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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1. ECU故障诊断功能

2. 故障指示灯

3. 失效策略简介

4. 常见电喷系统故障检测及排除（示例）

5. 附录：故障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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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CU故障诊断功能

ECU的自诊断是ECU本身具有的一种功能。ECU通过电控系统中电信号来进行

故障判断，可将判断的结果储存、输出、激活相关失效保护策略。

控制器（ECU）对电喷系统相关的电器故障进行诊断，一旦ECU检测出相应故

障，将：

产生对应的故障码并存入内存；

依照故障的严重等级，自动进入不同的失效保护策略；

对于不涉及驾驶安全性的轻微故障，系统仅做点亮故障灯提示；

对于较为严重的故障，失效保护策略仍能够保持发动机以降低功率的方式继续运行；

少数极其严重的故障，失效保护策略会使发动机停止喷油，直至停机。

故障码读取

通过故障诊断仪读取故障码；

故障码清除

故障消失后，连续40个暖机循环没有出现，自动清除；

售后服务人员通过诊断仪手动清除。

如果驾驶者无法排除故障，请尽快通知专业人员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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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CU故障管理



5玉柴电控知识应知应会培训系列教材

1.3 ECU诊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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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电喷系统诊断概述，涉及所有电喷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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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电子油门诊断

信号范围诊断
开路、短路

合理性诊断
传感器损坏、卡滞

失效保护策略



8玉柴电控知识应知应会培训系列教材

1.4.1 电子油门诊断示例

合理性
诊断

信号

范围

诊断

级别

油门刹车合
理性

第二路油门
信号

第一路油门
信号

项目

超高限：对电源短路；

超低限：对地短路或开路；

合理性：油门故障。

第二路信号超高限；

第二路信号超低限；

与第一路信号相关性不符。

油门卡滞；

刹车踏板回位不良。

油门与刹车逻辑不合理。2

超高限：对电源短路；

超低限：对地短路或开路；

合理性：油门故障。

第一路信号超高限；

第一路信号超低限；

与第二路信号相关性不符。
1

原因内容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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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预热执行器诊断
预热继电器诊断包括：
1.控制端对电源短路；
2.控制端对地短路；
3.控制端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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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预热执行器诊断算法

控制电路开路正常低端对地短路否

控制电路开路正常低端对电源短路是

I < IminImin < I < ImaxI > Imax
控制引脚监控电流 I预热隔栅

功能功能
是否激活

注：Imax 为允许的最大控制电流，Imin 为允许的最小控制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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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1. ECU故障诊断功能

2. 故障指示灯

3. 失效策略简介

4. 常见电喷系统故障检测及排除（示例）

5. 附录：故障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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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故障指示灯（CE）

一般说明

该灯位于仪表板；

颜色一般为红色（具体应用参照车辆使用说明书） ；

具备上电自检功能，点亮2s后熄灭；

一般故障，点亮；

严重故障，闪烁；

故障消失后，自动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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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故障指示灯选型

可以采用白帜灯泡，或发光二极管

工作电压：12V
控制器最大输出电流为 : 200mA 
最大输出电压 (ON state) : 1.0V at 200mA
最大泄漏电流 (OFF state) : 150μA at 16V
最大爬行能量 : 10mJ 
最大重复频率 : 1Hz 
白帜灯泡技术要求：

瞬间峰值电流小于 0.8A 并在10ms 内按指数下降到 0.2A

发光二级管技术要求：

必须集成有限压和限流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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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CU故障指示灯点亮/闪烁说明

闪烁卡滞或烧毁 。电喷系统主继电器故障4
闪烁油中有水。油水分离报警3

闪烁线束（含接插件）故障；油轨压力传感器信号故障2
闪烁信号漂移故障。

闪烁计量阀计量错误；

闪烁传感器接线（含接插件）损坏。

闪烁曲轴信号盘有脏污附着；

闪烁凸轮信号盘有脏污附着；

闪烁驱动线路（含接插件）破损，开
路/短路 。

燃油计量阀及驱动线路故障5

闪烁凸轮相位传感器损坏；

闪烁曲轴信号传感器损坏；工作相位故障1

CE状态原因分析故障描述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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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CU故障指示灯点亮/闪烁说明

闪烁模/数转换模块故障；ECU软/硬件故障8

闪烁参考电压输出模块故障；

闪烁硬件监视狗发现故障；

闪烁软件监视狗发现故障；

闪烁喷油驱动模块故障；

闪烁存储区故障；

闪烁系统管理模块故障。

闪烁油门故障导致减扭矩功能。

电子油门故障7

闪烁线束（含接插件）故障；水温传感器故障6

闪烁传感器合理性、信号故障。

闪烁电位器卡滞 ；

闪烁油门故障导致跛行功能 ；

CE状态原因分析故障描述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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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CU故障指示灯点亮/闪烁说明

点亮线束（含接插件）故障；进气温度15

点亮传感器信号故障。

燃油温度传感器故障14

点亮线束（含接插件）故障；进气质量流量传感器故
障

点亮线束（含接插件）故障；

点亮传感器信号故障。

点亮线束（含接插件）故障；增压压力传感器故障13

点亮传感器信号漂移、合理性故障。

点亮线束（含接插件）故障 ；EGR系统故障12

点亮闭环控制能力故障。

点亮传感器信号不合理故障。

11
闪烁电压超低/超高 。蓄电池故障10
闪烁驱动线束（含接插件）故障；喷油器故障9

CE状态原因分析故障描述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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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CU故障指示灯点亮/闪烁说明

点亮驱动脉宽修正异常。

喷油脉宽17

点亮驱动模块故障。

CAN通讯错误19 点亮线束（含接插件）故障；

点亮驱动电路电阻水平异常；

预热驱动电路故障18 点亮驱动线路（含接插件）破损，开路/
短路 ；

点亮线束（含接插件）故障；车速信号错误16

点亮传感器信号故障。

CE状态原因分析故障描述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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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1. ECU故障诊断功能

2. 故障指示灯

3. 失效策略简介

4. 常见电喷系统故障检测及排除（示例）

5. 附录：故障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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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失效策略简介

什么叫失效策略：

电控系统故障状态下的运行策略，兼顾了故障后的驾驶

安全性、继续驾驶性以及排放性能

失效策略的分级：

第一级：缺省值

第二级：减扭矩

第三级：Limp home（跛行回家）

第四级：停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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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第一级：缺省值

对于不涉及驾驶安全性的轻微故障，控制器仅使用

缺省值；

发动机运行的转速和扭矩输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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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第一级：进气温度传感器失效策略示例

进入条件： ECU判断进气温度信号错误

进气温度传感器损坏

进气温度传感器信号线损坏（开路或短路）

ECU处理措施

点亮故障灯

产生故障码 P0112、P0113 

发动机采用缺省进气温度，例如45℃

发动机扭矩和转速输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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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二级：减扭矩

进入条件：
蓄电池电压信号故障

燃油温度信号故障

水温传感器信号故障

水温信号合理性故障

油门故障激活减扭矩

轨压闭环控制故障

油中含水量超标故障

轨压信号漂移故障

增压压力信号故障

增压压力信号合理性、漂移故障

ECU处理措施
点亮故障灯（闪烁），产生相应故障码

在扭矩限制范围内，油门仍然起作用

外特性油量会减小一个百分比

转速输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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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二级：减扭矩
整车表现：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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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二级：冷却水温传感器失效策略示例

进入条件： ECU判断水温信号错误

水温传感器损坏

水温传感器信号线损坏（开路或短路）

水温信号合理性故障

ECU处理措施

故障灯闪烁

产生故障码 P0115、P0116 、 P0117 、 P0118 、 P0119

发动机采用缺省水温，例如101 ℃

外特性油量会减小一定百分比

在限制范围内，油门仍然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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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第三级：Limp home（跛行回家）

定义：对于部分严重电喷系统故障，发动机运行于较危险

情况，控制器采用固定转速的方式运行，例如1300rpm，

避免运行危险，同时保持继续驾驶性。

当发动机处于以下三种情况的时候，控制策略将

进入Limp home状态，故障灯闪烁：

油门卡滞故障

油门的两路信号同时发生故障

喷油器特性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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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条件： ECU判断电子油门信号错误
油门接插件脱落

两路油门信号中任一路出现故障

两路油门信号不一致

油门开度与刹车踏板逻辑关系错误（即油门卡滞故障）

ECU处理措施
故障灯闪烁

产生故障码P1123、P1223 、 P0122 、 P0123 、 P0222 、
P0223 、P1121 、 P0120 、 P2299
信号不一致或者两路信号中的一路出现故障，油门在限制扭矩范
围内仍然起作用

油门卡滞故障或者油门两路信号同时发生故障，油门失效

油门失效后，起动、怠速及随后的运行过程转速，维持Limp 
home 转速（1300rpm）

3.3 第三级：Limp home（跛行回家）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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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第四级：停机保护

进入条件： ECU 判断出现下述故障

控制器内存类故障

控制器参考电压故障

控制器硬件监视狗、CPU故障

控制器模数转换模块故障

燃油计量阀驱动回路故障

轨压信号故障

轨压超高故障

ECU处理措施

故障灯闪烁

产生相关故障码

发动机停机(或延迟6s停机)
故障状态下无法再次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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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1. ECU故障诊断功能

2. 故障指示灯

3. 失效策略简介

4. 常见电喷系统故障检测及排除（示例）

5. 附录：故障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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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诊断说明

电控发动机的故障并不一定是电喷系统的问题；

在大多数情况下，故障仍然是与常规发动机相同的机械
和燃油管路方面的故障，维修者的经验十分重要；

如故障指示灯不点亮，维修者应该主要检查机械故障；

当故障指示灯点亮时，说明出现了电喷系统方面的故
障，此时维修者可读取故障码，进行相应的检测工作；

如非经过专门培训的维修人员，建议不要试图维修，而
是尽快通知专业人员进行维修；

基本诊断基础知识 ：

要求维修人员熟悉常规发动机的故障判断 ；

要求维修人员熟悉德尔福共轨系统工作原理 ；

要求维修人员熟悉发动机线束和电控系统诊断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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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电喷系统故障排除示例

无法起动、难以启动、运行熄火

跛行回家

功率、扭矩不足

运行不稳、怠速不稳

冒黑烟

加速性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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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无法起动、难以启动、运行熄火

故障原因 故障表现 解决方法

1.通电自检时故障指示灯不亮；

2.诊断仪无法连通；

3.油门接插件没有5V参考电压 。

电喷系统无法上电

检查电喷系统线束及保险，电

源主开关，主继电器，特别是
点火开关方面。

1.诊断仪显示电压偏低；

2.起动机拖转无力；

3.大灯昏暗。

蓄电池电压不足 更换蓄电池或充电。

OK

第
1
步

第
2
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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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无法起动、难以启动、运行熄火

故障原因 故障表现 解决方法

无法建立工作时序

1.诊断仪显示同步信号

故障；
2.示波器显示工作相位

错误。

1 检查曲轴/凸轮轴信号传感器是

否完好无损；
2 检查曲轴/凸轮轴接插件和导线

是否完好无损；
3 检查曲轴信号盘是否损坏/脏污

附着（通过传感器信号孔）；
4 检查凸轮信号盘是否损坏/脏污

附着（通过传感器信号孔）；
5 检查曲轴信号传感器以及凸轮

相位传感器接线是否完好无损；
6 如果维修时进行过信号盘等组
件的拆装，检查相位是否正确。

第
3
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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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无法起动、难以启动、运行熄火

故障原因 故障表现 解决方法

预热不足

1.高寒工况下，没有等到冷启

动指示灯熄灭就启动；
2.万用表或诊断仪显示预热过

程蓄电池电压变动不正常。

1 检查预热线路是否接线

良好；
2 检查预热装置电阻水平

是否正常；
3 检查蓄电池电容量是否

足够。

ECU软/硬件或高压系

统故障

电喷系统报警：
1. 监视狗故障；
2.轨压超高故障；
3.轨压漂移故障；
4.模数转换故障；
5.燃油计量阀驱动故障；
6. ……；
7.参考停机保护策略。

故障确认后，通知电控
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第
4
步

第
5
步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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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无法起动、难以启动、运行熄火

故障原因 故障表现 解决方法

喷油器不喷油

1.怠速抖动较大；
2.高压油管无脉动；
3.诊断仪显示怠速油量增

高；
4.诊断仪显示喷油驱动线路

故障。

1 检查喷油驱动线路（含接
插件）是否损坏/开路/短
路；
2 检查高压油管是否泄漏；
3 检查喷油器是否损坏/积
炭。

高压泵供油能力不足 诊断仪显示轨压偏小

1.检查高压油泵是否能够提

供足够的油轨压力；
2.检查燃油计量阀是否损

坏。

第
6
步

第
7
步

OK

OK



35玉柴电控知识应知应会培训系列教材

4.2.1 无法起动、难以启动、运行熄火

故障原因 故障表现 解决方法

轨压持续超高

诊断仪显示轨压持续2s高于
2000 bar

1.检查燃油计量阀是否

损坏；
2.泵体压力泄放阀损坏

机械组件故障

1.参照机械维修经验：
如油路不畅/油路有气、输

油泵进口压力不足、启动电
机损坏；
2.阻力过大，缺机油或者未

置空档；
3.进排气门调整错误等。

1.检查燃油/机油路；
2.检查进/排气路；
3.检查滤清器是否阻塞

等。

第
8
步

第
9
步

第
10
步

轨压难以建立 高压油管与喷油器连接密封不
严，泄露严重

检查相关连接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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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跛行回家

故障原因 故障表现 解决方法

油门故障

怠速升至1300rpm，油门

失效；
诊断仪显示油门信号双路
故障；
或者，诊断仪显示油门卡

滞故障。

1 检查油门线路是否出现
断路/短路情况；
2 检查油门传感器本身是

否符合物理规范；

喷油器修正码故障

怠速升至1300rpm，油门

失效；
诊断仪显示C2I修正码故
障.

检查喷油器修正码是否正确

OK

第
1
步

第
2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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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功率、扭矩不足

故障原因 故障表现 解决方法

1 水温度过高导致热保护
2 诊断仪报告水温传感器/
驱动线路故障：
3 燃油温度过高导致热保

护；
4 诊断仪报告燃油温度传
感器损坏/驱动线路故障；
5 诊断仪报告油轨压力信

号漂移故障；
6 诊断仪报告油门信号1路
/2路故障；
7 诊断仪报告蓄电池电压

信号故障；
8 ……；
9 参考减扭矩失效策略。

功率/扭矩不足

1 检查发动机冷却系
2 检查水温传感器本身或

信号线路是否损坏
3 检查油温传感器本身或

信号线路是否损坏
4 检查油轨压力传感器本

身或信号线路是否损坏
5 检查油路/气路
6 检查增压器
7 检查电子油门
8 检查油水分离器开关，

放水

第
1
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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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功率、扭矩不足

故障原因 故障表现 解决方法

第
2
步

机械系统原因

1进排气路阻塞，冒烟限制

起作用；
2增压后管路泄漏，冒烟限

制起作用；
3 增压器损坏（例如旁通阀

常开）；
4 进排气门调整错误；
5 油路阻塞/泄漏；
6 低压油路：有空气或压力

不足；
7 机械阻力过大；
8 喷油器雾化不良，卡滞

等；
9 其余机械原因。

1 检查高压/低压燃油管路；
2 检查进排气系统；
3 检查喷油器；
4 参照机械维修经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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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运行不稳、怠速不稳

故障原因 故障表现 解决方法

信号同步间歇错误

诊断仪显示同步信号出现偶
发故障

1 检查曲轴/凸轮轴信号

线路；
2 检查曲轴/凸轮传感器

间隙；
3 检查曲轴/凸轮信号

盘。

喷油器驱动故障 诊断仪显示喷油器驱动线路
出现偶发故障（开路/短路

等）

检查喷油器驱动线路

第
1
步

第
2
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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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运行不稳、怠速不稳

故障原因 故障表现 解决方法

机械方面故障

1 进气管路/气门泄漏；
2 低压油路阻塞/进气；
3 缺机油等导致阻力大；
4 喷油器积炭、磨损等。

参照机械维修经验进行

油门信号波动

1 诊断仪显示松开电子油门

后仍有开度信号；
2 诊断仪显示固定油门位置

后油门信号波动。

1 检查油门信号线路是

否进水或磨损导致油
门开度信号漂移；

2 更换电子油门。

第
1
步

第
2
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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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冒黑烟

故障原因 故障表现 解决方法

机械方面故障,例如气门

漏气，进排气门调整错
误等

相关管路松脱等 参照机械维修经验进
行

油轨压力信号漂移
(实际>检测值) 

诊断仪显示相关故障码 更换传感器/共轨管

喷油器雾化不良、滴油
等

1 诊断仪显示怠速油量增

大；
2 诊断仪显示怠速转速波

动。

1 根据机械经验进行

判断，例如断缸法
等；
2 确认后拆检。

第
1
步

第
2
步

第
3
步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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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加速性能差

故障原因 故障表现 解决方法

前述各种电喷系统故障
原因导致扭矩受到限制 诊断仪显示相关故障码 按故障代码提示进行相

应部位维修

OK

第
1
步

第
2
步

油门信号错误 诊断仪显示油门踩到底时
开度达不到100%

1 检查线路；

2 更换油门；

喷油器机械故障

积炭 /针阀卡滞 /喷油器体
开裂/安装不当导致变形 拆检并更换喷油器

OK

OK

第
3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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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加速性能差

故障原因 故障表现 解决方法

机械原因

1 进气管路泄漏；
2 油路进气；
3 整车动力匹配失误；
4 其它。

1 拧紧松脱管路；
2 排除油路中空气；
3 重新进行车辆匹配 ；
4 参照机械经验。

第
4
步

第
5
步

OK

负载过大

1 各种附件的损坏导致阻

力增大；
2 缺机油/机油变质/组件磨

损严重；
3 排气制动系统故障导致

排气受阻。

1 检查风扇等附件的转

动是否受阻；
2 检查机油情况；
3 检查排气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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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1. ECU故障诊断功能

2. 故障指示灯

3. 失效策略简介

4. 常见电喷系统故障检测及排除（示例）

5. 附录：故障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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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码编码规则

按照SAE(美国汽车工程协会)规范执行，例如: 
P0112   代表进气温度传感器信号故障

车身B3
网络U4

底盘C2
动力总成P1

含义字母序号

0       SAE标准

其余 用户自定义

1 空气和油量计量；

2 空气和油量计量（喷油器电路）；

3 点火系统或失火；

4 辅助排放控制系统；

5 车速控制和怠速控制；

6 输出控制；

7 、8 自动变速箱

代码：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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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故障码

EGR控制故障P04008.

预热驱动故障-对地短路P16807.

预热驱动故障-短路P16796.

预热驱动故障-开路P16785.

电子风扇2驱动故障-对地短路P06934.

电子风扇2驱动故障-短路P06943.

电子风扇2驱动故障-开路P16932.

进气质量流量信号故障P11011.

故障码解释故障代码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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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故障码

轨压无法建立P008716.

轨压超高P008815.

燃油计量阀闭环控制修正故障P125914.

燃油计量阀闭环控制修正故障P125813.

燃油计量阀闭环控制修正故障P125712.

燃油计量阀闭环控制修正故障P125611.

轨压超高P025410.

VGT控制故障P02999.

故障码解释故障代码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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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故障码

进气质量流量信号不合理-偏高P110324.

进气质量流量信号不合理-偏低P110223.

电源管理故障P168522.

喷油器卡滞 -2缸P026621.

喷油器卡滞 -4缸P027220.

喷油器卡滞 -3缸P026919.

喷油器卡滞 -1缸P026318.

爆震传感器解码错误P032517.

故障码解释故障代码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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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故障码

油门减扭矩故障P112132.

油门limp home故障P012031.

水温信号故障P011530.

水温信号不合理P011629.

制动安全开关信号错误P157128.

制动灯信号错误P157227.

制动踏板信号错误P057126.

环境压力信号错误P110725.

故障码解释故障代码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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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故障码

环境压力信号-超高P010840.

环境压力信号-超低P010739.

进气质量流量信号故障-参考电压P110038.

进气质量流量信号故障-超高P010337.

进气质量流量信号故障-超低P010236.

进气质量流量信号变化-梯度故障P010435.

车速信号故障P050034.

油门卡滞P229933.

故障码解释故障代码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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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故障码

增压压力信号故障-低P023748.

增压压力信号漂移-高P123847.

增压压力信号漂移-低P123746.

电池电压信号故障-模数转换P156045.

电池电压信号故障-超高P056344.

电池电压信号故障-超低P056243.

环境压力信号-梯度故障P010942.

环境压力信号-参考电压P110541.

故障码解释故障代码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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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故障码

水温传感器信号故障-梯度故障P011956.

水温传感器信号故障-参考电压P111555.

水温传感器信号故障-对低短路P011754.

水温传感器信号故障-对高短路P011853.

增压压力信号不合理P023652.

增压压力信号不合理-梯度故障P123651.

增压压力信号不合理-参考电压P123550.

增压压力信号故障-高P023849.

故障码解释故障代码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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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故障码

油门相关性故障P122364.

油门相关性故障P112363.

进气温度传感器信号故障-参考电压P111062.

进气温度传感器信号故障-对低电压P011261.

进气温度传感器信号故障-对高短路P011360.

油温传感器信号故障-参考电压P118059.

油温传感器信号故障-对低电压P018258.

油温传感器信号故障-对高短路P018357.

故障码解释故障代码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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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故障码

轨压信号故障-超高P019372.

轨压信号故障-超低P019271.

油门信号故障-第2路参考电压P122070.

油门信号故障-第2路超高P022369.

油门信号故障-第2路超低P022268.

油门信号故障-第1路参考电压P112067.

油门信号故障-第1路超高P012366.

油门信号故障-第1路超低P012265.

故障码解释故障代码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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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故障码

5v参考电压故障-1模数转换P164180.

5v参考电压故障-1超高P064379.

5v参考电压故障-1超低P064278.

轨压信号漂移故障P119177.

轨压信号漂移故障-超高P119376.

轨压信号漂移故障-超低P119275.

轨压信号故障-下降过快P019474.

轨压信号故障-参考电压P119073.

故障码解释故障代码序号



56玉柴电控知识应知应会培训系列教材

ECU故障码

信号不同步P034188.

凸轮信号丢失P034087.

5v参考电压故障-3模数转换P169786.

5v参考电压故障-3超高P069985.

5v参考电压故障3超低P069884.

5v参考电压故障-2模数转换P165183.

5v参考电压故障-2超高P065382.

5v参考电压故障-2超低P065281.

故障码解释故障代码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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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故障码

硬件监视狗故障P060696.

车速信号故障-里程计算P150395.

车速信号故障-超速P050394.

离合器信号故障P070493.

曲轴信号丢齿P037292.

曲轴缺齿信号丢失P033691.

曲轴信号故障-earlyP037190.

曲轴信号故障P033589.

故障码解释故障代码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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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故障码

喷油器回路故障P1290104.

喷油器回路故障P1287103.

喷油器回路故障P1286102.

硬件监视狗故障P1602101.

硬件监视狗故障P1601100.

硬件监视狗故障P160099.

硬件监视狗故障P160898.

硬件监视狗故障P160797.

故障码解释故障代码序号



59玉柴电控知识应知应会培训系列教材

ECU故障码

喷油器驱动故障-bank2超低P2150112.

喷油器驱动故障-bank1超高P2148111.

喷油器驱动故障-bank1超低P2147110.

喷油器回路故障P1289109.

喷油器回路故障P1288108.

喷油器回路故障P1293107.

喷油器回路故障P1292106.

喷油器回路故障P1291105.

故障码解释故障代码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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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故障码

喷油器驱动故障4短路P1204120.

喷油器驱动故障-3短路P1203119.

喷油器驱动故障-1短路P1201118.

喷油器驱动故障-2开路P0202117.

喷油器驱动故障-4开路P0204116.

喷油器驱动故障-3开路P0203115.

喷油器驱动故障-1开路P0201114.

喷油器驱动故障-bank2超高P2151113.

故障码解释故障代码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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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故障码

风扇驱动1故障-短路P0692128.

风扇驱动1故障-开路P1691127.

EGR执行器故障-对高短路P0490126.

EGR执行器故障-对低短路P0489125.

EGR执行器故障-开路P0488124.

TPU故障-1P1216123.

定时处理单元（TPU）故障-0P0216122.

喷油器驱动故障-2短路P1202121.

故障码解释故障代码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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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故障码

非易失存储器故障P1615136.

非易失存储器故障P1614135.

VGT驱动故障-对电源短路P0246134.

VGT驱动故障-对地短路P0245133.

燃油计量阀驱动故障-对地短路P0253132.

燃油计量阀驱动故障-短路P0251131.

燃油计量阀驱动故障-开路P0255130.

风扇驱动1故障-对地短路P0691129.

故障码解释故障代码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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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故障码

内存故障P1604144.

内存故障P1603143.

非易失存储器故障P1622142.

非易失存储器故障P1621141.

非易失存储器故障P1620140.

非易失存储器故障P1617139.

非易失存储器故障P1606138.

非易失存储器故障P1616137.

故障码解释故障代码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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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故障码

主继电器卡滞故障P0685152.

轨压闭环控制偏差故障-超低P1253151.

轨压闭环控制偏差故障-超高P1254150.

最小驱动脉宽故障-2缸P1172149.

最小驱动脉宽故障-4缸P1174148.

最小驱动脉宽故障-3缸P1173147.

最小驱动脉宽故障-1缸P1171146.

内存故障P1605145.

故障码解释故障代码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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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故障码

离合器信号故障-相关性P1705160.

离合器信号故障-底部P1704159.

故障指示灯故障P0650158.

发动机检测灯故障P1650157.

车速信号不合理P0501156.

车速信号丢失P0502155.

油水分离信号丢失P2268154.

油中存水过多故障P2269153.

故障码解释故障代码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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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故障码

环境压力传感器信号故障P0106163.

模数转换模块故障P0601162.

离合器信号故障-顶部P1706161.

故障码解释故障代码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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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卓越与领先，满足公众的动力需求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