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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传输 

运行原理：冷却 

1- 风扇组 
1.1- 计算风扇转速 

发动机计算机按照以下参数规定风扇的运转速度： 

·通过发动机水温传感器测量发动机水温； 

·按 B.R.A.C方式管理的与制冷相关的冷却需求。 
注：当汽车没有装备空调时，发动机只能以单速(高速度)进行冷却。 

 

1.2- 控制风扇转速 

风扇有两种运转速度： 

·发动机计算机控制低速和高速运行 

·BS11控制中速运行，根据发动机计算机通过 CAN网传输的信息(发动机水温和制冷管路压力)。 

 

1.3- 示意图 

 

图：D4EP0L1D 

说明： 

·单线箭头：单线连接； 

·三线箭头：多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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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置 
BSI1 智能控制盒 
0004 组合仪表 
1220 发动机水温传感器 
1320 发动机计算机 
1510 风扇 
1522 双速度风扇电子控制盒 
1630 自动变速箱计算机 
1635 自动变速箱的油温传感器 
7215 多功能显示屏 
8007 线性压力传感器 

 

连   接 
连接号 信  号 信号属性 

1 制冷管路压力 模拟 
2 风扇的低速控制 模拟 
3 风扇的高速控制 模拟 
4 风扇的旋转信息(诊断) 全部或没有 
5 风扇的高/低速控制 模拟 
6 风扇运行速度控制 CAN 

7 显示报警信息 
计算机故障信息 

CAN CONFORT 

8 计算机故障信息 CAN CONFORT 
9 显示报警信息 CAN CONFORT 

10 制冷管路压力 
发动机水温的报警信息 

CAN 

11 自动变速箱的油温 模拟 
12 发动机水温信息 CAN 

冷却的要求 CAN 
13 

自动变速箱的故障信息 CAN 

14 
发动机水温信息 
制冷管路压力 

发动机水温的报警信息 
CAN 

15 风扇的速度控制 
冷却要求 

CAN 

16 发动机水温信息 模拟 

 



多路传输 

1.4- 附加冷却 

发动机停机后，如果测出的发动机水温超过预定的限值，则发动机计算机控制附加冷却(低速)。 
风扇在以下情况时不投入运行： 

·在动力延续(POWER-LATCH)(*)阶段； 
·发动机计算机的断电； 
·发动机的起动阶段。 

(*)这是在断开点火电源后某些装备仍保持供电一段时间的模式。 
 
1.5- 降级模式 

风扇控制失效(或高速和低速的控制故障)会引起风扇以高速运行。 
 

2- 按发动机水温进行的调节 

2.1- 原理 

按发动机水温进行的调节十分严谨。两个温度间隔允许风扇以低速或以高速运行。 
发动机水温传感器安装在出水室，向发动机计算机提供发动机冷却液的温度。 
 
2.2- 示意图 

 

图：D4EP0L2D 

说明： 
·单线箭头：单线连接； 
·三线箭头：多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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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置 
BSI1 智能控制盒 
0004 组合仪表 
1220 发动机水温传感器 
1320 发动机计算机 
1510 风扇 
1522 风扇双速电子控制盒 
7215 多功能显示屏 

 
连接 

连接号 信号 信号属性 
2 风扇的低速控制 模拟 
3 风扇的高速控制 模拟 
4 风扇的旋转信息(诊断) 全部或没有 
5 风扇的高/低速控制 模拟 
8 发动机故障信息 CAN CONFORT 
9 显示报警信息 CAN CONFORT 

10 制冷管路压力 
发动机水温的报警信息 

CAN 

16 发动机水温信息 模拟 
 
2.3- 描述 

步 骤 详细情况 
发动机计算机通过线束连接获取水温传感器测得的信号 

A 
发动机计算机在 CAN网上将发动机水温和水温报警温度的信息传递给 BSI1 
如果发动机水温在 97到 105℃之间，发动机计算机控制风扇低速运行 

B 
如果发动机水温超过 105℃，发动机计算机控制风扇高速运行(*) 

发动机水温信息通过 CAN ONFORT网由 BSI1传输给组合仪表和多功能屏幕 
C 

发动机水温报警信息通过 CAN ONFORT网由 BSI1传输给组合仪表和多功能屏幕
(*)：温度值适用于 DW10BTED4型发动机。 



多路传输 

 

图：B1HP20CC 

说明： 
(a)：风扇启动速度临界值； 
(b)：风扇停止速度临界值； 
(A)：低速； 
(B)：高速； 
(T)：温度(按℃计算)。 
 
2.4- 发动机水温报警度 

动 作 发动机水温报警度的显示 

“若”条件 测定温度超出了临界值 

“或”条件 发动机水温传感器出现故障 

点亮组合仪表上的 STOP 指示灯和发动机水温报警指示灯(*) 
指示 

在多功能显示屏上显示信息(*) 

(*)视车型而定。 
 

2.5- 降级模式 

发动机水温传感器的损坏将引起以下几种动作： 
·风扇以高速运行； 
·制冷压缩机停止运行； 
·点亮组合仪表上的 STOP指示灯和发动机水温报警指示灯(*)； 
·多功能显示屏上显示信息； 
·在发动机计算机中记录故障。 

(*)视车型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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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调的影响 

3.1- 相关信息 

为了冷却冷凝器，B.R.A.C 功能(空调的冷却要求)根据制冷管路的压力向发动机计算机内部的 F.R.I.C
功能提出一个速度要求。 
安装在冷凝器上的线性压力传感器提供与制冷管路相应的压力。 
 

3.2- 示意图 

 

图：D4EP0L3D 

说明： 
·单线箭头：单线连接； 
·三线箭头：多路连接。 

 

装  置 
BSI1 智能控制盒 
0004 组合仪表 
1320 发动机计算机 
1510 风扇 
1522 风扇双速电子控制盒 
8007 线性压力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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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传输 

连  接 
连接号 信  号 信号属性 

1 制冷管路压力 模拟 
2 风扇的低速控制 模拟 
3 风扇的高速控制 模拟 
4 风扇的旋转信息(诊断) 全部或没有 
5 风扇的高/低速控制 模拟 
6 风扇运行速度控制 CAN 

10 制冷管路压力 
发动机水温的报警信息 

CAN 

 

3.3- 描述 

步  骤 详细情况 
发动机计算机通过线束连接获取线性压力传感器的信号 

A 
发动机计算机通过 CAN网将制冷管路压力信息传递给 BSI1 
压力大于 12bar，发动机计算机控制风扇低速运行(*) 

B 
压力大于 18bar，发动机计算机控制风扇高速运行(*) 

(*)压力值适用于 DW10BTED4型发动机。 

 

 

图：B1HP20DC 

说明： 
·(a) 风扇启动速度临界值； 
·(b) 风扇停止速度临界值； 
·(A) 低速； 
·(B) 高速； 
·(P) 压力(按照 bar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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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传输 

3.4- 降级模式 

制冷管路压力传感器的故障将引起以下几种情况： 
·禁止启动制冷压缩机(由 BSI1控制为了满足空调的需要)； 
·发动机计算机记录故障。 

风扇组不满足与制冷相关的冷却需要。 
 

4- 自动变速箱的影响 

4.1- 介绍 

自动变速箱可以根据机油温度传感器向它提供的信息，请求冷却自动变速箱的热交换器。 
机油温度传感器安装于自动变速箱的液力控制盒里。 
 

4.2- 示意图 

 

 

图：D4EP0L4D 

说明： 
·单线箭头：单线连接； 
·三线箭头：多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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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置 
BSI1 智能控制盒 
0004 组合仪表 
1220 发动机水温传感器 
1320 发动机计算机 
1510 风扇 
1522 风扇双速度电子控制盒 
1630 自动变速箱计算机 
1635 自动变速箱计算机油温传感器 

 

连  接 
连接号 信  号 信号属性 

2 风扇的低速控制 模拟 
3 风扇的高速控制 模拟 
4 风扇的旋转信息(诊断) 全部或没有 
5 风扇的高/低速控制 模拟 
8 发动机故障信息 CAN CONFORT 

10 制冷管路压力 
发动机水温的报警信息 

CAN 

11 自动变速箱的油温 模拟 
12 发动机水温信息 CAN 

冷却要求 CAN 
13 

自动变速箱的故障信息 CAN 
16 发动机水温信息 模拟 

 

4.3- 描述 

步  骤 详细情况 
自动变速箱计算机通过线束连接获取来自自动变速箱油温传感器的信号 

A 
自动变速箱计算机通过 CAN网向发动机计算机传输冷却需求 

B 发动机计算机控制风扇的高速或者低速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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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降级模式 

自动变速箱的油温传感器的故障会引起以下几种情况： 
·自动变速箱计算机以发动机水温值作为运行指令。 
·如果发动机水温传感器出现故障，计算机将以自动变速箱中保存的默认值作为其运行的指令。 

自动变速箱计算机在 CAN 网上传递自动变速箱的故障信息。BSI1 将此故障信息在 CAN CONFORT
网上传输给组合仪表。 
如果 CAN网与自动变速箱计算机之间丧失联系，将导致风扇以低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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