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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动机配套资料

发动机型号：GH-6HK1XKSC-03

发动机编号：6HK1906576

配套车型：徐工液压挖掘机 XE370D

产品识别代码：XUG03701HHKA00522

生产日期：2017年9月

工作时间：100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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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障现象描述

1、机器在春节放假前是正常收工停机，节后起动
时排气管持续冒很浓的白烟。

2、起动后发动机转速无法提升到目标转速，偶尔
还会自动熄火，立即再打起动能起动。

3、发动机还会发出哒哒声音，声音有时大有时小
，有时甚至无异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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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修排查过程第1阶段

 1、到达现场后连接IDSS采集DRM数据后，读取故障码有
三个：

P0192    油轨压力传感器电路低 当前

P0193    油轨压力传感器电路高 非当前

P0234    涡轮增压器的超增压状态 非当前

 2、做发动机控制和设备控制时，停机的三个测试中， EGR
正常响应，预热塞继电器正常响应。但在做喷油器强制驱
动测试时，6个缸均无任何声响发出，分析为喷油器电磁阀
有一定的概率全部卡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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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修排查过程第1阶段

 3、起动监控采集数据流，发现轨压实际值与目标值的跟随
性太好（没有一点差异）。但发动机转速低于目标，且会自
动熄火，可立即再次起动， 发动机转速会缓慢的提升，但
仍达不到目标转速1100转/分。排气管口出来的是浓浓的白
烟，烟色有时会带灰色（白与黑的混合）有时仅是白色，无
规律。

故障时刻的数据分析，发动机转速与轨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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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修排查过程第1阶段

 4.1、由于当前故障‘P0192油轨压力传感器电路低’，我
们测试将传感器插件拔掉，IDSS中该故障码立即变为历史
故障，并同时增加当前故障‘P0193油轨压力传感器电路高
’。

 而插接上插件的时候，‘P0193油轨压力传感器电路高’则
立即变为历史故障，‘P0192油轨压力传感器电路低’则变
为当前故障。说明此刻该故障码与线路的关联不大，多数
为传感器方面的问题。

上图故障码为拔掉油轨压厂传感器的线束插件后。

上图故障码为原车线路正常连接，未做任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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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修排查过程第1阶段

 4.2、为何轨压传感器插上插件就报低，而拔掉插件就报高
呢？我们从图纸上进行分析：ECM检测的是信号线电压，
从而了解传感器的状态（从各种燃油系统的资料综合来看）

信号线电压高于4.7~4.75V则报高；
信号线电压低于0.25~0.3V则报低；

自我思考四个问题，设想一下，A、若+5V线路开路将会报
什么故障，B、而0V地线开路将会报什么故障，C、信号线
断路将会报什么故障，D、三线全开路又会报什么故障。

由以上分析我们确认轨压传感器已经损坏，但现场无法找到该
配件，需先进行下一部的故障排查。

+5V

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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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修排查过程第1阶段

 5、根据以住经验，前面描述的白烟及哒哒异响、加上喷油器
强制驱动无响应，多数为喷油器引起。计划拆检喷油器，根
据总部要求，在拆喷油器前进行了吊瓶测试，结果故障现象
还是依旧，没有任何变化。

白烟依旧吊瓶测试 吊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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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修排查过程第1阶段

 6、吊瓶无变化后，拆下六个缸喷油器到钦州有喷油器试验台
的地方对喷油器进行检测，发现各缸喷油量及回油量均无异
常，喷油器在未通电时油嘴没有泄漏现象。说明喷油器无故
障，冒白烟并非喷油器引起。

在钦州找到喷油器
试验台，对喷油器

进行测试。

拆下六个缸喷油器
准备上试验台测试

测试结果各喷油器
喷油及回油量均无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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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修排查过程第1阶段

 7、检查喷油器无异常后，再次进行喷油器强制驱动各缸仍
然无响应。想找其它同型机来进行对换件测试，钦州周边无
同型机，仅南宁徐工经销商有新机，因此拆下该机的控制器
ECM到南宁进行测试，结果将ECM装到新机后，发动机工
作一切正常。清除历史故障码后无任何故障码报出。

 因此计划从新机上拆下ECM和油轨压力传感器作为替换新
件带回钦州。

南宁徐工经销商未
销售的新机

旧ECM装到该新机
上后起动工作一切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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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修排查过程第1阶段

 8.1、经申请从新机上拆下控制器ECM与轨压传感器，带回
钦州进行测试，2月26日晚上我们对比测量新旧油轨压力传
感器：新传感器三端子两两对量分别为9.84KΩ，8.32KΩ，
2.34KΩ。而旧传感器则只有一组2.29KΩ，其它两组为开路
状态，进一步证明轨压传感器已经损坏。

新传感器三组都有阻值 旧传感器有两组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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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修排查过程第1阶段

 8.2、为防线路与电源短路等情况，我们在未插件上ECM插件
的状态下测量轨压传感器三线对地、对电源无短路后，安装
新机拆来的轨压传感器后、装复原机ECM后做六项测试，喷
油器强制驱动时喷油器有响应电磁阀有嗒嗒声响。试起动试
机发动机声音恢复正常，白烟在热机五分钟后完全消失。原
来的当前故障码变成非当前，清除后无新的故障码出现。到
此我们认为故障已经排除。

更换从新机拆来的轨压传感器后，发动机转速与轨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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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检修排查过程第2阶段

 1、不过很可惜，第二天又有问题了。该机在2月26晚更换
新轨压传感器后，发动机试机无异常后，27日正常到矿坑
中进行正式工作。于中午来电说机子正常工作两个多小时
后，仪表又报相同的故障码了，而且发动机起动后仍然冒
白烟。

 2、到现场连接IDSS，故障码与之前相同，喷油器强制驱动
测试时又无响应。测量新换上的轨压传感器，结果与原机
轨压传感器一样，只剩下一组2.3KΩ其余开路。说明轨压传
感器再次损坏。

 3、我们继续测试将机器提速、热机十分钟后烟色下降，但
仍有白烟，试着让机器去做工时，则白烟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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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检修排查过程第2阶段

 4、轨压传感器再次损坏，分析为有24V电压串入传感器线路
造成，因此我们对传感器拔出插件进行了电压测量一个地线
、两个5V，此刻无异常。说明是偶发性串电，我们引线出来
用万用表持续测量的同时让发动机起动并让机器做动作，二
十多分钟万用表显示始终为5V没有任何变化。此方法未能测
出结果。

 5、与总部黄工沟通并从原理图中看到轨压传感器5V参考电
压是由ECM的87端子输出，并同时还供给了EGR传感器和凸
轮轴传感器（三传感器外线共用5V参考电压），并且会影响
到凸轮轴传感器的判缸及与曲轴传感器的同步类故障。分析
24V的串入有两方面情况，一是线束中的线路磨损、二是
EGR的驱动电路与传感器串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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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检修排查过程第2阶段

 6、我们测试不断开和断开EGR插件状态试机工作各试了一
小时，也未有明显变化。此法验证不出问题，因此拔下ECU
插件，在该插件处将与24V有关的103、110、111、2、5引
线短接在一起，与87号线间持续测量通断。同时去摇动各段
线束，从发动机到底盘线都摇过，但未测量出有短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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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检修排查过程第2阶段

 7、上述检查未果，我们只能将87号线在ECM插件处剪断，
直接飞线供给轨压传感器、EGR传感器、凸轮轴传感器插
件端，并将三插件上的原5V参考电压线都剪断，使用引过
来的87号飞线。以免再出现24V串入烧坏轨压传感器。

飞87号线
到凸轮轴
传感器

飞87号线
到EGR传
感器

飞87号线
到油轨压
力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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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检修排查过程第2阶段

 8、3月1日总部发的新轨压传感器快递到达后，将新传感器
装上后清故障，六项测试正常，起动发动机一切正常，故
障消除。在现场观察了3个多小时，无故障发生。我们返程
，后续让徐工钦州服务人员跟踪，若连续几天都不再出现故
障，则说明是原机线束方面的问题，到时再更换线束即可，
我们分析需要优先更换底盘线束（即发动机底部方插件到
ECM之间及调速器等处的线束），徐工服务人员也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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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检修排查过程第2阶段

 9、截止到3月6日，联系钦州服务人员，确认故障未再次出
现过，机器已经连续正常做工6天。后续线束更换工作由徐
工人员跟进。

更换第二个轨压传感器后，发动机转速与轨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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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故障原因分析

飞线后再更换第二个油轨压力传感器，机器好几天
都未再出现故障。

综合让述我们分析故障的原因，表面上是轨压传感
器损坏导致的冷起动后冒白烟和异响。

但轨压传感器的连续损坏的根本原因是，线束存在
短路现象、导致24V压窜入5V参考电压的87号线上
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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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故障排查中发现的小细节

 更换第二个新油轨压力传感器后，我们验证了一下
喷油器强制驱动是有响应的。

 但这时只要拔掉油轨压力传感器插件或油轨压力传
感器损坏，则喷油器强制驱动无响应。

 并且发现油轨压力传感器故障或插件脱落，则可能
会造成发动机冒白烟及哒哒异响声。

 在此分享一下，以免兄弟服务站遇到时被该现象给
带偏诊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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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