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0(2)



0(3)



0(4)











































21























































































































































































































































































































































192










































































































































































































































































































































































































































































































































































































































































































	奥迪大众引擎电脑检修专辑（71）
	壹、前言
	一、Audi/VW车系采用引擎系统之概述
	二、Audi/VW引擎电脑一览表
	三、Audi/VW引擎配置诊断座型式种类概述
	四、Audi/VW引擎诊断注意事项
	五、Audi/VW引擎自我诊断功能说明
	Audi/VW所有车系故障码一览表

	六、Audi/VW引擎元件动作测试分析
	元件动作测试程序

	七、Audi/VW保险丝盒图示

	贰、Audi/VW基本引擎检查与调整CIS-E系统
	一、CIS-E引擎基本调整
	二、分油盘检修CIS-E系统
	三、CIS-E机械喷射引擎基本调整要项
	四、电子喷射引擎—正时与怠速CO调整及学习记忆
	五、Audi/VW车系怠速控制系统
	六、AUDI正时皮带记号对正图示
	七、VW正时皮带记号对正图示

	叁、CIS-E喷射系统检修测试
	一、CIS-E喷射系统装置
	二、燃油压力检查（CIS-E系统）
	三、引擎控制电脑检测CIS-E系统
	KE-25pin-CIS-E—8汽门引擎，电子机械喷射系统
	KE-25pin-CIS-E—16汽门引擎，电子机械喷射系统

	四、CIS-Motronic喷射系统检修测试
	KE-35pin-CIS-E—电子机械喷射系统（加州规格）
	KE-35pin-CIS-E—电子机械喷射系统

	五、Mono—单点电子控制喷射系统检修测试 
	1、系统元件装置说明—Mono
	2、系统图解—Mono
	3、基本怠速调整—Mono系统
	4、燃料系统油压测试
	5、含氧感知器—新测试方法
	6、Mono系统引擎控制电脑检测

	六、Digifant电子控制多点喷射系统检修测试
	1、系统元件装置说明—Digifant
	2、系统图解—Digifant
	3、基本怠速调整—Digifant系统
	4、系统检查与调整
	5、引擎控制电脑电路检修—Digifant
	1.8L-四缸引擎-25pin-VAF（四线式）—节汽门开关（二线式）TPS-仪表有CHECK灯开关
	四缸引擎-25pin-VAF（三线式）—节汽门开关（四线式）TPS
	1.8L-四缸引擎-25pin-VAF（四线式）—节汽门开关（四线式）TPS-Digifant


	七、引擎控制电脑电路检测CIS-L系统：—33pin
	KE-33pin-CIS-L—电子机械喷射系统

	八、引擎控制电脑电路检测Digifant-I系统—38pin
	2.5L-五缸引擎-38pin-无VAF与MAP系统—进汽温度感知器（二线式）
	2.5L-五缸引擎-38pin-无VAF与MAP系统—进汽温度感知器（三线式）
	1.8L-四缸引擎-38pin-VAF（四线式）—电位计式（三线式）TPS-Digigfant

	九、引擎控制电脑电路检测Motronic系统—55pin
	V8缸引擎-Mitronic-55pin电脑
	S4-5缸-Mitronic-55pin电脑

	十、引擎控制电脑电路检测VR6 2.8L V6缸引擎系统
	VR6-2.8L-V六缸引擎-12+20+16+16Ppin-VAF（三线式）—Motronic
	VR6-六缸-2.8L引擎-12+20+16+16pin-VAF(四线式)—Motronic

	十一、引擎控制电脑电路检测VAF MORTONIC系统—68pin
	2.0L-四缸引擎—68pin-VAF（四线式）—双TPS（3+3线）
	VR6-六缸引擎-68pin-VAF（五线式）—分电盘点火
	VR6-六缸引擎-68pin-VAF（五线式）—直接点火-单02
	VR6-六缸引擎-68pin-VAF（五线式）—直接点火-双02


	肆、Audi/VW车系点火控制系统
	点火放大器6线式
	点火放大器7线式
	点火电脑25pin
	点火电脑35pin
	点火电脑38pin
	点火电脑A、B、C、D座
	点火电脑A、B座
	点火电脑55pin
	点火电脑68pin

	伍、Audi/VW火星塞规格表
	Audi—1984年到1995年各车系火星塞规格表
	VW—1982年到1995年各车系火星塞规格表

	陆、Audi/VW车系基本调整技术规格资料
	柒、Audi/VW电脑pin脚功能说明
	捌、Audi/VW线路图功能说明
	线路图
	KE-25pin-CIS-E—8汽门引擎，电子机械喷射系统
	KE-25pin-CIS-E—16汽门引擎，电子机械喷射系统
	KE-33pin-CIS-L—电子机械喷射系统
	KE-35pin-CIS-E—电子机械喷射系统（加州规格）
	KE-35pin-CIS-E—电子喷射系统
	1.8L-四缸引擎-25pin—单点喷射系统
	1.8L-四缸引擎-25pin-VAF（四线式）—节汽门开关（二线式）TPS-仪表有CHECK灯开关
	四缸引擎-25pin-VAF（三线式）—节汽门开关（四线式）TPS
	1.8L-四缸引擎-25pin-VAF（四线式）—节汽门开关（四线式）TPS-Digifant
	1.8L-四缸引擎-38pin-VAF（四线式）—电位计式（三线式）TPS-Digifant
	2.5L-五缸引擎-38pin-无VAF与MAP系统—进气温度感知器（二线式）
	2.5L-五缸引擎-38pin-无VAF与MAP系统—进气温度感知器（三线式）
	S4-5缸-Mitronic-55pin电脑
	V8缸引擎—Motronic-55pin电脑
	VR6-2.8L-V六缸引擎-12+20+16+16pin-VAF(三线式)—Motronic
	VR6-2.8L-V六缸引擎-12+20+16+16pin-VAF(四线式)—Motronic
	2.0L-四缸引擎-68pin-VAF(四线式)—双TPS（3+3线）
	VR6-六缸引擎-68pin-VAF（五线式）—发电盘点火
	VR6-六缸引擎-68pin-VAF（五线式）—直接点火-单02
	VR6-六缸引擎-68pin-VAF（五线式）—直接点火-双 02

	1993年 Audi（90、100）A/T变速箱38pin线路图
	1993年 VW A/T变速箱38pin线路图
	1993年 Audi（90、100）ABS 35pin线路图
	1993年 VW ABS 35pin、55pin线路图
	1993年 SRS电脑10pin线路图
	1993年 Audi（100）SRS电脑10pin线路图
	1993年 VW安全气囊电脑20pin线路图


	奥迪大众技术手册
	壹、概论—电脑自我诊断应用
	一、Audi与VW所采用的引擎控制电脑可区分为八种系统
	二、Audi与VW采用的诊断座的认识
	1、引擎故障码读取闪码程序
	2、清除故障码程序
	3、Audi、VW引擎故障码对照表
	4、Audi、VW全车系利用LED灯或CHECK灯闪码引擎故障码对照表
	5、Audi、VW全车系仪器码与OBD-II码对照表

	三、Audi、VW引擎自我诊断注意事项
	四、Audi、VW引擎自我诊断功能说明
	五、Audi、VW引擎自我诊断流程图示
	六、Audi、VW引擎诊断中无件动作测试与分析
	七、Audi/VW防滑刹车系统（ABS）故障码读法与故障码
	1996 VOLISWAGEN Cabrio（25PIN）ABS电脑线路图
	1997 VOLKSWAGEN Cabrio（25pin）ABS电脑线路图
	1995 VOLKSWAGEN GTI（25pin）ABS电脑线路图
	1997 VOLKSWAGEN GTI（25pin）ABS电脑线路图
	1996 VOLKSWAGEN GOLF（25pin）ABS电脑线路图
	1997 VOLKSWAGEN GOLF（25pin）ABS电脑线路图
	1997 VOLKSWAGEN Jetta（25pin）ABS电脑线路图
	1995 VOLKSWAGEN Jetta（25pin）ABS电脑线路图
	1996 VOLKSWAGEN Passat（25pin）ABS电脑线路图
	1997 VOLKSWAGEN Passat（25pin）ABS电脑线路图
	1995 Audi A6（35pin）ABS电脑线路图（无差速器锁定）
	1995 Audi A6（35pin）ABS电脑线路图（有差速器锁定）
	1996 Audi Cabriolet（35pin）ABS电脑线路图
	1997 Audi Cabriolet（35pin）ABS电脑线路图
	1995 Audi Quattro（35pin）ABS电脑线路图
	1996 Audi A4（55pin）ABS电脑线路图
	1997 Audi A4（55pin）ABS电脑线路图
	1996 Audi A6（55pin）ABS电脑线路图
	1997 Audi A6（55pin）ABS电脑线路图
	1996 Audi Quattro(55pin) ABS电脑线路图(早期制造) 
	1996 Audi Quattro(55pin) ABS电脑线路图(晚期制造) 
	1997 Audi Quattro(55pin) ABS电脑线路图(早期制造) 
	1997 Audi Quattro(55pin) ABS电脑线路图(晚期制造) 
	1996 VOLKSWAGEN GOLFIII(55pin) ABS电脑线路图
	1996 VOLKDSWAGEN GTI(55pin) ABS电脑线路图
	1996 VOLKDSWAGEN Jetta III(55pin) ABS电脑线路图
	1995 VOLKDSWAGEN PASSAT(55PIN)ABS电脑线路图

	八、Audi/VW自动变速箱故障码读取
	01N-55pin-Audi-A6自动变速箱线路图
	01N-Audi-A6-55pin自动变速箱线路图
	098-88pin-VW-95年以前Cabrio,Golf和Jetta 2.0L自动变速箱线路图
	096-68pin-VW-95年以前Cabrio 2.0L-Late Probuction自动变速箱线路图
	096-68pin-VW-Golf和Jetta 2.0L自动变速箱线路图
	096-68pin-VW-Jetta 2.8L自动变速箱线路图
	096-68pin-VW-Passat 95以前 自动变速箱线路图
	097-68pin-Audi-90 Cabriolet 自动变速箱线路图
	O1M-68pin-VW-95年以前Cabrio,Golf和Jetta 2.0L自动变速箱线路图
	1M-88pin-VW-95年以前 Cabrio 2.0L自动变速箱线路图
	1M-68pin-VW-Golf和Jetta 2.0L自动变速箱线路图
	1M-68pin-VW-Jetta 2.8L自动变速箱线路图
	01M-68pin-VW-Passat 自动变速箱线路图
	1M-68pin-VW-Cabrio 96年以后 自动变速箱线路图
	01M-68pin-VW-Golf和Jetta 2.0L自动变速箱线路图
	098-88pin-VW-Passat 自动变速箱线路图
	01V-88PIN-5档自动变速箱线路图

	九、Audi/VW电脑控制自动冷气空调诊断
	Audi-90自动空调系统线路-(自排)-I
	Audi-90自动空调系统线路-(手排)-I
	Audi-A4自动空调系统线路图(97年前)
	Audi-A4自动空调系统线路图(98年以后)
	Audi-A6自动空调系统线路图(97年以前)
	Audi-A6自动空调系统线路图(98年以前)

	十、Audi/VW中控防盗锁、遥控器设定程序
	1997 Volkswagen Passat 防盗线路图
	1997 Volkswagen Jetta 防盗系统线路图
	1997 Audi A4 防盗/中控系统线路图
	1997 Audi A6 防盗/中控系统线路图
	1997 Audi Cabriolet 防盗/中控线路图

	十一、Audi/VW保养灯归零程序
	十二、Audi/VW—Motronic引擎电脑学习设定

	贰、Audi、VW引擎控制系统
	一、Mono-Bosch单点喷射系统检修与测试—25pin
	Mono—系统元件图示
	Mono—系统引擎基本怠速速调整
	Mono—节气门检查与调整
	Mono—燃料系统油压测试
	含氧感知器—新测试方法
	Mono—四缸引擎线路图
	Mono—单点喷射引擎电脑pin脚说明

	二、CIS-E—（KE）电子机械连续喷射系统检修与测试—25pin
	CIS-E喷射系统装置
	燃油压力检查（CIS-E系统）
	CIS-E—8汽门、16汽门引擎电脑线路图—25pin
	CIS-E—25pin电脑pin脚说明

	三、CIS-Motronic—喷射系统检修与测试—35pin
	CIS-Motronic连续喷射系统采用之点火系统
	电子机械喷射系统线路图
	KE-35pin—CIS-E—电子机械喷射系统（加洲规格）
	KE-35pin—CIS-L—电子机械喷射系统

	pin脚说明

	四、Digifant—25pin—电子多点喷射系统检修与测试
	Digifant喷射系统元件图示（25pin）
	Digifant基本怠速调整
	Digifant引擎控制元件检测与调整（25pin）
	Digifant引擎线路图（25pin）
	1.8L-四缸引擎-25pin-VE(四线式)—节气门开关（二线式）TPS-仪表板有CHECK灯开关
	四缸引擎-25pin-VAF（三线式）—节气门开关（四线式）TPS
	1.8L-四缸引擎-25pin-VAF(四线式)—节气门开关(四线式)TPS-Digifant

	Digifant引擎电脑pin脚说明图（25pin）

	五、DIgifant-38pin—电子多点喷射系统检修与测试
	Digifant喷射系统元件图示
	Digifant引擎基本调整（38pin）
	Digifant引擎控制元件测试
	Digifant-38pin引擎电脑点火系统
	Digifant-38pin引擎线路图
	Volkswagen Euro van 2.5L(38pin)引擎电脑线路图(非加州规格)
	Volkswagen Cabriiolet 1.8L(38pin)引擎电脑线路图(加州规格)
	Volkswagen Fox 1.8L(38pin)  引擎电脑线路图(加州规格)

	Digifant-38pin电脑pin脚说明—其它车型

	六、Motronic—55pin电脑喷射系统检修与测试
	Moronic-55pin电脑喷射系统元件图示
	Moronic-55pin引擎基本怠速调整
	Moronic-55PIN—电脑控制元件检测与调整
	引擎线路图
	Audi S4 2.2L(55pin)引擎电脑线路图(TURBO)
	Audi V8 QUATTRO 4.2L(55pin)引擎电脑线路图


	七、MFI-多点喷射系统（A12+B20+C16+D16）
	MFE—（A12+B20+C16+D16）引擎系统元件图示
	93年以前VR6-2.8L-V六缸引擎(A12+B20+C16+D16)-VAF(三线式)线路图
	93年以前VR6-2.8L-V六缸引擎(A12+B20+C16+D16)-VAF(四线式)线路图
	94年以后A4-2.8L-V六缸引擎-(A12+B20+C16+D16)引擎线路图
	94年以后A6-2.8L-V六缸引擎-(A12+B20+C16+D16)引擎线路图
	94年以后Audi 80、Cabriolet、Coupe-2.8L-V六缸引擎(A12+B20+C16+D16)引擎线路图
	94年以后Audi-90,Cabriolet-2.8L V6缸
	94年以后-Audi-100-2.8L-V6缸
	95年以后-Audi-90-2.8L-V6缸
	Audi-80、Cabriolet、Couupe-2.6L引擎(A12+B20+C16+D16)线路图
	Audi-A4-2.6L引擎(A12+B20+C16+D16)线路图
	Audi-A6、100-2.6引擎（A12+B20+C16+D16）线路图

	八、MFI-多点喷射系统（A12+B24+C24+D12+E12）
	MFI—引擎系统元件图示
	引擎线路图
	Audi-A4-1.6L-97年以后-MAF-（A24+B24+C12+D12+D12+E12）引擎线路图
	Audi-A4-1.6L-96年以后-MAF-（A24+B24+C12+D12+D12+E12）引擎线路图
	Audi-A4-1.8L-96年以后-MAF-（A24+B24+C12+D12+D12+E12）引擎线路图
	Audi-A4-1.8L-TURBO-95、96年以后-MAF-（A24+B24+C12+D12+D12+E12）引擎线路图
	Audi-A4-1.8L-TURBO-96年以后-MAF-（A24+B24+C12+D12+D12+E12）引擎线路图
	Audi-A6-2.8L-MAF-（A24+B24+C24+D12+E12）引擎线路图
	Audi A6 2.8L 96年 MAF(A24+B24+C24+D12+E12)引擎线路图
	Audi A6 2.8L 97年 MAF(A24+B24+C24+D12+E12)引擎线路图
	AUDI CABRIOLOT-2.8L-96年-MAF-(A24+B24+C24+D12+E12)引擎线路图
	AUDI CABRIOLOT-2.8L-97年-MAF-(A24+B24+C24+D12+E12)引擎线路图


	九、SFI-68pin—多点喷射引擎系统
	SFI-68pin-多点喷射引擎系统元件图示
	SFI-68pin引擎线路图
	SFI-68pin-VW-Polo、Caddy、Golf、Vento 1.4L引擎线路图
	SFI-68pin-VW-Polo、Caddy 1.6L引擎线路图(TBI)
	SFI-68pin-VW-Golf、Vento 1.6L引擎线路图(TBI)
	SFI-68pin-VW-Golf、Vento 1.8L引擎线路图(TBI)
	SFI-68pin-VW-Passat 1.8L引擎线路图(TBI)
	SFI-68pin-VW-GTI-2.0引擎—OBD-II
	SFI-68pin-VW-Jetta—2.0L引擎
	SFI-68pin-VW-Jetta-2.0L引擎—OBD-II
	SFI-68pin-VW-Golf—2.0L引擎
	SFI-68pin-VW-Golf 2.0L引擎—OBD-II
	SFI-68pin—Cabrio引擎
	SFI-68pin-Cabrio引擎—OBD-II
	SFI-Audi-100 2.0L引擎线路图
	SFI-Audi-100、A6 2.0L—OBD II引擎线路图
	SFI VW Passat V6缸 引擎线路图
	SFI VW Passat V6缸 引擎线路图 OBD-II
	SFI VW Jetta V6缸 引擎线路图
	SFI VW Jetta V6缸 引擎线路图 OBD-II
	SFI VW GTI V6缸 引擎线路图
	SFI VW GTI V6缸 引擎线路图 OBD-II


	十、SFI-80pin-OBD-II多点序列喷射引擎系统
	引擎系统线路图
	SFI 80pin 4缸 OBD-II引擎系统线路图
	SFI 80pin 6缸 OBD-II引擎系统线路图




	奥迪大众奔驰技术通报精华（89）
	壹、概论
	OBD-II数值分析
	含氧感知器取样定义图示

	贰、OBD-II系统介绍与OBD-II故障码表
	一、OBD-II的特点
	二、DLC诊断座统一标准
	三、OBD-II故障码的意义和分类
	四、小结论
	五、OBD-II故障码快速索引表
	六、OBD-II标准故障码检索表
	七、OBD-II故障码厂家自订（P1000以后）部分

	叁、OBD-II数值分析与点火顺序图示
	一、概述
	二、标准OBD-II数据值分析值解析
	三、SAE在OBD-II系统所制定的专用名词中的Bank、Fuel、trim、Upstream定义：
	四、新欧、美、日——OBD-II超强功能诊断卡
	五、各厂家汽缸配置图及点火顺序快速索引表
	六、各厂家车型汽缸配置图
	1、ACURA/HONDA车系和ROVER车系配备PGM-FI车型的汽缸配置图
	2、Audi/VW车系汽缸配置图
	3、BMW车系汽缸配置图
	4、Chrylser车系汽缸配置图
	5、福特车系汽缸配置图
	6、CM车系汽缸配置图
	7、ISUZU车系汽缸配置图
	8、Jaguar车系汽缸配置图
	9、马自达（MAZDA）车系汽缸配置图
	10、BNEZ车系汽缸配置图
	11、三菱/现代车系汽缸配置图
	12、NISSAN/infiniti车系汽缸配置图
	13、SAAB车系汽缸配置图
	14、Subaru车系汽缸配置图
	15、SUZUKI车系汽缸配置图
	16、TOYOTA/LEXUS车系汽缸分配图
	17、VOLVO车系汽缸配置图


	肆、宾士技术通报精华15则
	一、怠速过高
	二、空调控制模组软体重新设定
	三、节气门连杆控制机构调整方法
	四、二次空气喷射继电器模组更换
	五、EGR阀更换
	六、变速器测试
	七、转向齿轮更换
	八、前轮定位（202车型）
	九、加速时传动轴噪音及振动异常改善

	伍、Audi/VW诊断系统应用
	伍—1、Audi/vw引擎诊断
	一、Audi/vw诊断系统介绍
	二、电脑控制系统检测工具及仪器
	三、故障码诊断
	四、诊断座信号说明
	1、诊断输出
	2、诊断触发
	故障读取前检查
	故障读取程序程序
	元件动作测试
	元件动作模式模式进入前检查
	元件动作启动程序
	清除故障码程序
	Motronic电脑基本设定
	故障码表及检修流程


	五、VAG 1551使用注意事项

	伍—2、防滑刹车系统利用VAG1551诊断分析
	一、ABS系统利用VAG1551诊断仪、连接和使用
	测试条件
	故障码读取
	故障码内容
	ABS系统诊断


	伍—3、电脑自动变速箱系统诊断
	一、变速箱控制OBD系统诊断测试
	1、变速箱电脑控制系统相关零件说明
	2、VW车系专用仪器VAG-1551使用说明
	3、故障码显示模式
	4、故障码诊断说明表
	5、故障码清除模式
	6、变速箱电脑重新设定
	7、数值读取模式
	8、自动变速箱电脑线路图
	9、各别测量数值的进入
	10、数值分析的进入


	伍—4、AUDI/VW新型安全气囊检修与诊断
	一、奥迪/福斯新型气囊
	1、乘客座气囊拆装
	2、驾驶座气囊拆装
	3、气囊游丝拆装
	4、Airbag III气囊系统诊断（VAG1551）
	5、气囊控制电脑的Coding（07）
	6、读取气囊系统测量值



	陆、Audi/VW技术通报精华23则
	一、保养指示器归零
	二、引擎故障灯亮时的对策
	三、加热式含氧感知器故障排除
	四、燃油压力调节器检查
	五、爆震感知器线路故障查修
	六、点火模组更换
	七、凸轮轴位置感知器检查
	八、自动变速箱控制电脑设计变化通知
	九、四速逢动变速箱故障诊断
	十、O1M变速箱之变速箱油更找及检查
	十一、变速箱子元件介绍
	十二、变速箱油温感器数据规格
	十三、安全气囊电脑
	十四、自动变速箱漏油检修
	十五、Teves 20GI之ABS和ABS/EDL系统
	十六、VW车系之防盗系统
	十七、红外线/中控系统之作用和故障排除
	十八、冷气控制面板诊断
	十九、冷气系统之R-134a冷媒及基他容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