio
电子节气门

E-Gas

600目钯铑涂层三
元转换器/600 cell 
3-way converter

SIMOS7发动机
管理系统

SIMOS7 EMS

捷达欧3/宝来欧4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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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目标

Jetta欧3发动机性能（BJG）:                   Bora欧4发动机性能(BJH):

功率:68千瓦/5800转 功率:74千瓦/5800转

扭矩:140牛顿.米/3800转 扭矩:145牛顿.米/3800转

捷达整车排放水平:欧3                     宝来(高尔夫)整车排放水平: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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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tta 1.6L 2V RSH EU3

标识代码 BJG
排放标准 EU3
排量毫升 1595
功率千瓦/转/分 68/5800
扭矩牛顿米/转/分 140/3800
缸径毫米 81.0              
冲程毫米 77.4
压缩比 10.3
喷射及点火系统 SIMOS7.3
点火顺序 1－3－4－2
爆震控制 有
自诊断 有
催化净化器 有
电子油门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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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代码 BJH
排放标准 EU4
排量毫升 1595
功率千瓦/转/分 68/5800
扭矩牛顿米/转/分 140/3800
缸径毫米 81.0              
冲程毫米 77.4
压缩比 10.3
喷射及点火系统 SIMOS7.4
点火顺序 1－3－4－2
爆震控制 有
自诊断 有
催化净化器 有
电子油门 有
进气岐管转换 有
二次空气 有

Bora/Golf 1.6L 2V RSH EU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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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使用的滚子摇臂机

构是一种简单的纯机械的东西，
技术含量低于液压挺柱。

TS-----Tassenstoessel与RSH----Rollen Schlepphebel比较

现在我们使用的RSH吸收了前
两者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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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 RSH

优点：

- 较小的摩擦损失

- 较小的运动质量

滚轮摇臂由作为摇臂的一个
钢板成型件和一个带有滚子轴承
的滚轮组成。

一端卡在间隙调节器之上，
另一端贴在气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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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隙调节器组成：

一个柱塞；

一个液压缸；

一个柱塞弹簧；

2V RSH缸盖－间隙调节器

间隙调解器的油道与发动
机的润滑油道相连通。

一个小球和下油室中的压
缩弹簧构成一个单向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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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 RSH缸盖－间隙调节

调节功能：

存在气门间隙时，柱
塞由柱塞弹簧从气缸中压
出。直到滚轮贴到凸轮之
上，在柱塞被压出时，下
油室中的油压减小，单向
阀打开，机油进入。

当下油室和上油室之
间的压力达到平衡时，单
向阀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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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 RSH缸盖－气门升程

当凸轮紧贴滚轮时，下
油室中的压力上升，由于
封闭的机油不可压缩，柱
塞无法被继续压入液压缸。

此时间隙调节器的作用
如同一个刚性元件，支撑
滚轮摇臂。使相应的气门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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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 RSH缸盖－润滑

润滑由间隙调节器
中的润滑油道来完成，
然后，润滑油通过滚轮
摇臂中的一个孔喷到滚
轮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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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达欧3/宝来欧4发动机管理系统

其一、缸盖的变化;

其二、发动机管理系统由ME7变为SIMOS7;

其三、取消空气流量计传感器，使用绝对压力传感器和

进气温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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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S 7发动机管理系统

捷达欧3采用的发动机管理
系统为：SIMOS7.3

宝来欧4采用的发动机管理
系统为：SIMOS7.4

电脑管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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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结构

传感器

附加信号

(输入)

ECU J…

执行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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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306A 096 033 DJJetta A2   自动箱

0000106A 096 033 DGJetta A2   手动箱

0003306A 096 033 EBBora A4   自动箱

0003106A 096 033 DHBora A4   手动箱

编码发动机控制单元零件号车型

捷达欧3/宝来欧4发动机控制单元零件号与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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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S 7发动机管理系统

基于扭矩控制模式的
发动机管理系统，使
发动机运行更平稳、
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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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火角

-喷油时间

-节气门开度

-进气压力

Spark
FuelAir

特定扭矩

ECU

实际扭矩

外部扭矩需求内部扭矩需求

进气
喷油/点火

扭矩控制

基于扭矩模式的发动机管理系统，发动机运行更平稳、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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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扭矩需求包括：

-起动
-催化转化器加热
-怠速控制
-负荷控制（功率限制）
-超速控制
-氧传感器控制

外部扭矩需求包括：

-自动变速箱
-制动系统（牵引力控制系
统、发动机制动系统）
-空调系统
-巡航控制系统

发动机管理系统根据内部和外部的扭矩需求产生一个特定的扭矩。
实际扭矩是根据发动机转速、负荷信号和点火提前角计算而来的。
最初发动机控制单元会比较实际扭矩和特定扭矩这两个值，如果这两个值不同
于目标值，系统会采取措施使这些值相互匹配。

扭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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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S 7发动机管理系统

主要传感器 主要执行机构

-发动机转速传感器 -点火模块

-相位传感器 -节流阀体

-进气压力、进气温度传感器 -喷嘴1-4缸

-冷却液温度传感器 -二次空气电磁阀（Bora 1.6L）

-节流阀体位置传感器 -二次空气泵（Bora 1.6L）

- 爆震传感器 -二次空气泵继电器（Bora 1.6L）

-氧传感器 -二次空气组合阀（Bora 1.6L）

-车速传感器 -活性碳罐

-油门踏板位置传感器 -活性碳罐电磁阀

-刹车开关 - CAN总线

-离合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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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气岐管压力传感器
进气岐管温度传感器

进气岐管压力传感器：

信号作用：

进气压力传感器能依据发动机的负荷状

况，测出进气岐管中绝对压力的变化，将其
转换电压信号与转速信号一起发送给发动机
控制单元，作为基本的喷油量依据。
（相当于空气流量计的作用）

进气压力传感器与进气温度传感器集

成在一起，安装在进气岐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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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气压力传感器
进气温度传感器

进气岐管温度传感器：

进气温度传感器采用负温度系数（NTC）
热敏电阻。

信号作用：

由于进气的密度随温度变化而改变。所以

发动机控制单元必须根据进气温度信号对喷
油量进行修正。以获得最佳的空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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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进气岐管压力/进气岐管温度传感器

检查过程：
1. 连接故障诊断仪，读取测量数据。 01-08-002/004
2. 检查传感器的线束连接（连接VAG1598/31)。

• 3+49\4+30\5+68 导线电阻<1.5欧姆。

读取数据块002       → <屏幕显示
理论值 评价

1→发动机转速

2→发动机负荷

3→喷油时间

4→进气压力

评价：显示区4显示的是进气压力传感器测得的进气压力值。

4.  检查导线彼此间是否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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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数据块004     → <屏幕显示
理论值 评价

1→发动机转速

2→发动机控制单元供电

3→冷却液温度

4→进气温度

检查进气岐管压力/进气岐管温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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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轮轴位置（相位）传感器

凸轮轴位置传感器安装在发动

机排气端侧壁上，监测安装在凸轮
轴齿轮上的靶轮上的位置。

信号作用：

发动机控制单元利用凸轮轴位
置传感器产生的信号识别1、4缸上
止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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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转速传感器

发动机转速传感器是

一个感应式传感器，位于
缸体上。

信号作用：

发动机转速传感器用

来监测位于曲轴上的传感
器靶轮。以便确定曲轴的
确切位置和发动机转速。
发动机控制单元利用该信
号来计算喷油始点和喷油
量。



26VW◆Service Training  

汽/柴油发动机
AB025

信号中断：

·发动机不能起动
·发动机熄火
·转速表不显示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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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火检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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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油门

电子油门系统，提高电子油门系统，提高
油门操纵系统的传输油门操纵系统的传输
效率效率

排放标准：欧洲排放标准：欧洲IIIIII号号
标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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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子油门系统中，节气门不是通过油门踏板的拉索来
控制的。节气门与油门踏板间无机械式连接装置。

油门踏板位置由两个油门踏板位置传感器来通知发动机

控制单元，这两个传感器与油门踏板一体，是可变电阻，
且包在一个壳体内。（柴油车只有一个传感器）

油门踏板位置（司机意愿）是发动机控制单元的一个主

要输入参数。

节气门是由节气门控制单元内的一个电机（即节气门控

制器）来控制的，在整个转速及负荷均有效。

节气门是由节气门控制单元根据发动机控制单元指令来

控制。

电子油门（E-Gas）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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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动机不转且点火开关打开时，发动机控制单元根据油门踏板位

置传感器的信息来控制节气门控制器，也就是说：当油门踏板踏下一半
时，节气门也打开一半。

当发动机运转时（有负荷），那么发动机控制单元可不依靠油门踏

板位置传感器来打开或关闭节气门。也就是说：尽管油门踏板只踏下一
半，但节气门可能已完全打开了。这样就有一个优点：可避免截流损失
。另外还能在一定负荷状态下减少有害物质排放并降低油耗。发动机所
需扭矩由控制单元通过节气门开度及进气量、发动机转速等来确定。

如果认为电子油门（E-Gas）仅是由一或二个部件组成的，那是完
全错误的。它包括了用于确定、调整及监控节气门位置的所有部件，如
：节气门控制单元、油门踏板位置传感器、EPC警报灯、
发动机控制单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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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门踏板位置传感器

结构：
踏板机构
滑动片
踏板位置传感器 - 1 - G79
踏板位置传感器 - 2 - G185

传感器信号中断：

一个传感器信号失真或中断，如

果另一个传感器处于怠速位置，则
发动机进入怠速工况；如果是负荷
工况，则发动机转速上升缓慢。

若两个传感器同时出现故障，则

发动机高怠速（1500转/分）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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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数据块062         → <屏幕显示
理论值 评价

1→节气门角度G187 8---60% ———

2→节气门角度G188 60---94%

3→油门踏板位置传感器G79 12---97%

4→油门踏板位置传感器G185 4---49% ———

读取测量数据块：01－08－062

检查油门踏板位置传感器-G79-和-G185-

发动机控制单元将传感器的电压值转换成百分比（以5伏为基数）的形式并显示
该百分比的值。

慢慢将油门踏板踏到底，观察显示区3和4的百分比变化。
显示区3的百分比应均匀升高，公差范围12---97%而且并未完全使用。
显示区4的百分比值也同样均匀升高，公差范围4---49%也并未完全使用。

显示区3中的显示值总应是显示区4中显示值的2倍。
如果未达到规定标准，检查供电及导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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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油门踏板位置传感器-G79-和-G185-

带自动变速箱的车辆，更换发动机控制单元和油门
踏板后，应进行强制低档的基本设定： 01－04－063

方法：

踏下油门踏板到底，触动牵制低档开关，并保持3秒
钟以上，观察显示区3和4，

基本设定063        → <屏幕显示
理论值 评价

1→油门踏板位置传感器G79 12---97% ———

2→油门踏板位置传感器G185 4---49%

3→油门踏板位置 Kick Down

4→操作模式 ADP 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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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气门控制单元（节流阀体）

请不要解体维修节气门控制单元。
更换节气门控制单元后必须做基本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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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气门控制单元的组成及导线连接

节气门电机 节气门

节气门角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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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气门位置传感器G187/G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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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节气门位置传感器-G187-和-G188-

读取数据块062         → <屏幕显示
理论值 评价

1→节气门角度G187 8---60% ———

2→节气门角度G188 60---94%

3→油门踏板位置传感器G79 12---97%

4→油门踏板位置传感器G185 4---49% ———

慢慢将油门踏板踩到底，观察显示区1和2的百分比，
显示区1的百分比应均匀升高，公差范围 8---60%并未完全使用。
显示区2的百分比应均匀下降，公差范围60---94%并未完全使用。

如果未达到规定标准，检查供电及导线连接。
119---121之间的电阻：规定值：1---5欧姆

更换节气门控制单元后，必须进行新节气门控制单元与发动机控制单元间的基本
设定。

读取测量数据块：01－0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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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设定：

基本设定060         → <屏幕显示
理论值 评价

1→节气门角度G187 8--60% ———

2→节气门角度G188 60---94%

3→自学习步数 0---9

4→匹配状态 ADP OK ———

注意显示区4的显示：ADP OK/ADP Running/ADP ERROR

分别表示: 设定成功/正在执行/设定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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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电子油门控制系统警报灯

EPC：Electronic Power Control

监控电子油门系统与节气门控制单元各传感器
的工作状况。

打开点火开关，警报灯持续亮三秒钟，对系统
进行自检，如果没有发现故障，警报灯熄灭；

当系统出现故障时，警报灯闪烁，同时，发动
机控制单元记录故障信息。

若警报灯出现故障，对发动机的正常运转没有
影响。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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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气管截面积可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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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随负载变化调
节进气管的截面
积，来提高低速
区的扭矩和高速
区时保持最大功

率。

进气管截面积可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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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气管调整工作原理：

当发动机转速低于4000r/min时(举例)，可

变进气歧管活动阀门关闭，空气通过较长的
轨迹进入气缸，管内进气流具有较大的惯性
起到惯性增压的作用,可获得较大的扭矩；

当发动机转速超过4000r/min时，ECU根据负

荷、温度等信号给电磁阀接地，使电磁阀打开，
此时进气管内的低压空气进入到真空膜盒的右
恻，而真空膜盒的左侧与大气相通，因此形成
压力差∆p(∆p= P 0- P u)，使膜片向右移动，保
证足够从而通过连杆带动活门转动，此时空气
通过较短的轨迹流入气缸内可降低延程阻力，
使发动机高速时获得较大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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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气管调整机构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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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气管转换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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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气管转换电磁阀-N156- 进气管转换真空膜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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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空气系统

二次空气系统是降
低尾气排放的机外净
化装置之一。

它通过向废气中吹
进额外的空气(二次空
气)，增加其中氧气的
含量。这样使废气中
未燃烧的有害物质:一
氧化碳(CO)以及碳氢
化合物(HC)在高温环
境下再次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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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冷起动阶段未燃烧的碳氢化合物及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排
放相对较高，并且此时，三元催化反应器尚未达到工作温度(350度
以上)。 所以在轿车排放标准达到EU3或EU4要求时，必须装备此机
外净化装置-二次空气系统。以降低发动机冷起动阶段有害物质的
排放。另一方面，再次燃烧的热量使三元催化反应器很快就达到所
需的工作温度。

1. 空气滤清器
2. 二次空气泵
3. 发动机控制单元
4. 二次空气继电器
5. 二次空气控制阀
6. 二次空气机械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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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空气系统工作原理

发动机电脑激活二次空气系统开始工作，发动机电脑控制二次空气进
气阀，并通过压力P驱动组合阀门开始工作。发动机起动后,经过滤清器
的空气通过二次空气泵直接被吹到排气阀后, 二次空气泵的电源通过继
电器得到,二次空气泵作用是在很短时间内将空气压进排气阀后面的废气
中。二次空气系统未工作时，热的废气将停止在组合阀门处，阻止进入
二次空气泵。

在控制过程中，自诊断系统同时进行着检测。由于废气中所含氧气量
的增加导致氧传感器电压降低，所以氧传感器必须处于工作状态。二次
空气系统正常工作时，氧传感器将检测到极稀的混合气。

二次空气系统只是部分时间内起作用，具体在以下两种
工况下工作：冷起动后/ 热起动后怠速自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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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合器踏板开关 F36

离合器踏板开关安装在脚踏板上

信号作用：

发动机控制单元利用该信号识别

离合器是分离还是结合，若分离，
喷油量短时减少已确保换档平顺。

信号失效：

若信号失效，换档时可出现发动

机熄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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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灯开关 F 和制动踏板开关 F47

制动灯开关F和制动踏板开关F47集
成为一体，安装在脚踏板上。

信号作用：

两个开关将“制动动作”信号提供给发
动机控制单元。为了安全原因，当加速
踏板位置传感器失效并施加制动时，发
动机将被调解。

信号失效：

若其中一个信号失效，发动机控制单

元减少喷油量，发动机功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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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匙门开时显示数组066

读取数据块066          →
xxx km/h xxx xxxx%     xxx  

<屏幕显示
理论值 评价

1→车速 0km/h ———

2→开关位置 00000000 如下

当显示位=1时，含义

X X X 工况

1 刹车灯开关-F闭合

1 刹车踏板开关-F47打开

1 离合器踏板开关-F36打开

评价：显示组066，显示区-2-开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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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震传感器

只采用一个爆震传感器的型式。安

装于发动机缸体上，感知发动机爆燃
情况，

传感器将信号反馈给控制单元，适

当的减小点火提前角，防止发动机爆
震燃烧，使燃烧总接近于爆震点，最

大限度地提高燃烧质量。

注意：扭紧力矩为2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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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尾气中氧的浓度，并将信息反馈给
控制单元，调整喷油量，实现最佳的空
然比。实现发动机的闭环控制，改善发
动机的燃烧，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

氧传感器-λ调节

G71/G72



56VW◆Service Training  

汽/柴油发动机
AB025

检查氧传感器G39

检查条件：冷却液温度不低于80度；
排气系统无泄漏；

进入发动机系统，01-08-30；第一区，规定值：111

30
λ调节

催化转换器前Lambda调节状
态

111

分析
结果

若 为 1 ： 第 1位 ： Lambda 加 热 器 已 接 通 / 第 2 位 ： Lambda 调
节已准备好/第3位：Lambda调节在工作

如果未到标准值，检查加热器（01－08－041）。

如果达到规定值，进入32组，检查第一区和第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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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数据块41          → <屏幕显示
理论值 评价

1→催化净化器前λ传感器电阻

2→催化净化器前λ传感器加热器状态 Htg.bc.on.off

检查λ传感器加热器：

检测条件：保险丝正常；蓄电池正常；油泵继电器正常

根据发动机不同的工况，加热器可能接通或关闭，显示区出现on或off 交替变化。

测量1和2之间电压，on时，应为11.0-
--14.5v，On/off交替显示，规定值：
0---12v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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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数据块33          → <屏幕显示
理论值 评价

1→催化净化器前λ调节器 -10…10%

2→催化净化器后部的λ传感器电压 0.00---1.00V

规定值：第一区：-10.0---10.0%并以至少2%的幅度在0左右波动

进入33组，检查第一区和第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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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转化器前λ传感器的自诊断（老化检测）

在基本设定下检查前λ传感器的老化情况：
车停止，发动机高怠速运转，进入发动机控制单元04---基本设定：
基本设定34          → <屏幕显示

理论值 评价

1→发动机转速 1800…2200/min

2→催化净化器温度 Min.350度

3→催化净化器前氧传感器周期 Max.  2.5s

4→前氧传感器的老化检查结果 B1-S1  OK

显示区2： 是从转速和发动机负荷计算出的值。

显示区3和4： 周期表示λ传感器两次电压跳变（如浓-稀-浓）的时间，因此可用
来表示λ传感器的老化状况。如果超出规定时间，显示区4显示B1-Sl ni.o 

第4区先是从test off变为test on ，经过一段时间的检测，变为B1-S1  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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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液温度传感器G62

冷却液温度传感器是负温度系数
热敏电阻(NTC)。安装在缸盖的冷却
液的接头上，将当前冷却液温度信号
传送给发动机控制单元。

•信号作用：发动机控制单元利用冷
却液温度传感器信号，修正喷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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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执行元件诊断功能：01－03，
下列零部件将按顺序被操控：

1, 油泵继电器
2, 活性碳罐电磁阀

⊙注意！

在进行执行元件诊断时,按 键执行下一项

执行元件自诊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