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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Company Introduces

    苏州中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简称：中得汽车）系中得集团企业成

员，座落在环境优美的苏州工业园区。公司成立于2004年，公司长期致力于

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十多年来专注于“商用车动力系统应用优化——节

能减排”领域的实用新技术研发与推广，在商用车动力系统优化领域取得了

近百项国家专利，并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程应用经验。

　 中得汽车现有研发及工程技术人员50余名，占员工总数25%以上，同时与

多家国内知名科研机构（院校）建立了长期研发合作关系，系“科技先导

型”企业。

    公司主要产品有:

发动机智能冷却系统（ATS）

独家全新研发的智能感应电机（IDC）

国内领先水平的直流无刷驱动电机（BLDC）

中央控制单元（BLCC）

铜铝换热器总成

智能无刷磁力泵

    在公司全体上下的共同努力下，中得汽车通过了TS16949质量体系认

证，成为客车、卡车、工程机械等行业客户的合格配套供应商。

　  随着节能减排政策导向和发动机技术“紧凑化”及“低排放化”等发展

趋势，中得汽车产品及其相关技术正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我司经过多年研

发推出的“智冷大管家”节能解决方案已被越来越多客车厂采纳应用，我们

坚信：中得汽车定将成为智能热交换领域专家与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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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高温“开锅”

    发动机工作时，水温报警。则必须立即靠边停车检查，流程如下（先

排除水路堵塞及节温器打不开等故障）： 

(1) 发动机工作时，仪表台上“不充电指示灯”是否亮？如亮，则应检

     查是否需要更换发电机。 

(2) 临时启动发动机，ECU的发电机信号灯是否亮？如不亮，则应检查

     发电机信号线是否断开。

(3) ECU三个指示灯是否全亮？有任一灯不亮，须更换ECU。

(4) 关闭发动机，按一下ECU自检按钮（ECU灯全亮时），观察风扇是

     否能自检运行？如不能，则检查对应风扇的保险是否正常。

     4.ATS系统日常维护

(1) 不定期检查散热器、中冷器外观，管路有无损伤泄漏、散热带有无倒

     伏？（泄漏需修补、倒伏需手工拔正）。 

(2) 换热器芯部有积尘或柳絮、树叶等杂物，需用高压气吹除，须防止

     散热 带倒伏；不建议用水冲洗。 

(3) 车辆焊接作业前，必须断开ECU，完成焊接作业后再复原。 

(4) 本系统所采用的插件均为防水插件，ECU也具有一定的防水防尘功

     能，但并非完全防水。因此日常维护或行驶中，须防止被水浸到而

     产生电路短路故障。 

     

     5. 关于ATS应急插件的使用方法（冷却系统出现高温，且暂时不便判断

是否是冷却系统故障时，使用此插件） 

(1) 车辆熄火，关闭电源总开关。 

(2) 无刷系统 将ATS线束上的“回家模式”插件拔下。

     有刷系统 将ATS线束与ECU相连接的所有航空插接器旋下，然后将应

     急插件（二个）分别与线束的二个对应端（有方向，不会插错）旋紧

     即可。 

(3) 打开电源总开火，车辆重新启动即可使用。 

(4) ATS系统在返厂检修完毕后，无刷系统的“回家模式”接插件可重新

     连接。有刷系统的可以取下可随车携带。 

注意：此时冷却系统的散热能力，约为常规状态下的一半左右，车辆只

          要车速不太高，水温不超温情况下，即可应急运行。

     6. 系统工作流程

 

 

     2. 风扇常转

(1) 个别或全部风扇在发动机停机仍常转，是ECU启动“回家模式”， 

     需更换ECU（仅个别常转时，可暂不处理）。 

(2) 显示是否正常？是否已达到工作温度？是否有故障码？

     附注：ATS系统传感器故障码有：EE、C7、85、00、99。相应故障现

     象和处理方法见下表：

(3) 查故障风扇线束端信号线（紫色线）是否与电源线（红色线）短路。

     2. ATS系统测试

    发动机启动后，ECU上的蓝色工作指示灯开始点亮（表示ATS系统处

于正常待机状态）。同时显示模块应显示正常。 

(1) 如果是当天第一次启动，则温度显示基本一致，且接近环境温度。 

(2) 发动机怠速时，中冷器温度显示一般在43℃以下，散热器出水温度

     显示一般在83℃以下。 

(3) 中冷器温度达到40~45℃、发动机水温达到 85~90℃时（具体启动

     温度因发动机而异），ECU开始控制风扇工作。在风扇启动后，显示

     模块上温度将稳定在一定范围。

 

  

  液晶三段屏                                     液晶四段屏

           

    有刷系统的接口采用四个航插，一个四针航插，一个五针航插，两个

八针航插。航插有“防呆”设计，不会出现插反情况。在连接时螺纹要拧

紧，防止由于松散导致接触不良，插拔时卡扣要对准。

     正确操作如下图所示：

     a. 线束母端航插和ECU公端航插卡扣端一致；

 

   
     b. 如下图红框内，保证公母插件插接良好，螺纹要拧紧，不能松。

 

     2. 需注意事项

(1) 装用铝制散热器时，必须采用铝制散热器专用冷却液（P值：7.0~9.0 )，

     否则不予保修。 

(2) ECU处于通电状态、且发电机工作状态时，切勿断开电源总开关。 

(3) ECU不可处于50W以上的电磁环境之中。

(4) 线束捆扎应可靠，防止与其它件磨蹭破损。

(5) 中冷器传感器确认在中冷器的出口端（不符时，客户可自行调整）。

(6) 必须按线束所示线序进行联接、不得擅自更改线束。 

(7) 底盘临时启动移车时，需保证系统接入完整，搭铁可靠。并需充分保

     证露天时的防雨水侵害。 

(8) 加注冷却液时，必须打开水暖及除霜器放气阀，彻底放尽系统内空气。

(9) 需注意防止车身焊接时的火花，溅到换热器芯部，造成损坏报废。

(10) 对于无刷风机，其ECU控制程序中设定了“反转除尘”功能。在ATS  

       上电时，无刷风机会反转一段时间，需特别注意，以防发生危险！

     b.有刷系统

  

         风扇线束                 中冷出气口                散热器进水口             散热器出水口
                                   (发动机进气口端)         (发动机出水口端)       (发动机进水口端) 

 

ECU电源/辅电源/电机电源必须接在同一点上
 

接发电机W端，若无则接在24V端

(8) 接插件说明

     无刷系统的接插件采用34 Pin一体式焊接防水插件，阻燃等级：

UL94V0。接插件有“防呆”设计，不会出现插反情况。因为接插件设

计精密，所以接插件插接比较紧，插拔需要一定的技巧，请勿暴力操

作；正确操作如下图所示：

     a. 线束34针母插件和ECU34针公插件卡扣端一致向上。

 

     b. 如下图黄框内，保证公母接插件插接良好，卡扣必须完全被卡住。

 

     c. 拆解一只手扶住ECU，另一只手拇指按下卡簧，保证卡扣弹出卡

         框，同时向外直拉线束，直至线束与ECU脱离。

         注意：切勿用力猛拉，猛拽，左右拉拽，以免破坏插件及端子。

 

     3. 除气软管的布置原则

    发动机及散热器（上水管路的最高点，高于发动机及水箱时，管路最

高点应增设排气管）的放气软管，应连续上升的连接在膨胀水箱的上部，

以使其充分放气，膨胀水箱位置需高于散热器上水室。

 

 

(2) 排风：ATS的换热器不允许存在背压过高的情况。请务必做好“热风

     回流”措施。风扇后端20cm内不得有障碍物，防止风扇背压升高影

     响散热。

(3) 密封：可以采用“车身密封法”。散热器芯部周围设计封板，完全密     

     封换热器与车身之间，保证换热器进风良好，仓门格栅的进风面积不

     小于换热器的正面积（极限状态下，不小于90%）。

     参照照片如下：

 

              吸风式布置密封                             吹风式布置密封

☆ 典型ATS换热器密封方式：封板与车身不得存在间隙，以防止漏风，

产生热风回流现象。           

     “舱门密封法”（全承载式车身使用）：密封圈布置在舱门内板上。

参考照片如下：

  

     3.注意事项

      三元催化器、消声器、排气管路建议石棉层隔热措施，保护邻近

的风扇和降低机仓温度。

(2) 下托架的安装：将下托架安装于车身骨架上（有长孔侧在上），具体

位置高度根据客户具体位置所定，建议用焊接方式，焊接必须牢固可

靠，以承受散热器的重量。托架必需在同一根车身大梁上，以防止振幅

不同导致水箱受力不均而漏水。示意如下图：

 

     2. 整车舱门“三风”检查（进风检查、排风检查、密封检查）

(1) 进风：车身侧仓门进风格栅，格栅通道的实际净面积不小于散热器

     正面积（极限状态下，不小于90%）。如下列形式：

     a. 百页窗型式：建议采用竖百页（页片外侧不要折边，以免影响通

        道面积）或网式蜂窝状格栅、前向逆风式（使车辆前行时产生进

        风正压力）。

 

         b. 蜂窝板、丝网板型式：建议采用非平面型的“矩形波断面”。

                      蜂窝板                                          丝网板

上图标准悬置装配示意图

     b. 中冷传感器安装定义

         线束上的“中冷器出气传感器”用“插接器”与“中冷器出气口

         传感器”相连。 

     注意：传感器与线束对插时，须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

(6) 显示模块的连接

     显示模块固定到仪表台孔内。显示线束预先从仪表台引到电器仓内，

与主线束的显示线插接器连接。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线束捆扎牢固。

(7) 线束说明 

     a. 无刷系统

 
 

    水箱进水传感器         水箱出水传感器           中冷器传感器              电机传感器            
      

      风机线束                                    ECU电源/风机电源

 

接发电机W端，若无则接在24V端

左侧上下悬置支架固定螺栓中心距±1mm

 机械部分布置篇

     1. 悬置支架及悬置软垫的安装检查

(1) 悬置L支架的固定螺栓确认拧紧，减震软垫装配到位；

        

  

水、气管路布置篇

     1. 水、气金属管路设计布置原则

    离散热器、中冷器的上管口最近的水、气钢管，必须固定在车身静止件

上 ；杜绝由于发动机振动，通过水、气钢管，传到换热器上而引起不必

要的损坏。

     2. 水、气橡胶管路设计布置原则

    水路胶管：发动机与散热器之间，至少应设计两个90°弯胶管，且胶管

的二段与发动机轴线呈水平平行状态，以将发动机的摆振通过两个弯胶管

的自身特性，进行振动的衰减，保证换热器不受发动机摆振的影响。

 

 

电器系统布置篇 

     1. 安装要求

(1) ECU安装环境要求：安装在隔热、防水、通风、防腐的电器仓内，

     环境温度不超过60度。 

(2) ECU安装注意事项： 

     a. 接ECU线束之前，必须断总电源。 

     b. 每条线束均有明确的中文标签，按指示进行联接。 

     c. 整车电焊作业前，需断开整车总电源、拔下线束航插。 

(3) ECU主线束安装： 

     主线束航空插件与ECU总成连接（包括两个小型航空插件），并旋紧。

     电源线：所有电源线鼻子，必须集中接在电源总开关的“—”端。 

     接地线：所有接地线鼻子，必须独立于其它系统、集中接地。

(4) 散热器风扇与传感器线束 

     a. 风扇顺序：线束上的风扇1#插接器，与散热器进水管的风扇相连,         

                        然后依次水平连接风扇2、3、4、…（出口水风扇）。 

     b. 散热器传感器总成安装定义

         线束上的散热器进水传感器插接器，与散热器上水管的传感器相连。

         线束上的散热器出水传感器插接器，与散热器下水管的传感器相连。

     注意：传感器与线束对插时，须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

(5) 中冷器风扇与传感器线束

     a. 风扇顺序：线束上的风扇1#插接器，与中冷器进气口的风扇连接,

                        然后依次连接。 

产品调试及检查步骤篇

     1. 系统初步检查

    确认整车线路连接无误后，打开电源总开关，钥匙旋转，ATS则处于

待机状态，进行“三检制”： 

(1) 检查ECU：三个显示灯应全亮（红、黄、绿灯，由右向左看）。

(2) 检查显示模块：液晶屏上应先显示“88 ”，之后显示当前传感器测得

的温度 。

(3) 检查风扇：（不要启动发动机，必须时断开ECU信号线）按下ECU正

                       面的红色自检按钮，系统按顺序依次启动风扇，由电动

                       机风扇、散热器风扇、中冷器风扇，每个风扇转动10秒

                       钟。 

注意：如果实际情况与上述不符，说明系统可能存在异常，请依据检查                     

          排除方法处理。 

                

                  有刷ECU                                                无刷ECU

异常现象及检查排除篇

     1. 显示异常

    液晶屏

(1) 显示模块显示“EE ”时，则说明其中一路传感器连接有问题，检查

     传感器连接线束及接插件，如果接插件没问题，很可能对应传感器故

     障。

(2) 液晶屏偶尔出现“EE ”或“00 ”，原因一般是插件接触不良，更换

     插件或用酒精清洗插件即可。 

液晶三段屏

 

液晶四段屏

固定螺栓
圆垫片

减震软垫

L支架

散
热
器
端

车
身
端



     3. 高温“开锅”

    发动机工作时，水温报警。则必须立即靠边停车检查，流程如下（先

排除水路堵塞及节温器打不开等故障）： 

(1) 发动机工作时，仪表台上“不充电指示灯”是否亮？如亮，则应检

     查是否需要更换发电机。 

(2) 临时启动发动机，ECU的发电机信号灯是否亮？如不亮，则应检查

     发电机信号线是否断开。

(3) ECU三个指示灯是否全亮？有任一灯不亮，须更换ECU。

(4) 关闭发动机，按一下ECU自检按钮（ECU灯全亮时），观察风扇是

     否能自检运行？如不能，则检查对应风扇的保险是否正常。

     4.ATS系统日常维护

(1) 不定期检查散热器、中冷器外观，管路有无损伤泄漏、散热带有无倒

     伏？（泄漏需修补、倒伏需手工拔正）。 

(2) 换热器芯部有积尘或柳絮、树叶等杂物，需用高压气吹除，须防止

     散热 带倒伏；不建议用水冲洗。 

(3) 车辆焊接作业前，必须断开ECU，完成焊接作业后再复原。 

(4) 本系统所采用的插件均为防水插件，ECU也具有一定的防水防尘功

     能，但并非完全防水。因此日常维护或行驶中，须防止被水浸到而

     产生电路短路故障。 

     

     5. 关于ATS应急插件的使用方法（冷却系统出现高温，且暂时不便判断

是否是冷却系统故障时，使用此插件） 

(1) 车辆熄火，关闭电源总开关。 

(2) 无刷系统 将ATS线束上的“回家模式”插件拔下。

     有刷系统 将ATS线束与ECU相连接的所有航空插接器旋下，然后将应

     急插件（二个）分别与线束的二个对应端（有方向，不会插错）旋紧

     即可。 

(3) 打开电源总开火，车辆重新启动即可使用。 

(4) ATS系统在返厂检修完毕后，无刷系统的“回家模式”接插件可重新

     连接。有刷系统的可以取下可随车携带。 

注意：此时冷却系统的散热能力，约为常规状态下的一半左右，车辆只

          要车速不太高，水温不超温情况下，即可应急运行。

     6. 系统工作流程

 

 

     2. 风扇常转

(1) 个别或全部风扇在发动机停机仍常转，是ECU启动“回家模式”， 

     需更换ECU（仅个别常转时，可暂不处理）。 

(2) 显示是否正常？是否已达到工作温度？是否有故障码？

     附注：ATS系统传感器故障码有：EE、C7、85、00、99。相应故障现

     象和处理方法见下表：

(3) 查故障风扇线束端信号线（紫色线）是否与电源线（红色线）短路。

     2. ATS系统测试

    发动机启动后，ECU上的蓝色工作指示灯开始点亮（表示ATS系统处

于正常待机状态）。同时显示模块应显示正常。 

(1) 如果是当天第一次启动，则温度显示基本一致，且接近环境温度。 

(2) 发动机怠速时，中冷器温度显示一般在43℃以下，散热器出水温度

     显示一般在83℃以下。 

(3) 中冷器温度达到40~45℃、发动机水温达到 85~90℃时（具体启动

     温度因发动机而异），ECU开始控制风扇工作。在风扇启动后，显示

     模块上温度将稳定在一定范围。

 

  

  液晶三段屏                                     液晶四段屏

           

    有刷系统的接口采用四个航插，一个四针航插，一个五针航插，两个

八针航插。航插有“防呆”设计，不会出现插反情况。在连接时螺纹要拧

紧，防止由于松散导致接触不良，插拔时卡扣要对准。

     正确操作如下图所示：

     a. 线束母端航插和ECU公端航插卡扣端一致；

 

   
     b. 如下图红框内，保证公母插件插接良好，螺纹要拧紧，不能松。

 

     2. 需注意事项

(1) 装用铝制散热器时，必须采用铝制散热器专用冷却液（P值：7.0~9.0 )，

     否则不予保修。 

(2) ECU处于通电状态、且发电机工作状态时，切勿断开电源总开关。 

(3) ECU不可处于50W以上的电磁环境之中。

(4) 线束捆扎应可靠，防止与其它件磨蹭破损。

(5) 中冷器传感器确认在中冷器的出口端（不符时，客户可自行调整）。

(6) 必须按线束所示线序进行联接、不得擅自更改线束。 

(7) 底盘临时启动移车时，需保证系统接入完整，搭铁可靠。并需充分保

     证露天时的防雨水侵害。 

(8) 加注冷却液时，必须打开水暖及除霜器放气阀，彻底放尽系统内空气。

(9) 需注意防止车身焊接时的火花，溅到换热器芯部，造成损坏报废。

(10) 对于无刷风机，其ECU控制程序中设定了“反转除尘”功能。在ATS  

       上电时，无刷风机会反转一段时间，需特别注意，以防发生危险！

     b.有刷系统

  

         风扇线束                 中冷出气口                散热器进水口             散热器出水口
                                   (发动机进气口端)         (发动机出水口端)       (发动机进水口端) 

 

ECU电源/辅电源/电机电源必须接在同一点上
 

接发电机W端，若无则接在24V端

(8) 接插件说明

     无刷系统的接插件采用34 Pin一体式焊接防水插件，阻燃等级：

UL94V0。接插件有“防呆”设计，不会出现插反情况。因为接插件设

计精密，所以接插件插接比较紧，插拔需要一定的技巧，请勿暴力操

作；正确操作如下图所示：

     a. 线束34针母插件和ECU34针公插件卡扣端一致向上。

 

     b. 如下图黄框内，保证公母接插件插接良好，卡扣必须完全被卡住。

 

     c. 拆解一只手扶住ECU，另一只手拇指按下卡簧，保证卡扣弹出卡

         框，同时向外直拉线束，直至线束与ECU脱离。

         注意：切勿用力猛拉，猛拽，左右拉拽，以免破坏插件及端子。

 

     3. 除气软管的布置原则

    发动机及散热器（上水管路的最高点，高于发动机及水箱时，管路最

高点应增设排气管）的放气软管，应连续上升的连接在膨胀水箱的上部，

以使其充分放气，膨胀水箱位置需高于散热器上水室。

 

 

(2) 排风：ATS的换热器不允许存在背压过高的情况。请务必做好“热风

     回流”措施。风扇后端20cm内不得有障碍物，防止风扇背压升高影

     响散热。

(3) 密封：可以采用“车身密封法”。散热器芯部周围设计封板，完全密     

     封换热器与车身之间，保证换热器进风良好，仓门格栅的进风面积不

     小于换热器的正面积（极限状态下，不小于90%）。

     参照照片如下：

 

              吸风式布置密封                             吹风式布置密封

☆ 典型ATS换热器密封方式：封板与车身不得存在间隙，以防止漏风，

产生热风回流现象。           

     “舱门密封法”（全承载式车身使用）：密封圈布置在舱门内板上。

参考照片如下：

  

     3.注意事项

      三元催化器、消声器、排气管路建议石棉层隔热措施，保护邻近

的风扇和降低机仓温度。

(2) 下托架的安装：将下托架安装于车身骨架上（有长孔侧在上），具体

位置高度根据客户具体位置所定，建议用焊接方式，焊接必须牢固可

靠，以承受散热器的重量。托架必需在同一根车身大梁上，以防止振幅

不同导致水箱受力不均而漏水。示意如下图：

 

     2. 整车舱门“三风”检查（进风检查、排风检查、密封检查）

(1) 进风：车身侧仓门进风格栅，格栅通道的实际净面积不小于散热器

     正面积（极限状态下，不小于90%）。如下列形式：

     a. 百页窗型式：建议采用竖百页（页片外侧不要折边，以免影响通

        道面积）或网式蜂窝状格栅、前向逆风式（使车辆前行时产生进

        风正压力）。

 

         b. 蜂窝板、丝网板型式：建议采用非平面型的“矩形波断面”。

                      蜂窝板                                          丝网板

上图标准悬置装配示意图

     b. 中冷传感器安装定义

         线束上的“中冷器出气传感器”用“插接器”与“中冷器出气口

         传感器”相连。 

     注意：传感器与线束对插时，须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

(6) 显示模块的连接

     显示模块固定到仪表台孔内。显示线束预先从仪表台引到电器仓内，

与主线束的显示线插接器连接。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线束捆扎牢固。

(7) 线束说明 

     a. 无刷系统

 
 

    水箱进水传感器         水箱出水传感器           中冷器传感器              电机传感器            
      

      风机线束                                    ECU电源/风机电源

 

接发电机W端，若无则接在24V端

 机械部分布置篇

     1. 悬置支架及悬置软垫的安装检查

(1) 悬置L支架的固定螺栓确认拧紧，减震软垫装配到位；

        

  

车身骨架

换热器下托架

水、气管路布置篇

     1. 水、气金属管路设计布置原则

    离散热器、中冷器的上管口最近的水、气钢管，必须固定在车身静止件

上 ；杜绝由于发动机振动，通过水、气钢管，传到换热器上而引起不必

要的损坏。

     2. 水、气橡胶管路设计布置原则

    水路胶管：发动机与散热器之间，至少应设计两个90°弯胶管，且胶管

的二段与发动机轴线呈水平平行状态，以将发动机的摆振通过两个弯胶管

的自身特性，进行振动的衰减，保证换热器不受发动机摆振的影响。

 

 

电器系统布置篇 

     1. 安装要求

(1) ECU安装环境要求：安装在隔热、防水、通风、防腐的电器仓内，

     环境温度不超过60度。 

(2) ECU安装注意事项： 

     a. 接ECU线束之前，必须断总电源。 

     b. 每条线束均有明确的中文标签，按指示进行联接。 

     c. 整车电焊作业前，需断开整车总电源、拔下线束航插。 

(3) ECU主线束安装： 

     主线束航空插件与ECU总成连接（包括两个小型航空插件），并旋紧。

     电源线：所有电源线鼻子，必须集中接在电源总开关的“—”端。 

     接地线：所有接地线鼻子，必须独立于其它系统、集中接地。

(4) 散热器风扇与传感器线束 

     a. 风扇顺序：线束上的风扇1#插接器，与散热器进水管的风扇相连,         

                        然后依次水平连接风扇2、3、4、…（出口水风扇）。 

     b. 散热器传感器总成安装定义

         线束上的散热器进水传感器插接器，与散热器上水管的传感器相连。

         线束上的散热器出水传感器插接器，与散热器下水管的传感器相连。

     注意：传感器与线束对插时，须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

(5) 中冷器风扇与传感器线束

     a. 风扇顺序：线束上的风扇1#插接器，与中冷器进气口的风扇连接,

                        然后依次连接。 

产品调试及检查步骤篇

     1. 系统初步检查

    确认整车线路连接无误后，打开电源总开关，钥匙旋转，ATS则处于

待机状态，进行“三检制”： 

(1) 检查ECU：三个显示灯应全亮（红、黄、绿灯，由右向左看）。

(2) 检查显示模块：液晶屏上应先显示“88 ”，之后显示当前传感器测得

的温度 。

(3) 检查风扇：（不要启动发动机，必须时断开ECU信号线）按下ECU正

                       面的红色自检按钮，系统按顺序依次启动风扇，由电动

                       机风扇、散热器风扇、中冷器风扇，每个风扇转动10秒

                       钟。 

注意：如果实际情况与上述不符，说明系统可能存在异常，请依据检查                     

          排除方法处理。 

                

                  有刷ECU                                                无刷ECU

异常现象及检查排除篇

     1. 显示异常

    液晶屏

(1) 显示模块显示“EE ”时，则说明其中一路传感器连接有问题，检查

     传感器连接线束及接插件，如果接插件没问题，很可能对应传感器故

     障。

(2) 液晶屏偶尔出现“EE ”或“00 ”，原因一般是插件接触不良，更换

     插件或用酒精清洗插件即可。 

液晶三段屏

 

液晶四段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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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高温“开锅”

    发动机工作时，水温报警。则必须立即靠边停车检查，流程如下（先

排除水路堵塞及节温器打不开等故障）： 

(1) 发动机工作时，仪表台上“不充电指示灯”是否亮？如亮，则应检

     查是否需要更换发电机。 

(2) 临时启动发动机，ECU的发电机信号灯是否亮？如不亮，则应检查

     发电机信号线是否断开。

(3) ECU三个指示灯是否全亮？有任一灯不亮，须更换ECU。

(4) 关闭发动机，按一下ECU自检按钮（ECU灯全亮时），观察风扇是

     否能自检运行？如不能，则检查对应风扇的保险是否正常。

     4.ATS系统日常维护

(1) 不定期检查散热器、中冷器外观，管路有无损伤泄漏、散热带有无倒

     伏？（泄漏需修补、倒伏需手工拔正）。 

(2) 换热器芯部有积尘或柳絮、树叶等杂物，需用高压气吹除，须防止

     散热 带倒伏；不建议用水冲洗。 

(3) 车辆焊接作业前，必须断开ECU，完成焊接作业后再复原。 

(4) 本系统所采用的插件均为防水插件，ECU也具有一定的防水防尘功

     能，但并非完全防水。因此日常维护或行驶中，须防止被水浸到而

     产生电路短路故障。 

     

     5. 关于ATS应急插件的使用方法（冷却系统出现高温，且暂时不便判断

是否是冷却系统故障时，使用此插件） 

(1) 车辆熄火，关闭电源总开关。 

(2) 无刷系统 将ATS线束上的“回家模式”插件拔下。

     有刷系统 将ATS线束与ECU相连接的所有航空插接器旋下，然后将应

     急插件（二个）分别与线束的二个对应端（有方向，不会插错）旋紧

     即可。 

(3) 打开电源总开火，车辆重新启动即可使用。 

(4) ATS系统在返厂检修完毕后，无刷系统的“回家模式”接插件可重新

     连接。有刷系统的可以取下可随车携带。 

注意：此时冷却系统的散热能力，约为常规状态下的一半左右，车辆只

          要车速不太高，水温不超温情况下，即可应急运行。

     6. 系统工作流程

 

 

     2. 风扇常转

(1) 个别或全部风扇在发动机停机仍常转，是ECU启动“回家模式”， 

     需更换ECU（仅个别常转时，可暂不处理）。 

(2) 显示是否正常？是否已达到工作温度？是否有故障码？

     附注：ATS系统传感器故障码有：EE、C7、85、00、99。相应故障现

     象和处理方法见下表：

(3) 查故障风扇线束端信号线（紫色线）是否与电源线（红色线）短路。

     2. ATS系统测试

    发动机启动后，ECU上的蓝色工作指示灯开始点亮（表示ATS系统处

于正常待机状态）。同时显示模块应显示正常。 

(1) 如果是当天第一次启动，则温度显示基本一致，且接近环境温度。 

(2) 发动机怠速时，中冷器温度显示一般在43℃以下，散热器出水温度

     显示一般在83℃以下。 

(3) 中冷器温度达到40~45℃、发动机水温达到 85~90℃时（具体启动

     温度因发动机而异），ECU开始控制风扇工作。在风扇启动后，显示

     模块上温度将稳定在一定范围。

 

  

  液晶三段屏                                     液晶四段屏

           

    有刷系统的接口采用四个航插，一个四针航插，一个五针航插，两个

八针航插。航插有“防呆”设计，不会出现插反情况。在连接时螺纹要拧

紧，防止由于松散导致接触不良，插拔时卡扣要对准。

     正确操作如下图所示：

     a. 线束母端航插和ECU公端航插卡扣端一致；

 

   
     b. 如下图红框内，保证公母插件插接良好，螺纹要拧紧，不能松。

 

     2. 需注意事项

(1) 装用铝制散热器时，必须采用铝制散热器专用冷却液（P值：7.0~9.0 )，

     否则不予保修。 

(2) ECU处于通电状态、且发电机工作状态时，切勿断开电源总开关。 

(3) ECU不可处于50W以上的电磁环境之中。

(4) 线束捆扎应可靠，防止与其它件磨蹭破损。

(5) 中冷器传感器确认在中冷器的出口端（不符时，客户可自行调整）。

(6) 必须按线束所示线序进行联接、不得擅自更改线束。 

(7) 底盘临时启动移车时，需保证系统接入完整，搭铁可靠。并需充分保

     证露天时的防雨水侵害。 

(8) 加注冷却液时，必须打开水暖及除霜器放气阀，彻底放尽系统内空气。

(9) 需注意防止车身焊接时的火花，溅到换热器芯部，造成损坏报废。

(10) 对于无刷风机，其ECU控制程序中设定了“反转除尘”功能。在ATS  

       上电时，无刷风机会反转一段时间，需特别注意，以防发生危险！

     b.有刷系统

  

         风扇线束                 中冷出气口                散热器进水口             散热器出水口
                                   (发动机进气口端)         (发动机出水口端)       (发动机进水口端) 

 

ECU电源/辅电源/电机电源必须接在同一点上
 

接发电机W端，若无则接在24V端

(8) 接插件说明

     无刷系统的接插件采用34 Pin一体式焊接防水插件，阻燃等级：

UL94V0。接插件有“防呆”设计，不会出现插反情况。因为接插件设

计精密，所以接插件插接比较紧，插拔需要一定的技巧，请勿暴力操

作；正确操作如下图所示：

     a. 线束34针母插件和ECU34针公插件卡扣端一致向上。

 

     b. 如下图黄框内，保证公母接插件插接良好，卡扣必须完全被卡住。

 

     c. 拆解一只手扶住ECU，另一只手拇指按下卡簧，保证卡扣弹出卡

         框，同时向外直拉线束，直至线束与ECU脱离。

         注意：切勿用力猛拉，猛拽，左右拉拽，以免破坏插件及端子。

 

     3. 除气软管的布置原则

    发动机及散热器（上水管路的最高点，高于发动机及水箱时，管路最

高点应增设排气管）的放气软管，应连续上升的连接在膨胀水箱的上部，

以使其充分放气，膨胀水箱位置需高于散热器上水室。

 

 

(2) 排风：ATS的换热器不允许存在背压过高的情况。请务必做好“热风

     回流”措施。风扇后端20cm内不得有障碍物，防止风扇背压升高影

     响散热。

(3) 密封：可以采用“车身密封法”。散热器芯部周围设计封板，完全密     

     封换热器与车身之间，保证换热器进风良好，仓门格栅的进风面积不

     小于换热器的正面积（极限状态下，不小于90%）。

     参照照片如下：

 

              吸风式布置密封                             吹风式布置密封

☆ 典型ATS换热器密封方式：封板与车身不得存在间隙，以防止漏风，

产生热风回流现象。           

     “舱门密封法”（全承载式车身使用）：密封圈布置在舱门内板上。

参考照片如下：

  

     3.注意事项

      三元催化器、消声器、排气管路建议石棉层隔热措施，保护邻近

的风扇和降低机仓温度。

(2) 下托架的安装：将下托架安装于车身骨架上（有长孔侧在上），具体

位置高度根据客户具体位置所定，建议用焊接方式，焊接必须牢固可

靠，以承受散热器的重量。托架必需在同一根车身大梁上，以防止振幅

不同导致水箱受力不均而漏水。示意如下图：

 

     2. 整车舱门“三风”检查（进风检查、排风检查、密封检查）

(1) 进风：车身侧仓门进风格栅，格栅通道的实际净面积不小于散热器

     正面积（极限状态下，不小于90%）。如下列形式：

     a. 百页窗型式：建议采用竖百页（页片外侧不要折边，以免影响通

        道面积）或网式蜂窝状格栅、前向逆风式（使车辆前行时产生进

        风正压力）。

 

         b. 蜂窝板、丝网板型式：建议采用非平面型的“矩形波断面”。

                      蜂窝板                                          丝网板

上图标准悬置装配示意图

     b. 中冷传感器安装定义

         线束上的“中冷器出气传感器”用“插接器”与“中冷器出气口

         传感器”相连。 

     注意：传感器与线束对插时，须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

(6) 显示模块的连接

     显示模块固定到仪表台孔内。显示线束预先从仪表台引到电器仓内，

与主线束的显示线插接器连接。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线束捆扎牢固。

(7) 线束说明 

     a. 无刷系统

 
 

    水箱进水传感器         水箱出水传感器           中冷器传感器              电机传感器            
      

      风机线束                                    ECU电源/风机电源

 

接发电机W端，若无则接在24V端

 机械部分布置篇

     1. 悬置支架及悬置软垫的安装检查

(1) 悬置L支架的固定螺栓确认拧紧，减震软垫装配到位；

        

  

水、气管路布置篇

     1. 水、气金属管路设计布置原则

    离散热器、中冷器的上管口最近的水、气钢管，必须固定在车身静止件

上 ；杜绝由于发动机振动，通过水、气钢管，传到换热器上而引起不必

要的损坏。

     2. 水、气橡胶管路设计布置原则

    水路胶管：发动机与散热器之间，至少应设计两个90°弯胶管，且胶管

的二段与发动机轴线呈水平平行状态，以将发动机的摆振通过两个弯胶管

的自身特性，进行振动的衰减，保证换热器不受发动机摆振的影响。

 

 

电器系统布置篇 

     1. 安装要求

(1) ECU安装环境要求：安装在隔热、防水、通风、防腐的电器仓内，

     环境温度不超过60度。 

(2) ECU安装注意事项： 

     a. 接ECU线束之前，必须断总电源。 

     b. 每条线束均有明确的中文标签，按指示进行联接。 

     c. 整车电焊作业前，需断开整车总电源、拔下线束航插。 

(3) ECU主线束安装： 

     主线束航空插件与ECU总成连接（包括两个小型航空插件），并旋紧。

     电源线：所有电源线鼻子，必须集中接在电源总开关的“—”端。 

     接地线：所有接地线鼻子，必须独立于其它系统、集中接地。

(4) 散热器风扇与传感器线束 

     a. 风扇顺序：线束上的风扇1#插接器，与散热器进水管的风扇相连,         

                        然后依次水平连接风扇2、3、4、…（出口水风扇）。 

     b. 散热器传感器总成安装定义

         线束上的散热器进水传感器插接器，与散热器上水管的传感器相连。

         线束上的散热器出水传感器插接器，与散热器下水管的传感器相连。

     注意：传感器与线束对插时，须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

(5) 中冷器风扇与传感器线束

     a. 风扇顺序：线束上的风扇1#插接器，与中冷器进气口的风扇连接,

                        然后依次连接。 

产品调试及检查步骤篇

     1. 系统初步检查

    确认整车线路连接无误后，打开电源总开关，钥匙旋转，ATS则处于

待机状态，进行“三检制”： 

(1) 检查ECU：三个显示灯应全亮（红、黄、绿灯，由右向左看）。

(2) 检查显示模块：液晶屏上应先显示“88 ”，之后显示当前传感器测得

的温度 。

(3) 检查风扇：（不要启动发动机，必须时断开ECU信号线）按下ECU正

                       面的红色自检按钮，系统按顺序依次启动风扇，由电动

                       机风扇、散热器风扇、中冷器风扇，每个风扇转动10秒

                       钟。 

注意：如果实际情况与上述不符，说明系统可能存在异常，请依据检查                     

          排除方法处理。 

                

                  有刷ECU                                                无刷ECU

异常现象及检查排除篇

     1. 显示异常

    液晶屏

(1) 显示模块显示“EE ”时，则说明其中一路传感器连接有问题，检查

     传感器连接线束及接插件，如果接插件没问题，很可能对应传感器故

     障。

(2) 液晶屏偶尔出现“EE ”或“00 ”，原因一般是插件接触不良，更换

     插件或用酒精清洗插件即可。 

液晶三段屏

 

液晶四段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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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高温“开锅”

    发动机工作时，水温报警。则必须立即靠边停车检查，流程如下（先

排除水路堵塞及节温器打不开等故障）： 

(1) 发动机工作时，仪表台上“不充电指示灯”是否亮？如亮，则应检

     查是否需要更换发电机。 

(2) 临时启动发动机，ECU的发电机信号灯是否亮？如不亮，则应检查

     发电机信号线是否断开。

(3) ECU三个指示灯是否全亮？有任一灯不亮，须更换ECU。

(4) 关闭发动机，按一下ECU自检按钮（ECU灯全亮时），观察风扇是

     否能自检运行？如不能，则检查对应风扇的保险是否正常。

     4.ATS系统日常维护

(1) 不定期检查散热器、中冷器外观，管路有无损伤泄漏、散热带有无倒

     伏？（泄漏需修补、倒伏需手工拔正）。 

(2) 换热器芯部有积尘或柳絮、树叶等杂物，需用高压气吹除，须防止

     散热 带倒伏；不建议用水冲洗。 

(3) 车辆焊接作业前，必须断开ECU，完成焊接作业后再复原。 

(4) 本系统所采用的插件均为防水插件，ECU也具有一定的防水防尘功

     能，但并非完全防水。因此日常维护或行驶中，须防止被水浸到而

     产生电路短路故障。 

     

     5. 关于ATS应急插件的使用方法（冷却系统出现高温，且暂时不便判断

是否是冷却系统故障时，使用此插件） 

(1) 车辆熄火，关闭电源总开关。 

(2) 无刷系统 将ATS线束上的“回家模式”插件拔下。

     有刷系统 将ATS线束与ECU相连接的所有航空插接器旋下，然后将应

     急插件（二个）分别与线束的二个对应端（有方向，不会插错）旋紧

     即可。 

(3) 打开电源总开火，车辆重新启动即可使用。 

(4) ATS系统在返厂检修完毕后，无刷系统的“回家模式”接插件可重新

     连接。有刷系统的可以取下可随车携带。 

注意：此时冷却系统的散热能力，约为常规状态下的一半左右，车辆只

          要车速不太高，水温不超温情况下，即可应急运行。

     6. 系统工作流程

 

 

     2. 风扇常转

(1) 个别或全部风扇在发动机停机仍常转，是ECU启动“回家模式”， 

     需更换ECU（仅个别常转时，可暂不处理）。 

(2) 显示是否正常？是否已达到工作温度？是否有故障码？

     附注：ATS系统传感器故障码有：EE、C7、85、00、99。相应故障现

     象和处理方法见下表：

(3) 查故障风扇线束端信号线（紫色线）是否与电源线（红色线）短路。

     2. ATS系统测试

    发动机启动后，ECU上的蓝色工作指示灯开始点亮（表示ATS系统处

于正常待机状态）。同时显示模块应显示正常。 

(1) 如果是当天第一次启动，则温度显示基本一致，且接近环境温度。 

(2) 发动机怠速时，中冷器温度显示一般在43℃以下，散热器出水温度

     显示一般在83℃以下。 

(3) 中冷器温度达到40~45℃、发动机水温达到 85~90℃时（具体启动

     温度因发动机而异），ECU开始控制风扇工作。在风扇启动后，显示

     模块上温度将稳定在一定范围。

 

  

  液晶三段屏                                     液晶四段屏

           

    有刷系统的接口采用四个航插，一个四针航插，一个五针航插，两个

八针航插。航插有“防呆”设计，不会出现插反情况。在连接时螺纹要拧

紧，防止由于松散导致接触不良，插拔时卡扣要对准。

     正确操作如下图所示：

     a. 线束母端航插和ECU公端航插卡扣端一致；

 

   
     b. 如下图红框内，保证公母插件插接良好，螺纹要拧紧，不能松。

 

     2. 需注意事项

(1) 装用铝制散热器时，必须采用铝制散热器专用冷却液（P值：7.0~9.0 )，

     否则不予保修。 

(2) ECU处于通电状态、且发电机工作状态时，切勿断开电源总开关。 

(3) ECU不可处于50W以上的电磁环境之中。

(4) 线束捆扎应可靠，防止与其它件磨蹭破损。

(5) 中冷器传感器确认在中冷器的出口端（不符时，客户可自行调整）。

(6) 必须按线束所示线序进行联接、不得擅自更改线束。 

(7) 底盘临时启动移车时，需保证系统接入完整，搭铁可靠。并需充分保

     证露天时的防雨水侵害。 

(8) 加注冷却液时，必须打开水暖及除霜器放气阀，彻底放尽系统内空气。

(9) 需注意防止车身焊接时的火花，溅到换热器芯部，造成损坏报废。

(10) 对于无刷风机，其ECU控制程序中设定了“反转除尘”功能。在ATS  

       上电时，无刷风机会反转一段时间，需特别注意，以防发生危险！

     b.有刷系统

  

         风扇线束                 中冷出气口                散热器进水口             散热器出水口
                                   (发动机进气口端)         (发动机出水口端)       (发动机进水口端) 

 

ECU电源/辅电源/电机电源必须接在同一点上
 

接发电机W端，若无则接在24V端

(8) 接插件说明

     无刷系统的接插件采用34 Pin一体式焊接防水插件，阻燃等级：

UL94V0。接插件有“防呆”设计，不会出现插反情况。因为接插件设

计精密，所以接插件插接比较紧，插拔需要一定的技巧，请勿暴力操

作；正确操作如下图所示：

     a. 线束34针母插件和ECU34针公插件卡扣端一致向上。

 

     b. 如下图黄框内，保证公母接插件插接良好，卡扣必须完全被卡住。

 

     c. 拆解一只手扶住ECU，另一只手拇指按下卡簧，保证卡扣弹出卡

         框，同时向外直拉线束，直至线束与ECU脱离。

         注意：切勿用力猛拉，猛拽，左右拉拽，以免破坏插件及端子。

 

     3. 除气软管的布置原则

    发动机及散热器（上水管路的最高点，高于发动机及水箱时，管路最

高点应增设排气管）的放气软管，应连续上升的连接在膨胀水箱的上部，

以使其充分放气，膨胀水箱位置需高于散热器上水室。

 

 
除气接头软管

(2) 排风：ATS的换热器不允许存在背压过高的情况。请务必做好“热风

     回流”措施。风扇后端20cm内不得有障碍物，防止风扇背压升高影

     响散热。

(3) 密封：可以采用“车身密封法”。散热器芯部周围设计封板，完全密     

     封换热器与车身之间，保证换热器进风良好，仓门格栅的进风面积不

     小于换热器的正面积（极限状态下，不小于90%）。

     参照照片如下：

 

              吸风式布置密封                             吹风式布置密封

☆ 典型ATS换热器密封方式：封板与车身不得存在间隙，以防止漏风，

产生热风回流现象。           

     “舱门密封法”（全承载式车身使用）：密封圈布置在舱门内板上。

参考照片如下：

  

     3.注意事项

      三元催化器、消声器、排气管路建议石棉层隔热措施，保护邻近

的风扇和降低机仓温度。

固定在车架上

(2) 下托架的安装：将下托架安装于车身骨架上（有长孔侧在上），具体

位置高度根据客户具体位置所定，建议用焊接方式，焊接必须牢固可

靠，以承受散热器的重量。托架必需在同一根车身大梁上，以防止振幅

不同导致水箱受力不均而漏水。示意如下图：

 

     2. 整车舱门“三风”检查（进风检查、排风检查、密封检查）

(1) 进风：车身侧仓门进风格栅，格栅通道的实际净面积不小于散热器

     正面积（极限状态下，不小于90%）。如下列形式：

     a. 百页窗型式：建议采用竖百页（页片外侧不要折边，以免影响通

        道面积）或网式蜂窝状格栅、前向逆风式（使车辆前行时产生进

        风正压力）。

 

         b. 蜂窝板、丝网板型式：建议采用非平面型的“矩形波断面”。

                      蜂窝板                                          丝网板

上图标准悬置装配示意图

     b. 中冷传感器安装定义

         线束上的“中冷器出气传感器”用“插接器”与“中冷器出气口

         传感器”相连。 

     注意：传感器与线束对插时，须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

(6) 显示模块的连接

     显示模块固定到仪表台孔内。显示线束预先从仪表台引到电器仓内，

与主线束的显示线插接器连接。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线束捆扎牢固。

(7) 线束说明 

     a. 无刷系统

 
 

    水箱进水传感器         水箱出水传感器           中冷器传感器              电机传感器            
      

      风机线束                                    ECU电源/风机电源

 

接发电机W端，若无则接在24V端

 机械部分布置篇

     1. 悬置支架及悬置软垫的安装检查

(1) 悬置L支架的固定螺栓确认拧紧，减震软垫装配到位；

        

  

水、气管路布置篇

     1. 水、气金属管路设计布置原则

    离散热器、中冷器的上管口最近的水、气钢管，必须固定在车身静止件

上 ；杜绝由于发动机振动，通过水、气钢管，传到换热器上而引起不必

要的损坏。

     2. 水、气橡胶管路设计布置原则

    水路胶管：发动机与散热器之间，至少应设计两个90°弯胶管，且胶管

的二段与发动机轴线呈水平平行状态，以将发动机的摆振通过两个弯胶管

的自身特性，进行振动的衰减，保证换热器不受发动机摆振的影响。

 

 

电器系统布置篇 

     1. 安装要求

(1) ECU安装环境要求：安装在隔热、防水、通风、防腐的电器仓内，

     环境温度不超过60度。 

(2) ECU安装注意事项： 

     a. 接ECU线束之前，必须断总电源。 

     b. 每条线束均有明确的中文标签，按指示进行联接。 

     c. 整车电焊作业前，需断开整车总电源、拔下线束航插。 

(3) ECU主线束安装： 

     主线束航空插件与ECU总成连接（包括两个小型航空插件），并旋紧。

     电源线：所有电源线鼻子，必须集中接在电源总开关的“—”端。 

     接地线：所有接地线鼻子，必须独立于其它系统、集中接地。

(4) 散热器风扇与传感器线束 

     a. 风扇顺序：线束上的风扇1#插接器，与散热器进水管的风扇相连,         

                        然后依次水平连接风扇2、3、4、…（出口水风扇）。 

     b. 散热器传感器总成安装定义

         线束上的散热器进水传感器插接器，与散热器上水管的传感器相连。

         线束上的散热器出水传感器插接器，与散热器下水管的传感器相连。

     注意：传感器与线束对插时，须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

(5) 中冷器风扇与传感器线束

     a. 风扇顺序：线束上的风扇1#插接器，与中冷器进气口的风扇连接,

                        然后依次连接。 

产品调试及检查步骤篇

     1. 系统初步检查

    确认整车线路连接无误后，打开电源总开关，钥匙旋转，ATS则处于

待机状态，进行“三检制”： 

(1) 检查ECU：三个显示灯应全亮（红、黄、绿灯，由右向左看）。

(2) 检查显示模块：液晶屏上应先显示“88 ”，之后显示当前传感器测得

的温度 。

(3) 检查风扇：（不要启动发动机，必须时断开ECU信号线）按下ECU正

                       面的红色自检按钮，系统按顺序依次启动风扇，由电动

                       机风扇、散热器风扇、中冷器风扇，每个风扇转动10秒

                       钟。 

注意：如果实际情况与上述不符，说明系统可能存在异常，请依据检查                     

          排除方法处理。 

                

                  有刷ECU                                                无刷ECU

异常现象及检查排除篇

     1. 显示异常

    液晶屏

(1) 显示模块显示“EE ”时，则说明其中一路传感器连接有问题，检查

     传感器连接线束及接插件，如果接插件没问题，很可能对应传感器故

     障。

(2) 液晶屏偶尔出现“EE ”或“00 ”，原因一般是插件接触不良，更换

     插件或用酒精清洗插件即可。 

液晶三段屏

 

液晶四段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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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高温“开锅”

    发动机工作时，水温报警。则必须立即靠边停车检查，流程如下（先

排除水路堵塞及节温器打不开等故障）： 

(1) 发动机工作时，仪表台上“不充电指示灯”是否亮？如亮，则应检

     查是否需要更换发电机。 

(2) 临时启动发动机，ECU的发电机信号灯是否亮？如不亮，则应检查

     发电机信号线是否断开。

(3) ECU三个指示灯是否全亮？有任一灯不亮，须更换ECU。

(4) 关闭发动机，按一下ECU自检按钮（ECU灯全亮时），观察风扇是

     否能自检运行？如不能，则检查对应风扇的保险是否正常。

     4.ATS系统日常维护

(1) 不定期检查散热器、中冷器外观，管路有无损伤泄漏、散热带有无倒

     伏？（泄漏需修补、倒伏需手工拔正）。 

(2) 换热器芯部有积尘或柳絮、树叶等杂物，需用高压气吹除，须防止

     散热 带倒伏；不建议用水冲洗。 

(3) 车辆焊接作业前，必须断开ECU，完成焊接作业后再复原。 

(4) 本系统所采用的插件均为防水插件，ECU也具有一定的防水防尘功

     能，但并非完全防水。因此日常维护或行驶中，须防止被水浸到而

     产生电路短路故障。 

     

     5. 关于ATS应急插件的使用方法（冷却系统出现高温，且暂时不便判断

是否是冷却系统故障时，使用此插件） 

(1) 车辆熄火，关闭电源总开关。 

(2) 无刷系统 将ATS线束上的“回家模式”插件拔下。

     有刷系统 将ATS线束与ECU相连接的所有航空插接器旋下，然后将应

     急插件（二个）分别与线束的二个对应端（有方向，不会插错）旋紧

     即可。 

(3) 打开电源总开火，车辆重新启动即可使用。 

(4) ATS系统在返厂检修完毕后，无刷系统的“回家模式”接插件可重新

     连接。有刷系统的可以取下可随车携带。 

注意：此时冷却系统的散热能力，约为常规状态下的一半左右，车辆只

          要车速不太高，水温不超温情况下，即可应急运行。

     6. 系统工作流程

 

 

     2. 风扇常转

(1) 个别或全部风扇在发动机停机仍常转，是ECU启动“回家模式”， 

     需更换ECU（仅个别常转时，可暂不处理）。 

(2) 显示是否正常？是否已达到工作温度？是否有故障码？

     附注：ATS系统传感器故障码有：EE、C7、85、00、99。相应故障现

     象和处理方法见下表：

(3) 查故障风扇线束端信号线（紫色线）是否与电源线（红色线）短路。

     2. ATS系统测试

    发动机启动后，ECU上的蓝色工作指示灯开始点亮（表示ATS系统处

于正常待机状态）。同时显示模块应显示正常。 

(1) 如果是当天第一次启动，则温度显示基本一致，且接近环境温度。 

(2) 发动机怠速时，中冷器温度显示一般在43℃以下，散热器出水温度

     显示一般在83℃以下。 

(3) 中冷器温度达到40~45℃、发动机水温达到 85~90℃时（具体启动

     温度因发动机而异），ECU开始控制风扇工作。在风扇启动后，显示

     模块上温度将稳定在一定范围。

 

  

  液晶三段屏                                     液晶四段屏

           

    有刷系统的接口采用四个航插，一个四针航插，一个五针航插，两个

八针航插。航插有“防呆”设计，不会出现插反情况。在连接时螺纹要拧

紧，防止由于松散导致接触不良，插拔时卡扣要对准。

     正确操作如下图所示：

     a. 线束母端航插和ECU公端航插卡扣端一致；

 

   
     b. 如下图红框内，保证公母插件插接良好，螺纹要拧紧，不能松。

 

     2. 需注意事项

(1) 装用铝制散热器时，必须采用铝制散热器专用冷却液（P值：7.0~9.0 )，

     否则不予保修。 

(2) ECU处于通电状态、且发电机工作状态时，切勿断开电源总开关。 

(3) ECU不可处于50W以上的电磁环境之中。

(4) 线束捆扎应可靠，防止与其它件磨蹭破损。

(5) 中冷器传感器确认在中冷器的出口端（不符时，客户可自行调整）。

(6) 必须按线束所示线序进行联接、不得擅自更改线束。 

(7) 底盘临时启动移车时，需保证系统接入完整，搭铁可靠。并需充分保

     证露天时的防雨水侵害。 

(8) 加注冷却液时，必须打开水暖及除霜器放气阀，彻底放尽系统内空气。

(9) 需注意防止车身焊接时的火花，溅到换热器芯部，造成损坏报废。

(10) 对于无刷风机，其ECU控制程序中设定了“反转除尘”功能。在ATS  

       上电时，无刷风机会反转一段时间，需特别注意，以防发生危险！

     b.有刷系统

  

         风扇线束                 中冷出气口                散热器进水口             散热器出水口
                                   (发动机进气口端)         (发动机出水口端)       (发动机进水口端) 

 

ECU电源/辅电源/电机电源必须接在同一点上
 

接发电机W端，若无则接在24V端

(8) 接插件说明

     无刷系统的接插件采用34 Pin一体式焊接防水插件，阻燃等级：

UL94V0。接插件有“防呆”设计，不会出现插反情况。因为接插件设

计精密，所以接插件插接比较紧，插拔需要一定的技巧，请勿暴力操

作；正确操作如下图所示：

     a. 线束34针母插件和ECU34针公插件卡扣端一致向上。

 

     b. 如下图黄框内，保证公母接插件插接良好，卡扣必须完全被卡住。

 

     c. 拆解一只手扶住ECU，另一只手拇指按下卡簧，保证卡扣弹出卡

         框，同时向外直拉线束，直至线束与ECU脱离。

         注意：切勿用力猛拉，猛拽，左右拉拽，以免破坏插件及端子。

 

     3. 除气软管的布置原则

    发动机及散热器（上水管路的最高点，高于发动机及水箱时，管路最

高点应增设排气管）的放气软管，应连续上升的连接在膨胀水箱的上部，

以使其充分放气，膨胀水箱位置需高于散热器上水室。

 

 

(2) 排风：ATS的换热器不允许存在背压过高的情况。请务必做好“热风

     回流”措施。风扇后端20cm内不得有障碍物，防止风扇背压升高影

     响散热。

(3) 密封：可以采用“车身密封法”。散热器芯部周围设计封板，完全密     

     封换热器与车身之间，保证换热器进风良好，仓门格栅的进风面积不

     小于换热器的正面积（极限状态下，不小于90%）。

     参照照片如下：

 

              吸风式布置密封                             吹风式布置密封

☆ 典型ATS换热器密封方式：封板与车身不得存在间隙，以防止漏风，

产生热风回流现象。           

     “舱门密封法”（全承载式车身使用）：密封圈布置在舱门内板上。

参考照片如下：

  

     3.注意事项

      三元催化器、消声器、排气管路建议石棉层隔热措施，保护邻近

的风扇和降低机仓温度。

(2) 下托架的安装：将下托架安装于车身骨架上（有长孔侧在上），具体

位置高度根据客户具体位置所定，建议用焊接方式，焊接必须牢固可

靠，以承受散热器的重量。托架必需在同一根车身大梁上，以防止振幅

不同导致水箱受力不均而漏水。示意如下图：

 

     2. 整车舱门“三风”检查（进风检查、排风检查、密封检查）

(1) 进风：车身侧仓门进风格栅，格栅通道的实际净面积不小于散热器

     正面积（极限状态下，不小于90%）。如下列形式：

     a. 百页窗型式：建议采用竖百页（页片外侧不要折边，以免影响通

        道面积）或网式蜂窝状格栅、前向逆风式（使车辆前行时产生进

        风正压力）。

 

         b. 蜂窝板、丝网板型式：建议采用非平面型的“矩形波断面”。

                      蜂窝板                                          丝网板

上图标准悬置装配示意图

     b. 中冷传感器安装定义

         线束上的“中冷器出气传感器”用“插接器”与“中冷器出气口

         传感器”相连。 

     注意：传感器与线束对插时，须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

(6) 显示模块的连接

     显示模块固定到仪表台孔内。显示线束预先从仪表台引到电器仓内，

与主线束的显示线插接器连接。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线束捆扎牢固。

(7) 线束说明 

     a. 无刷系统

 
 

    水箱进水传感器         水箱出水传感器           中冷器传感器              电机传感器            
      

      风机线束                                    ECU电源/风机电源

 

接发电机W端，若无则接在24V端

 机械部分布置篇

     1. 悬置支架及悬置软垫的安装检查

(1) 悬置L支架的固定螺栓确认拧紧，减震软垫装配到位；

        

  

水、气管路布置篇

     1. 水、气金属管路设计布置原则

    离散热器、中冷器的上管口最近的水、气钢管，必须固定在车身静止件

上 ；杜绝由于发动机振动，通过水、气钢管，传到换热器上而引起不必

要的损坏。

     2. 水、气橡胶管路设计布置原则

    水路胶管：发动机与散热器之间，至少应设计两个90°弯胶管，且胶管

的二段与发动机轴线呈水平平行状态，以将发动机的摆振通过两个弯胶管

的自身特性，进行振动的衰减，保证换热器不受发动机摆振的影响。

 

 

电器系统布置篇 

     1. 安装要求

(1) ECU安装环境要求：安装在隔热、防水、通风、防腐的电器仓内，

     环境温度不超过60度。 

(2) ECU安装注意事项： 

     a. 接ECU线束之前，必须断总电源。 

     b. 每条线束均有明确的中文标签，按指示进行联接。 

     c. 整车电焊作业前，需断开整车总电源、拔下线束航插。 

(3) ECU主线束安装： 

     主线束航空插件与ECU总成连接（包括两个小型航空插件），并旋紧。

     电源线：所有电源线鼻子，必须集中接在电源总开关的“—”端。 

     接地线：所有接地线鼻子，必须独立于其它系统、集中接地。

(4) 散热器风扇与传感器线束 

     a. 风扇顺序：线束上的风扇1#插接器，与散热器进水管的风扇相连,         

                        然后依次水平连接风扇2、3、4、…（出口水风扇）。 

     b. 散热器传感器总成安装定义

         线束上的散热器进水传感器插接器，与散热器上水管的传感器相连。

         线束上的散热器出水传感器插接器，与散热器下水管的传感器相连。

     注意：传感器与线束对插时，须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

(5) 中冷器风扇与传感器线束

     a. 风扇顺序：线束上的风扇1#插接器，与中冷器进气口的风扇连接,

                        然后依次连接。 

产品调试及检查步骤篇

     1. 系统初步检查

    确认整车线路连接无误后，打开电源总开关，钥匙旋转，ATS则处于

待机状态，进行“三检制”： 

(1) 检查ECU：三个显示灯应全亮（红、黄、绿灯，由右向左看）。

(2) 检查显示模块：液晶屏上应先显示“88 ”，之后显示当前传感器测得

的温度 。

(3) 检查风扇：（不要启动发动机，必须时断开ECU信号线）按下ECU正

                       面的红色自检按钮，系统按顺序依次启动风扇，由电动

                       机风扇、散热器风扇、中冷器风扇，每个风扇转动10秒

                       钟。 

注意：如果实际情况与上述不符，说明系统可能存在异常，请依据检查                     

          排除方法处理。 

                

                  有刷ECU                                                无刷ECU

异常现象及检查排除篇

     1. 显示异常

    液晶屏

(1) 显示模块显示“EE ”时，则说明其中一路传感器连接有问题，检查

     传感器连接线束及接插件，如果接插件没问题，很可能对应传感器故

     障。

(2) 液晶屏偶尔出现“EE ”或“00 ”，原因一般是插件接触不良，更换

     插件或用酒精清洗插件即可。 

液晶三段屏

 

液晶四段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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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高温“开锅”

    发动机工作时，水温报警。则必须立即靠边停车检查，流程如下（先

排除水路堵塞及节温器打不开等故障）： 

(1) 发动机工作时，仪表台上“不充电指示灯”是否亮？如亮，则应检

     查是否需要更换发电机。 

(2) 临时启动发动机，ECU的发电机信号灯是否亮？如不亮，则应检查

     发电机信号线是否断开。

(3) ECU三个指示灯是否全亮？有任一灯不亮，须更换ECU。

(4) 关闭发动机，按一下ECU自检按钮（ECU灯全亮时），观察风扇是

     否能自检运行？如不能，则检查对应风扇的保险是否正常。

     4.ATS系统日常维护

(1) 不定期检查散热器、中冷器外观，管路有无损伤泄漏、散热带有无倒

     伏？（泄漏需修补、倒伏需手工拔正）。 

(2) 换热器芯部有积尘或柳絮、树叶等杂物，需用高压气吹除，须防止

     散热 带倒伏；不建议用水冲洗。 

(3) 车辆焊接作业前，必须断开ECU，完成焊接作业后再复原。 

(4) 本系统所采用的插件均为防水插件，ECU也具有一定的防水防尘功

     能，但并非完全防水。因此日常维护或行驶中，须防止被水浸到而

     产生电路短路故障。 

     

     5. 关于ATS应急插件的使用方法（冷却系统出现高温，且暂时不便判断

是否是冷却系统故障时，使用此插件） 

(1) 车辆熄火，关闭电源总开关。 

(2) 无刷系统 将ATS线束上的“回家模式”插件拔下。

     有刷系统 将ATS线束与ECU相连接的所有航空插接器旋下，然后将应

     急插件（二个）分别与线束的二个对应端（有方向，不会插错）旋紧

     即可。 

(3) 打开电源总开火，车辆重新启动即可使用。 

(4) ATS系统在返厂检修完毕后，无刷系统的“回家模式”接插件可重新

     连接。有刷系统的可以取下可随车携带。 

注意：此时冷却系统的散热能力，约为常规状态下的一半左右，车辆只

          要车速不太高，水温不超温情况下，即可应急运行。

     6. 系统工作流程

 

 

     2. 风扇常转

(1) 个别或全部风扇在发动机停机仍常转，是ECU启动“回家模式”， 

     需更换ECU（仅个别常转时，可暂不处理）。 

(2) 显示是否正常？是否已达到工作温度？是否有故障码？

     附注：ATS系统传感器故障码有：EE、C7、85、00、99。相应故障现

     象和处理方法见下表：

(3) 查故障风扇线束端信号线（紫色线）是否与电源线（红色线）短路。

     2. ATS系统测试

    发动机启动后，ECU上的蓝色工作指示灯开始点亮（表示ATS系统处

于正常待机状态）。同时显示模块应显示正常。 

(1) 如果是当天第一次启动，则温度显示基本一致，且接近环境温度。 

(2) 发动机怠速时，中冷器温度显示一般在43℃以下，散热器出水温度

     显示一般在83℃以下。 

(3) 中冷器温度达到40~45℃、发动机水温达到 85~90℃时（具体启动

     温度因发动机而异），ECU开始控制风扇工作。在风扇启动后，显示

     模块上温度将稳定在一定范围。

 

  

  液晶三段屏                                     液晶四段屏

           

    有刷系统的接口采用四个航插，一个四针航插，一个五针航插，两个

八针航插。航插有“防呆”设计，不会出现插反情况。在连接时螺纹要拧

紧，防止由于松散导致接触不良，插拔时卡扣要对准。

     正确操作如下图所示：

     a. 线束母端航插和ECU公端航插卡扣端一致；

 

   
     b. 如下图红框内，保证公母插件插接良好，螺纹要拧紧，不能松。

 

     2. 需注意事项

(1) 装用铝制散热器时，必须采用铝制散热器专用冷却液（P值：7.0~9.0 )，

     否则不予保修。 

(2) ECU处于通电状态、且发电机工作状态时，切勿断开电源总开关。 

(3) ECU不可处于50W以上的电磁环境之中。

(4) 线束捆扎应可靠，防止与其它件磨蹭破损。

(5) 中冷器传感器确认在中冷器的出口端（不符时，客户可自行调整）。

(6) 必须按线束所示线序进行联接、不得擅自更改线束。 

(7) 底盘临时启动移车时，需保证系统接入完整，搭铁可靠。并需充分保

     证露天时的防雨水侵害。 

(8) 加注冷却液时，必须打开水暖及除霜器放气阀，彻底放尽系统内空气。

(9) 需注意防止车身焊接时的火花，溅到换热器芯部，造成损坏报废。

(10) 对于无刷风机，其ECU控制程序中设定了“反转除尘”功能。在ATS  

       上电时，无刷风机会反转一段时间，需特别注意，以防发生危险！

     b.有刷系统

  

         风扇线束                 中冷出气口                散热器进水口             散热器出水口
                                   (发动机进气口端)         (发动机出水口端)       (发动机进水口端) 

 

ECU电源/辅电源/电机电源必须接在同一点上
 

接发电机W端，若无则接在24V端

(8) 接插件说明

     无刷系统的接插件采用34 Pin一体式焊接防水插件，阻燃等级：

UL94V0。接插件有“防呆”设计，不会出现插反情况。因为接插件设

计精密，所以接插件插接比较紧，插拔需要一定的技巧，请勿暴力操

作；正确操作如下图所示：

     a. 线束34针母插件和ECU34针公插件卡扣端一致向上。

 

     b. 如下图黄框内，保证公母接插件插接良好，卡扣必须完全被卡住。

 

     c. 拆解一只手扶住ECU，另一只手拇指按下卡簧，保证卡扣弹出卡

         框，同时向外直拉线束，直至线束与ECU脱离。

         注意：切勿用力猛拉，猛拽，左右拉拽，以免破坏插件及端子。

 

     3. 除气软管的布置原则

    发动机及散热器（上水管路的最高点，高于发动机及水箱时，管路最

高点应增设排气管）的放气软管，应连续上升的连接在膨胀水箱的上部，

以使其充分放气，膨胀水箱位置需高于散热器上水室。

 

 

(2) 排风：ATS的换热器不允许存在背压过高的情况。请务必做好“热风

     回流”措施。风扇后端20cm内不得有障碍物，防止风扇背压升高影

     响散热。

(3) 密封：可以采用“车身密封法”。散热器芯部周围设计封板，完全密     

     封换热器与车身之间，保证换热器进风良好，仓门格栅的进风面积不

     小于换热器的正面积（极限状态下，不小于90%）。

     参照照片如下：

 

              吸风式布置密封                             吹风式布置密封

☆ 典型ATS换热器密封方式：封板与车身不得存在间隙，以防止漏风，

产生热风回流现象。           

     “舱门密封法”（全承载式车身使用）：密封圈布置在舱门内板上。

参考照片如下：

  

     3.注意事项

      三元催化器、消声器、排气管路建议石棉层隔热措施，保护邻近

的风扇和降低机仓温度。

(2) 下托架的安装：将下托架安装于车身骨架上（有长孔侧在上），具体

位置高度根据客户具体位置所定，建议用焊接方式，焊接必须牢固可

靠，以承受散热器的重量。托架必需在同一根车身大梁上，以防止振幅

不同导致水箱受力不均而漏水。示意如下图：

 

     2. 整车舱门“三风”检查（进风检查、排风检查、密封检查）

(1) 进风：车身侧仓门进风格栅，格栅通道的实际净面积不小于散热器

     正面积（极限状态下，不小于90%）。如下列形式：

     a. 百页窗型式：建议采用竖百页（页片外侧不要折边，以免影响通

        道面积）或网式蜂窝状格栅、前向逆风式（使车辆前行时产生进

        风正压力）。

 

         b. 蜂窝板、丝网板型式：建议采用非平面型的“矩形波断面”。

                      蜂窝板                                          丝网板

上图标准悬置装配示意图

     b. 中冷传感器安装定义

         线束上的“中冷器出气传感器”用“插接器”与“中冷器出气口

         传感器”相连。 

     注意：传感器与线束对插时，须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

(6) 显示模块的连接

     显示模块固定到仪表台孔内。显示线束预先从仪表台引到电器仓内，

与主线束的显示线插接器连接。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线束捆扎牢固。

(7) 线束说明 

     a. 无刷系统

 
 

    水箱进水传感器         水箱出水传感器           中冷器传感器              电机传感器            
      

      风机线束                                    ECU电源/风机电源

 

接发电机W端，若无则接在24V端

 机械部分布置篇

     1. 悬置支架及悬置软垫的安装检查

(1) 悬置L支架的固定螺栓确认拧紧，减震软垫装配到位；

        

  

水、气管路布置篇

     1. 水、气金属管路设计布置原则

    离散热器、中冷器的上管口最近的水、气钢管，必须固定在车身静止件

上 ；杜绝由于发动机振动，通过水、气钢管，传到换热器上而引起不必

要的损坏。

     2. 水、气橡胶管路设计布置原则

    水路胶管：发动机与散热器之间，至少应设计两个90°弯胶管，且胶管

的二段与发动机轴线呈水平平行状态，以将发动机的摆振通过两个弯胶管

的自身特性，进行振动的衰减，保证换热器不受发动机摆振的影响。

 

 

电器系统布置篇 

     1. 安装要求

(1) ECU安装环境要求：安装在隔热、防水、通风、防腐的电器仓内，

     环境温度不超过60度。 

(2) ECU安装注意事项： 

     a. 接ECU线束之前，必须断总电源。 

     b. 每条线束均有明确的中文标签，按指示进行联接。 

     c. 整车电焊作业前，需断开整车总电源、拔下线束航插。 

(3) ECU主线束安装： 

     主线束航空插件与ECU总成连接（包括两个小型航空插件），并旋紧。

     电源线：所有电源线鼻子，必须集中接在电源总开关的“—”端。 

     接地线：所有接地线鼻子，必须独立于其它系统、集中接地。

(4) 散热器风扇与传感器线束 

     a. 风扇顺序：线束上的风扇1#插接器，与散热器进水管的风扇相连,         

                        然后依次水平连接风扇2、3、4、…（出口水风扇）。 

     b. 散热器传感器总成安装定义

         线束上的散热器进水传感器插接器，与散热器上水管的传感器相连。

         线束上的散热器出水传感器插接器，与散热器下水管的传感器相连。

     注意：传感器与线束对插时，须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

(5) 中冷器风扇与传感器线束

     a. 风扇顺序：线束上的风扇1#插接器，与中冷器进气口的风扇连接,

                        然后依次连接。 

产品调试及检查步骤篇

     1. 系统初步检查

    确认整车线路连接无误后，打开电源总开关，钥匙旋转，ATS则处于

待机状态，进行“三检制”： 

(1) 检查ECU：三个显示灯应全亮（红、黄、绿灯，由右向左看）。

(2) 检查显示模块：液晶屏上应先显示“88 ”，之后显示当前传感器测得

的温度 。

(3) 检查风扇：（不要启动发动机，必须时断开ECU信号线）按下ECU正

                       面的红色自检按钮，系统按顺序依次启动风扇，由电动

                       机风扇、散热器风扇、中冷器风扇，每个风扇转动10秒

                       钟。 

注意：如果实际情况与上述不符，说明系统可能存在异常，请依据检查                     

          排除方法处理。 

                

                  有刷ECU                                                无刷ECU

异常现象及检查排除篇

     1. 显示异常

    液晶屏

(1) 显示模块显示“EE ”时，则说明其中一路传感器连接有问题，检查

     传感器连接线束及接插件，如果接插件没问题，很可能对应传感器故

     障。

(2) 液晶屏偶尔出现“EE ”或“00 ”，原因一般是插件接触不良，更换

     插件或用酒精清洗插件即可。 

液晶三段屏

 

液晶四段屏



     3. 高温“开锅”

    发动机工作时，水温报警。则必须立即靠边停车检查，流程如下（先

排除水路堵塞及节温器打不开等故障）： 

(1) 发动机工作时，仪表台上“不充电指示灯”是否亮？如亮，则应检

     查是否需要更换发电机。 

(2) 临时启动发动机，ECU的发电机信号灯是否亮？如不亮，则应检查

     发电机信号线是否断开。

(3) ECU三个指示灯是否全亮？有任一灯不亮，须更换ECU。

(4) 关闭发动机，按一下ECU自检按钮（ECU灯全亮时），观察风扇是

     否能自检运行？如不能，则检查对应风扇的保险是否正常。

     4.ATS系统日常维护

(1) 不定期检查散热器、中冷器外观，管路有无损伤泄漏、散热带有无倒

     伏？（泄漏需修补、倒伏需手工拔正）。 

(2) 换热器芯部有积尘或柳絮、树叶等杂物，需用高压气吹除，须防止

     散热 带倒伏；不建议用水冲洗。 

(3) 车辆焊接作业前，必须断开ECU，完成焊接作业后再复原。 

(4) 本系统所采用的插件均为防水插件，ECU也具有一定的防水防尘功

     能，但并非完全防水。因此日常维护或行驶中，须防止被水浸到而

     产生电路短路故障。 

     

     5. 关于ATS应急插件的使用方法（冷却系统出现高温，且暂时不便判断

是否是冷却系统故障时，使用此插件） 

(1) 车辆熄火，关闭电源总开关。 

(2) 无刷系统 将ATS线束上的“回家模式”插件拔下。

     有刷系统 将ATS线束与ECU相连接的所有航空插接器旋下，然后将应

     急插件（二个）分别与线束的二个对应端（有方向，不会插错）旋紧

     即可。 

(3) 打开电源总开火，车辆重新启动即可使用。 

(4) ATS系统在返厂检修完毕后，无刷系统的“回家模式”接插件可重新

     连接。有刷系统的可以取下可随车携带。 

注意：此时冷却系统的散热能力，约为常规状态下的一半左右，车辆只

          要车速不太高，水温不超温情况下，即可应急运行。

     6. 系统工作流程

 

 

     2. 风扇常转

(1) 个别或全部风扇在发动机停机仍常转，是ECU启动“回家模式”， 

     需更换ECU（仅个别常转时，可暂不处理）。 

(2) 显示是否正常？是否已达到工作温度？是否有故障码？

     附注：ATS系统传感器故障码有：EE、C7、85、00、99。相应故障现

     象和处理方法见下表：

(3) 查故障风扇线束端信号线（紫色线）是否与电源线（红色线）短路。

     2. ATS系统测试

    发动机启动后，ECU上的蓝色工作指示灯开始点亮（表示ATS系统处

于正常待机状态）。同时显示模块应显示正常。 

(1) 如果是当天第一次启动，则温度显示基本一致，且接近环境温度。 

(2) 发动机怠速时，中冷器温度显示一般在43℃以下，散热器出水温度

     显示一般在83℃以下。 

(3) 中冷器温度达到40~45℃、发动机水温达到 85~90℃时（具体启动

     温度因发动机而异），ECU开始控制风扇工作。在风扇启动后，显示

     模块上温度将稳定在一定范围。

 

  

  液晶三段屏                                     液晶四段屏

           

- 13 - - 14 -

    有刷系统的接口采用四个航插，一个四针航插，一个五针航插，两个

八针航插。航插有“防呆”设计，不会出现插反情况。在连接时螺纹要拧

紧，防止由于松散导致接触不良，插拔时卡扣要对准。

     正确操作如下图所示：

     a. 线束母端航插和ECU公端航插卡扣端一致；

 

   
     b. 如下图红框内，保证公母插件插接良好，螺纹要拧紧，不能松。

 

     2. 需注意事项

(1) 装用铝制散热器时，必须采用铝制散热器专用冷却液（P值：7.0~9.0 )，

     否则不予保修。 

(2) ECU处于通电状态、且发电机工作状态时，切勿断开电源总开关。 

(3) ECU不可处于50W以上的电磁环境之中。

(4) 线束捆扎应可靠，防止与其它件磨蹭破损。

(5) 中冷器传感器确认在中冷器的出口端（不符时，客户可自行调整）。

(6) 必须按线束所示线序进行联接、不得擅自更改线束。 

(7) 底盘临时启动移车时，需保证系统接入完整，搭铁可靠。并需充分保

     证露天时的防雨水侵害。 

(8) 加注冷却液时，必须打开水暖及除霜器放气阀，彻底放尽系统内空气。

(9) 需注意防止车身焊接时的火花，溅到换热器芯部，造成损坏报废。

(10) 对于无刷风机，其ECU控制程序中设定了“反转除尘”功能。在ATS  

       上电时，无刷风机会反转一段时间，需特别注意，以防发生危险！

     b.有刷系统

  

         风扇线束                 中冷出气口                散热器进水口             散热器出水口
                                   (发动机进气口端)         (发动机出水口端)       (发动机进水口端) 

 

ECU电源/辅电源/电机电源必须接在同一点上
 

接发电机W端，若无则接在24V端

(8) 接插件说明

     无刷系统的接插件采用34 Pin一体式焊接防水插件，阻燃等级：

UL94V0。接插件有“防呆”设计，不会出现插反情况。因为接插件设

计精密，所以接插件插接比较紧，插拔需要一定的技巧，请勿暴力操

作；正确操作如下图所示：

     a. 线束34针母插件和ECU34针公插件卡扣端一致向上。

 

     b. 如下图黄框内，保证公母接插件插接良好，卡扣必须完全被卡住。

 

     c. 拆解一只手扶住ECU，另一只手拇指按下卡簧，保证卡扣弹出卡

         框，同时向外直拉线束，直至线束与ECU脱离。

         注意：切勿用力猛拉，猛拽，左右拉拽，以免破坏插件及端子。

 

     3. 除气软管的布置原则

    发动机及散热器（上水管路的最高点，高于发动机及水箱时，管路最

高点应增设排气管）的放气软管，应连续上升的连接在膨胀水箱的上部，

以使其充分放气，膨胀水箱位置需高于散热器上水室。

 

 

(2) 排风：ATS的换热器不允许存在背压过高的情况。请务必做好“热风

     回流”措施。风扇后端20cm内不得有障碍物，防止风扇背压升高影

     响散热。

(3) 密封：可以采用“车身密封法”。散热器芯部周围设计封板，完全密     

     封换热器与车身之间，保证换热器进风良好，仓门格栅的进风面积不

     小于换热器的正面积（极限状态下，不小于90%）。

     参照照片如下：

 

              吸风式布置密封                             吹风式布置密封

☆ 典型ATS换热器密封方式：封板与车身不得存在间隙，以防止漏风，

产生热风回流现象。           

     “舱门密封法”（全承载式车身使用）：密封圈布置在舱门内板上。

参考照片如下：

  

     3.注意事项

      三元催化器、消声器、排气管路建议石棉层隔热措施，保护邻近

的风扇和降低机仓温度。

(2) 下托架的安装：将下托架安装于车身骨架上（有长孔侧在上），具体

位置高度根据客户具体位置所定，建议用焊接方式，焊接必须牢固可

靠，以承受散热器的重量。托架必需在同一根车身大梁上，以防止振幅

不同导致水箱受力不均而漏水。示意如下图：

 

     2. 整车舱门“三风”检查（进风检查、排风检查、密封检查）

(1) 进风：车身侧仓门进风格栅，格栅通道的实际净面积不小于散热器

     正面积（极限状态下，不小于90%）。如下列形式：

     a. 百页窗型式：建议采用竖百页（页片外侧不要折边，以免影响通

        道面积）或网式蜂窝状格栅、前向逆风式（使车辆前行时产生进

        风正压力）。

 

         b. 蜂窝板、丝网板型式：建议采用非平面型的“矩形波断面”。

                      蜂窝板                                          丝网板

上图标准悬置装配示意图

     b. 中冷传感器安装定义

         线束上的“中冷器出气传感器”用“插接器”与“中冷器出气口

         传感器”相连。 

     注意：传感器与线束对插时，须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

(6) 显示模块的连接

     显示模块固定到仪表台孔内。显示线束预先从仪表台引到电器仓内，

与主线束的显示线插接器连接。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线束捆扎牢固。

(7) 线束说明 

     a. 无刷系统

 
 

    水箱进水传感器         水箱出水传感器           中冷器传感器              电机传感器            
      

      风机线束                                    ECU电源/风机电源

 

接发电机W端，若无则接在24V端

 机械部分布置篇

     1. 悬置支架及悬置软垫的安装检查

(1) 悬置L支架的固定螺栓确认拧紧，减震软垫装配到位；

        

  

水、气管路布置篇

     1. 水、气金属管路设计布置原则

    离散热器、中冷器的上管口最近的水、气钢管，必须固定在车身静止件

上 ；杜绝由于发动机振动，通过水、气钢管，传到换热器上而引起不必

要的损坏。

     2. 水、气橡胶管路设计布置原则

    水路胶管：发动机与散热器之间，至少应设计两个90°弯胶管，且胶管

的二段与发动机轴线呈水平平行状态，以将发动机的摆振通过两个弯胶管

的自身特性，进行振动的衰减，保证换热器不受发动机摆振的影响。

 

 

电器系统布置篇 

     1. 安装要求

(1) ECU安装环境要求：安装在隔热、防水、通风、防腐的电器仓内，

     环境温度不超过60度。 

(2) ECU安装注意事项： 

     a. 接ECU线束之前，必须断总电源。 

     b. 每条线束均有明确的中文标签，按指示进行联接。 

     c. 整车电焊作业前，需断开整车总电源、拔下线束航插。 

(3) ECU主线束安装： 

     主线束航空插件与ECU总成连接（包括两个小型航空插件），并旋紧。

     电源线：所有电源线鼻子，必须集中接在电源总开关的“—”端。 

     接地线：所有接地线鼻子，必须独立于其它系统、集中接地。

(4) 散热器风扇与传感器线束 

     a. 风扇顺序：线束上的风扇1#插接器，与散热器进水管的风扇相连,         

                        然后依次水平连接风扇2、3、4、…（出口水风扇）。 

     b. 散热器传感器总成安装定义

         线束上的散热器进水传感器插接器，与散热器上水管的传感器相连。

         线束上的散热器出水传感器插接器，与散热器下水管的传感器相连。

     注意：传感器与线束对插时，须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

(5) 中冷器风扇与传感器线束

     a. 风扇顺序：线束上的风扇1#插接器，与中冷器进气口的风扇连接,

                        然后依次连接。 

产品调试及检查步骤篇

     1. 系统初步检查

    确认整车线路连接无误后，打开电源总开关，钥匙旋转，ATS则处于

待机状态，进行“三检制”： 

(1) 检查ECU：三个显示灯应全亮（红、黄、绿灯，由右向左看）。

(2) 检查显示模块：液晶屏上应先显示“88 ”，之后显示当前传感器测得

的温度 。

(3) 检查风扇：（不要启动发动机，必须时断开ECU信号线）按下ECU正

                       面的红色自检按钮，系统按顺序依次启动风扇，由电动

                       机风扇、散热器风扇、中冷器风扇，每个风扇转动10秒

                       钟。 

注意：如果实际情况与上述不符，说明系统可能存在异常，请依据检查                     

          排除方法处理。 

                

                  有刷ECU                                                无刷ECU

异常现象及检查排除篇

     1. 显示异常

    液晶屏

(1) 显示模块显示“EE ”时，则说明其中一路传感器连接有问题，检查

     传感器连接线束及接插件，如果接插件没问题，很可能对应传感器故

     障。

(2) 液晶屏偶尔出现“EE ”或“00 ”，原因一般是插件接触不良，更换

     插件或用酒精清洗插件即可。 

液晶三段屏

 

液晶四段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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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高温“开锅”

    发动机工作时，水温报警。则必须立即靠边停车检查，流程如下（先

排除水路堵塞及节温器打不开等故障）： 

(1) 发动机工作时，仪表台上“不充电指示灯”是否亮？如亮，则应检

     查是否需要更换发电机。 

(2) 临时启动发动机，ECU的发电机信号灯是否亮？如不亮，则应检查

     发电机信号线是否断开。

(3) ECU三个指示灯是否全亮？有任一灯不亮，须更换ECU。

(4) 关闭发动机，按一下ECU自检按钮（ECU灯全亮时），观察风扇是

     否能自检运行？如不能，则检查对应风扇的保险是否正常。

     4.ATS系统日常维护

(1) 不定期检查散热器、中冷器外观，管路有无损伤泄漏、散热带有无倒

     伏？（泄漏需修补、倒伏需手工拔正）。 

(2) 换热器芯部有积尘或柳絮、树叶等杂物，需用高压气吹除，须防止

     散热 带倒伏；不建议用水冲洗。 

(3) 车辆焊接作业前，必须断开ECU，完成焊接作业后再复原。 

(4) 本系统所采用的插件均为防水插件，ECU也具有一定的防水防尘功

     能，但并非完全防水。因此日常维护或行驶中，须防止被水浸到而

     产生电路短路故障。 

     

     5. 关于ATS应急插件的使用方法（冷却系统出现高温，且暂时不便判断

是否是冷却系统故障时，使用此插件） 

(1) 车辆熄火，关闭电源总开关。 

(2) 无刷系统 将ATS线束上的“回家模式”插件拔下。

     有刷系统 将ATS线束与ECU相连接的所有航空插接器旋下，然后将应

     急插件（二个）分别与线束的二个对应端（有方向，不会插错）旋紧

     即可。 

(3) 打开电源总开火，车辆重新启动即可使用。 

(4) ATS系统在返厂检修完毕后，无刷系统的“回家模式”接插件可重新

     连接。有刷系统的可以取下可随车携带。 

注意：此时冷却系统的散热能力，约为常规状态下的一半左右，车辆只

          要车速不太高，水温不超温情况下，即可应急运行。

     6. 系统工作流程

 

 

     2. 风扇常转

(1) 个别或全部风扇在发动机停机仍常转，是ECU启动“回家模式”， 

     需更换ECU（仅个别常转时，可暂不处理）。 

(2) 显示是否正常？是否已达到工作温度？是否有故障码？

     附注：ATS系统传感器故障码有：EE、C7、85、00、99。相应故障现

     象和处理方法见下表：

(3) 查故障风扇线束端信号线（紫色线）是否与电源线（红色线）短路。

     2. ATS系统测试

    发动机启动后，ECU上的蓝色工作指示灯开始点亮（表示ATS系统处

于正常待机状态）。同时显示模块应显示正常。 

(1) 如果是当天第一次启动，则温度显示基本一致，且接近环境温度。 

(2) 发动机怠速时，中冷器温度显示一般在43℃以下，散热器出水温度

     显示一般在83℃以下。 

(3) 中冷器温度达到40~45℃、发动机水温达到 85~90℃时（具体启动

     温度因发动机而异），ECU开始控制风扇工作。在风扇启动后，显示

     模块上温度将稳定在一定范围。

 

  

  液晶三段屏                                     液晶四段屏

           

    有刷系统的接口采用四个航插，一个四针航插，一个五针航插，两个

八针航插。航插有“防呆”设计，不会出现插反情况。在连接时螺纹要拧

紧，防止由于松散导致接触不良，插拔时卡扣要对准。

     正确操作如下图所示：

     a. 线束母端航插和ECU公端航插卡扣端一致；

 

   
     b. 如下图红框内，保证公母插件插接良好，螺纹要拧紧，不能松。

 

     2. 需注意事项

(1) 装用铝制散热器时，必须采用铝制散热器专用冷却液（P值：7.0~9.0 )，

     否则不予保修。 

(2) ECU处于通电状态、且发电机工作状态时，切勿断开电源总开关。 

(3) ECU不可处于50W以上的电磁环境之中。

(4) 线束捆扎应可靠，防止与其它件磨蹭破损。

(5) 中冷器传感器确认在中冷器的出口端（不符时，客户可自行调整）。

(6) 必须按线束所示线序进行联接、不得擅自更改线束。 

(7) 底盘临时启动移车时，需保证系统接入完整，搭铁可靠。并需充分保

     证露天时的防雨水侵害。 

(8) 加注冷却液时，必须打开水暖及除霜器放气阀，彻底放尽系统内空气。

(9) 需注意防止车身焊接时的火花，溅到换热器芯部，造成损坏报废。

(10) 对于无刷风机，其ECU控制程序中设定了“反转除尘”功能。在ATS  

       上电时，无刷风机会反转一段时间，需特别注意，以防发生危险！

     b.有刷系统

  

         风扇线束                 中冷出气口                散热器进水口             散热器出水口
                                   (发动机进气口端)         (发动机出水口端)       (发动机进水口端) 

 

ECU电源/辅电源/电机电源必须接在同一点上
 

接发电机W端，若无则接在24V端

(8) 接插件说明

     无刷系统的接插件采用34 Pin一体式焊接防水插件，阻燃等级：

UL94V0。接插件有“防呆”设计，不会出现插反情况。因为接插件设

计精密，所以接插件插接比较紧，插拔需要一定的技巧，请勿暴力操

作；正确操作如下图所示：

     a. 线束34针母插件和ECU34针公插件卡扣端一致向上。

 

     b. 如下图黄框内，保证公母接插件插接良好，卡扣必须完全被卡住。

 

     c. 拆解一只手扶住ECU，另一只手拇指按下卡簧，保证卡扣弹出卡

         框，同时向外直拉线束，直至线束与ECU脱离。

         注意：切勿用力猛拉，猛拽，左右拉拽，以免破坏插件及端子。

 

     3. 除气软管的布置原则

    发动机及散热器（上水管路的最高点，高于发动机及水箱时，管路最

高点应增设排气管）的放气软管，应连续上升的连接在膨胀水箱的上部，

以使其充分放气，膨胀水箱位置需高于散热器上水室。

 

 

(2) 排风：ATS的换热器不允许存在背压过高的情况。请务必做好“热风

     回流”措施。风扇后端20cm内不得有障碍物，防止风扇背压升高影

     响散热。

(3) 密封：可以采用“车身密封法”。散热器芯部周围设计封板，完全密     

     封换热器与车身之间，保证换热器进风良好，仓门格栅的进风面积不

     小于换热器的正面积（极限状态下，不小于90%）。

     参照照片如下：

 

              吸风式布置密封                             吹风式布置密封

☆ 典型ATS换热器密封方式：封板与车身不得存在间隙，以防止漏风，

产生热风回流现象。           

     “舱门密封法”（全承载式车身使用）：密封圈布置在舱门内板上。

参考照片如下：

  

     3.注意事项

      三元催化器、消声器、排气管路建议石棉层隔热措施，保护邻近

的风扇和降低机仓温度。

(2) 下托架的安装：将下托架安装于车身骨架上（有长孔侧在上），具体

位置高度根据客户具体位置所定，建议用焊接方式，焊接必须牢固可

靠，以承受散热器的重量。托架必需在同一根车身大梁上，以防止振幅

不同导致水箱受力不均而漏水。示意如下图：

 

     2. 整车舱门“三风”检查（进风检查、排风检查、密封检查）

(1) 进风：车身侧仓门进风格栅，格栅通道的实际净面积不小于散热器

     正面积（极限状态下，不小于90%）。如下列形式：

     a. 百页窗型式：建议采用竖百页（页片外侧不要折边，以免影响通

        道面积）或网式蜂窝状格栅、前向逆风式（使车辆前行时产生进

        风正压力）。

 

         b. 蜂窝板、丝网板型式：建议采用非平面型的“矩形波断面”。

                      蜂窝板                                          丝网板

上图标准悬置装配示意图

     b. 中冷传感器安装定义

         线束上的“中冷器出气传感器”用“插接器”与“中冷器出气口

         传感器”相连。 

     注意：传感器与线束对插时，须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

(6) 显示模块的连接

     显示模块固定到仪表台孔内。显示线束预先从仪表台引到电器仓内，

与主线束的显示线插接器连接。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线束捆扎牢固。

(7) 线束说明 

     a. 无刷系统

 
 

    水箱进水传感器         水箱出水传感器           中冷器传感器              电机传感器            
      

      风机线束                                    ECU电源/风机电源

 

接发电机W端，若无则接在24V端

水箱进水口温度

水箱出水口温度

中冷出气口温度

水箱进水口温度

水箱出水口温度

中冷出气口温度

电机温度

 机械部分布置篇

     1. 悬置支架及悬置软垫的安装检查

(1) 悬置L支架的固定螺栓确认拧紧，减震软垫装配到位；

        

  

水、气管路布置篇

     1. 水、气金属管路设计布置原则

    离散热器、中冷器的上管口最近的水、气钢管，必须固定在车身静止件

上 ；杜绝由于发动机振动，通过水、气钢管，传到换热器上而引起不必

要的损坏。

     2. 水、气橡胶管路设计布置原则

    水路胶管：发动机与散热器之间，至少应设计两个90°弯胶管，且胶管

的二段与发动机轴线呈水平平行状态，以将发动机的摆振通过两个弯胶管

的自身特性，进行振动的衰减，保证换热器不受发动机摆振的影响。

 

 

电器系统布置篇 

     1. 安装要求

(1) ECU安装环境要求：安装在隔热、防水、通风、防腐的电器仓内，

     环境温度不超过60度。 

(2) ECU安装注意事项： 

     a. 接ECU线束之前，必须断总电源。 

     b. 每条线束均有明确的中文标签，按指示进行联接。 

     c. 整车电焊作业前，需断开整车总电源、拔下线束航插。 

(3) ECU主线束安装： 

     主线束航空插件与ECU总成连接（包括两个小型航空插件），并旋紧。

     电源线：所有电源线鼻子，必须集中接在电源总开关的“—”端。 

     接地线：所有接地线鼻子，必须独立于其它系统、集中接地。

(4) 散热器风扇与传感器线束 

     a. 风扇顺序：线束上的风扇1#插接器，与散热器进水管的风扇相连,         

                        然后依次水平连接风扇2、3、4、…（出口水风扇）。 

     b. 散热器传感器总成安装定义

         线束上的散热器进水传感器插接器，与散热器上水管的传感器相连。

         线束上的散热器出水传感器插接器，与散热器下水管的传感器相连。

     注意：传感器与线束对插时，须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

(5) 中冷器风扇与传感器线束

     a. 风扇顺序：线束上的风扇1#插接器，与中冷器进气口的风扇连接,

                        然后依次连接。 

产品调试及检查步骤篇

     1. 系统初步检查

    确认整车线路连接无误后，打开电源总开关，钥匙旋转，ATS则处于

待机状态，进行“三检制”： 

(1) 检查ECU：三个显示灯应全亮（红、黄、绿灯，由右向左看）。

(2) 检查显示模块：液晶屏上应先显示“88 ”，之后显示当前传感器测得

的温度 。

(3) 检查风扇：（不要启动发动机，必须时断开ECU信号线）按下ECU正

                       面的红色自检按钮，系统按顺序依次启动风扇，由电动

                       机风扇、散热器风扇、中冷器风扇，每个风扇转动10秒

                       钟。 

注意：如果实际情况与上述不符，说明系统可能存在异常，请依据检查                     

          排除方法处理。 

                

                  有刷ECU                                                无刷ECU

异常现象及检查排除篇

     1. 显示异常

    液晶屏

(1) 显示模块显示“EE ”时，则说明其中一路传感器连接有问题，检查

     传感器连接线束及接插件，如果接插件没问题，很可能对应传感器故

     障。

(2) 液晶屏偶尔出现“EE ”或“00 ”，原因一般是插件接触不良，更换

     插件或用酒精清洗插件即可。 

液晶三段屏

 

液晶四段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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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码 故障现象 处理方法

EE

对应换热器控制风扇会有一半的
个数常转（出水或进水传感器显
示“EE ”,散热器若有4个风扇会
有2个常转，若有5个风扇会有3
个常转）常转个数=换热器风扇
总数/2（结果取整，四舍五入）

1. 更换相应故障传感器； 
2. 检查故障传感器线束端信号线（蓝
    色线）是否断路；
3. 检查故障传感器线束端地线（黑色
    线）是否断路（注意黑色线不要和
    屏蔽线混淆，黑色线表面光滑，屏
    蔽线为热缩管包裹，表面有褶皱）；
4. 检查故障传感器线束端信号线（蓝
    色）和地线（黑色）是否短路；

C7
对应换热器控制风扇会全部全
速、常转

1. 更换相应故障传感器；

85 对应换热器控制风扇会全部全
速常转

1. 更换相应故障传感器；
2. 检查故障传感器线束端电源（棕色
    线）是否断路；

00
对应换热器控制风扇全部不转，
易导致车辆高温 

1. 更换相应故障传感器；
2. 车辆断电重启； 

99 对应换热器控制风扇会全部全速
常转 

1. 更换相应故障传感器；
2. 车辆断电重启；
3. 检查相应故障传感器信号，电源和
    地线间是否有短路；

     3. 高温“开锅”

    发动机工作时，水温报警。则必须立即靠边停车检查，流程如下（先

排除水路堵塞及节温器打不开等故障）： 

(1) 发动机工作时，仪表台上“不充电指示灯”是否亮？如亮，则应检

     查是否需要更换发电机。 

(2) 临时启动发动机，ECU的发电机信号灯是否亮？如不亮，则应检查

     发电机信号线是否断开。

(3) ECU三个指示灯是否全亮？有任一灯不亮，须更换ECU。

(4) 关闭发动机，按一下ECU自检按钮（ECU灯全亮时），观察风扇是

     否能自检运行？如不能，则检查对应风扇的保险是否正常。

     4.ATS系统日常维护

(1) 不定期检查散热器、中冷器外观，管路有无损伤泄漏、散热带有无倒

     伏？（泄漏需修补、倒伏需手工拔正）。 

(2) 换热器芯部有积尘或柳絮、树叶等杂物，需用高压气吹除，须防止

     散热 带倒伏；不建议用水冲洗。 

(3) 车辆焊接作业前，必须断开ECU，完成焊接作业后再复原。 

(4) 本系统所采用的插件均为防水插件，ECU也具有一定的防水防尘功

     能，但并非完全防水。因此日常维护或行驶中，须防止被水浸到而

     产生电路短路故障。 

     

     5. 关于ATS应急插件的使用方法（冷却系统出现高温，且暂时不便判断

是否是冷却系统故障时，使用此插件） 

(1) 车辆熄火，关闭电源总开关。 

(2) 无刷系统 将ATS线束上的“回家模式”插件拔下。

     有刷系统 将ATS线束与ECU相连接的所有航空插接器旋下，然后将应

     急插件（二个）分别与线束的二个对应端（有方向，不会插错）旋紧

     即可。 

(3) 打开电源总开火，车辆重新启动即可使用。 

(4) ATS系统在返厂检修完毕后，无刷系统的“回家模式”接插件可重新

     连接。有刷系统的可以取下可随车携带。 

注意：此时冷却系统的散热能力，约为常规状态下的一半左右，车辆只

          要车速不太高，水温不超温情况下，即可应急运行。

     6. 系统工作流程

 

 

     2. 风扇常转

(1) 个别或全部风扇在发动机停机仍常转，是ECU启动“回家模式”， 

     需更换ECU（仅个别常转时，可暂不处理）。 

(2) 显示是否正常？是否已达到工作温度？是否有故障码？

     附注：ATS系统传感器故障码有：EE、C7、85、00、99。相应故障现

     象和处理方法见下表：

(3) 查故障风扇线束端信号线（紫色线）是否与电源线（红色线）短路。

     2. ATS系统测试

    发动机启动后，ECU上的蓝色工作指示灯开始点亮（表示ATS系统处

于正常待机状态）。同时显示模块应显示正常。 

(1) 如果是当天第一次启动，则温度显示基本一致，且接近环境温度。 

(2) 发动机怠速时，中冷器温度显示一般在43℃以下，散热器出水温度

     显示一般在83℃以下。 

(3) 中冷器温度达到40~45℃、发动机水温达到 85~90℃时（具体启动

     温度因发动机而异），ECU开始控制风扇工作。在风扇启动后，显示

     模块上温度将稳定在一定范围。

 

  

  液晶三段屏                                     液晶四段屏

           

进水传感器
连接异常

出水传感器
连接异常

中冷传感器
连接异常

    有刷系统的接口采用四个航插，一个四针航插，一个五针航插，两个

八针航插。航插有“防呆”设计，不会出现插反情况。在连接时螺纹要拧

紧，防止由于松散导致接触不良，插拔时卡扣要对准。

     正确操作如下图所示：

     a. 线束母端航插和ECU公端航插卡扣端一致；

 

   
     b. 如下图红框内，保证公母插件插接良好，螺纹要拧紧，不能松。

 

     2. 需注意事项

(1) 装用铝制散热器时，必须采用铝制散热器专用冷却液（P值：7.0~9.0 )，

     否则不予保修。 

(2) ECU处于通电状态、且发电机工作状态时，切勿断开电源总开关。 

(3) ECU不可处于50W以上的电磁环境之中。

(4) 线束捆扎应可靠，防止与其它件磨蹭破损。

(5) 中冷器传感器确认在中冷器的出口端（不符时，客户可自行调整）。

(6) 必须按线束所示线序进行联接、不得擅自更改线束。 

(7) 底盘临时启动移车时，需保证系统接入完整，搭铁可靠。并需充分保

     证露天时的防雨水侵害。 

(8) 加注冷却液时，必须打开水暖及除霜器放气阀，彻底放尽系统内空气。

(9) 需注意防止车身焊接时的火花，溅到换热器芯部，造成损坏报废。

(10) 对于无刷风机，其ECU控制程序中设定了“反转除尘”功能。在ATS  

       上电时，无刷风机会反转一段时间，需特别注意，以防发生危险！

     b.有刷系统

  

         风扇线束                 中冷出气口                散热器进水口             散热器出水口
                                   (发动机进气口端)         (发动机出水口端)       (发动机进水口端) 

 

ECU电源/辅电源/电机电源必须接在同一点上
 

接发电机W端，若无则接在24V端

(8) 接插件说明

     无刷系统的接插件采用34 Pin一体式焊接防水插件，阻燃等级：

UL94V0。接插件有“防呆”设计，不会出现插反情况。因为接插件设

计精密，所以接插件插接比较紧，插拔需要一定的技巧，请勿暴力操

作；正确操作如下图所示：

     a. 线束34针母插件和ECU34针公插件卡扣端一致向上。

 

     b. 如下图黄框内，保证公母接插件插接良好，卡扣必须完全被卡住。

 

     c. 拆解一只手扶住ECU，另一只手拇指按下卡簧，保证卡扣弹出卡

         框，同时向外直拉线束，直至线束与ECU脱离。

         注意：切勿用力猛拉，猛拽，左右拉拽，以免破坏插件及端子。

 

     3. 除气软管的布置原则

    发动机及散热器（上水管路的最高点，高于发动机及水箱时，管路最

高点应增设排气管）的放气软管，应连续上升的连接在膨胀水箱的上部，

以使其充分放气，膨胀水箱位置需高于散热器上水室。

 

 

(2) 排风：ATS的换热器不允许存在背压过高的情况。请务必做好“热风

     回流”措施。风扇后端20cm内不得有障碍物，防止风扇背压升高影

     响散热。

(3) 密封：可以采用“车身密封法”。散热器芯部周围设计封板，完全密     

     封换热器与车身之间，保证换热器进风良好，仓门格栅的进风面积不

     小于换热器的正面积（极限状态下，不小于90%）。

     参照照片如下：

 

              吸风式布置密封                             吹风式布置密封

☆ 典型ATS换热器密封方式：封板与车身不得存在间隙，以防止漏风，

产生热风回流现象。           

     “舱门密封法”（全承载式车身使用）：密封圈布置在舱门内板上。

参考照片如下：

  

     3.注意事项

      三元催化器、消声器、排气管路建议石棉层隔热措施，保护邻近

的风扇和降低机仓温度。

(2) 下托架的安装：将下托架安装于车身骨架上（有长孔侧在上），具体

位置高度根据客户具体位置所定，建议用焊接方式，焊接必须牢固可

靠，以承受散热器的重量。托架必需在同一根车身大梁上，以防止振幅

不同导致水箱受力不均而漏水。示意如下图：

 

     2. 整车舱门“三风”检查（进风检查、排风检查、密封检查）

(1) 进风：车身侧仓门进风格栅，格栅通道的实际净面积不小于散热器

     正面积（极限状态下，不小于90%）。如下列形式：

     a. 百页窗型式：建议采用竖百页（页片外侧不要折边，以免影响通

        道面积）或网式蜂窝状格栅、前向逆风式（使车辆前行时产生进

        风正压力）。

 

         b. 蜂窝板、丝网板型式：建议采用非平面型的“矩形波断面”。

                      蜂窝板                                          丝网板

上图标准悬置装配示意图

     b. 中冷传感器安装定义

         线束上的“中冷器出气传感器”用“插接器”与“中冷器出气口

         传感器”相连。 

     注意：传感器与线束对插时，须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

(6) 显示模块的连接

     显示模块固定到仪表台孔内。显示线束预先从仪表台引到电器仓内，

与主线束的显示线插接器连接。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线束捆扎牢固。

(7) 线束说明 

     a. 无刷系统

 
 

    水箱进水传感器         水箱出水传感器           中冷器传感器              电机传感器            
      

      风机线束                                    ECU电源/风机电源

 

接发电机W端，若无则接在24V端

电机传感器
连接异常

出水传感器
连接异常

进水传感器
连接异常

中冷传感器
连接异常

 机械部分布置篇

     1. 悬置支架及悬置软垫的安装检查

(1) 悬置L支架的固定螺栓确认拧紧，减震软垫装配到位；

        

  

水、气管路布置篇

     1. 水、气金属管路设计布置原则

    离散热器、中冷器的上管口最近的水、气钢管，必须固定在车身静止件

上 ；杜绝由于发动机振动，通过水、气钢管，传到换热器上而引起不必

要的损坏。

     2. 水、气橡胶管路设计布置原则

    水路胶管：发动机与散热器之间，至少应设计两个90°弯胶管，且胶管

的二段与发动机轴线呈水平平行状态，以将发动机的摆振通过两个弯胶管

的自身特性，进行振动的衰减，保证换热器不受发动机摆振的影响。

 

 

电器系统布置篇 

     1. 安装要求

(1) ECU安装环境要求：安装在隔热、防水、通风、防腐的电器仓内，

     环境温度不超过60度。 

(2) ECU安装注意事项： 

     a. 接ECU线束之前，必须断总电源。 

     b. 每条线束均有明确的中文标签，按指示进行联接。 

     c. 整车电焊作业前，需断开整车总电源、拔下线束航插。 

(3) ECU主线束安装： 

     主线束航空插件与ECU总成连接（包括两个小型航空插件），并旋紧。

     电源线：所有电源线鼻子，必须集中接在电源总开关的“—”端。 

     接地线：所有接地线鼻子，必须独立于其它系统、集中接地。

(4) 散热器风扇与传感器线束 

     a. 风扇顺序：线束上的风扇1#插接器，与散热器进水管的风扇相连,         

                        然后依次水平连接风扇2、3、4、…（出口水风扇）。 

     b. 散热器传感器总成安装定义

         线束上的散热器进水传感器插接器，与散热器上水管的传感器相连。

         线束上的散热器出水传感器插接器，与散热器下水管的传感器相连。

     注意：传感器与线束对插时，须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

(5) 中冷器风扇与传感器线束

     a. 风扇顺序：线束上的风扇1#插接器，与中冷器进气口的风扇连接,

                        然后依次连接。 

产品调试及检查步骤篇

     1. 系统初步检查

    确认整车线路连接无误后，打开电源总开关，钥匙旋转，ATS则处于

待机状态，进行“三检制”： 

(1) 检查ECU：三个显示灯应全亮（红、黄、绿灯，由右向左看）。

(2) 检查显示模块：液晶屏上应先显示“88 ”，之后显示当前传感器测得

的温度 。

(3) 检查风扇：（不要启动发动机，必须时断开ECU信号线）按下ECU正

                       面的红色自检按钮，系统按顺序依次启动风扇，由电动

                       机风扇、散热器风扇、中冷器风扇，每个风扇转动10秒

                       钟。 

注意：如果实际情况与上述不符，说明系统可能存在异常，请依据检查                     

          排除方法处理。 

                

                  有刷ECU                                                无刷ECU

异常现象及检查排除篇

     1. 显示异常

    液晶屏

(1) 显示模块显示“EE ”时，则说明其中一路传感器连接有问题，检查

     传感器连接线束及接插件，如果接插件没问题，很可能对应传感器故

     障。

(2) 液晶屏偶尔出现“EE ”或“00 ”，原因一般是插件接触不良，更换

     插件或用酒精清洗插件即可。 

液晶三段屏

 

液晶四段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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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高温“开锅”

    发动机工作时，水温报警。则必须立即靠边停车检查，流程如下（先

排除水路堵塞及节温器打不开等故障）： 

(1) 发动机工作时，仪表台上“不充电指示灯”是否亮？如亮，则应检

     查是否需要更换发电机。 

(2) 临时启动发动机，ECU的发电机信号灯是否亮？如不亮，则应检查

     发电机信号线是否断开。

(3) ECU三个指示灯是否全亮？有任一灯不亮，须更换ECU。

(4) 关闭发动机，按一下ECU自检按钮（ECU灯全亮时），观察风扇是

     否能自检运行？如不能，则检查对应风扇的保险是否正常。

     4.ATS系统日常维护

(1) 不定期检查散热器、中冷器外观，管路有无损伤泄漏、散热带有无倒

     伏？（泄漏需修补、倒伏需手工拔正）。 

(2) 换热器芯部有积尘或柳絮、树叶等杂物，需用高压气吹除，须防止

     散热 带倒伏；不建议用水冲洗。 

(3) 车辆焊接作业前，必须断开ECU，完成焊接作业后再复原。 

(4) 本系统所采用的插件均为防水插件，ECU也具有一定的防水防尘功

     能，但并非完全防水。因此日常维护或行驶中，须防止被水浸到而

     产生电路短路故障。 

     

     5. 关于ATS应急插件的使用方法（冷却系统出现高温，且暂时不便判断

是否是冷却系统故障时，使用此插件） 

(1) 车辆熄火，关闭电源总开关。 

(2) 无刷系统 将ATS线束上的“回家模式”插件拔下。

     有刷系统 将ATS线束与ECU相连接的所有航空插接器旋下，然后将应

     急插件（二个）分别与线束的二个对应端（有方向，不会插错）旋紧

     即可。 

(3) 打开电源总开火，车辆重新启动即可使用。 

(4) ATS系统在返厂检修完毕后，无刷系统的“回家模式”接插件可重新

     连接。有刷系统的可以取下可随车携带。 

注意：此时冷却系统的散热能力，约为常规状态下的一半左右，车辆只

          要车速不太高，水温不超温情况下，即可应急运行。

     6. 系统工作流程

 

 

     2. 风扇常转

(1) 个别或全部风扇在发动机停机仍常转，是ECU启动“回家模式”， 

     需更换ECU（仅个别常转时，可暂不处理）。 

(2) 显示是否正常？是否已达到工作温度？是否有故障码？

     附注：ATS系统传感器故障码有：EE、C7、85、00、99。相应故障现

     象和处理方法见下表：

(3) 查故障风扇线束端信号线（紫色线）是否与电源线（红色线）短路。

     2. ATS系统测试

    发动机启动后，ECU上的蓝色工作指示灯开始点亮（表示ATS系统处

于正常待机状态）。同时显示模块应显示正常。 

(1) 如果是当天第一次启动，则温度显示基本一致，且接近环境温度。 

(2) 发动机怠速时，中冷器温度显示一般在43℃以下，散热器出水温度

     显示一般在83℃以下。 

(3) 中冷器温度达到40~45℃、发动机水温达到 85~90℃时（具体启动

     温度因发动机而异），ECU开始控制风扇工作。在风扇启动后，显示

     模块上温度将稳定在一定范围。

 

  

  液晶三段屏                                     液晶四段屏

           

    有刷系统的接口采用四个航插，一个四针航插，一个五针航插，两个

八针航插。航插有“防呆”设计，不会出现插反情况。在连接时螺纹要拧

紧，防止由于松散导致接触不良，插拔时卡扣要对准。

     正确操作如下图所示：

     a. 线束母端航插和ECU公端航插卡扣端一致；

 

   
     b. 如下图红框内，保证公母插件插接良好，螺纹要拧紧，不能松。

 

     2. 需注意事项

(1) 装用铝制散热器时，必须采用铝制散热器专用冷却液（P值：7.0~9.0 )，

     否则不予保修。 

(2) ECU处于通电状态、且发电机工作状态时，切勿断开电源总开关。 

(3) ECU不可处于50W以上的电磁环境之中。

(4) 线束捆扎应可靠，防止与其它件磨蹭破损。

(5) 中冷器传感器确认在中冷器的出口端（不符时，客户可自行调整）。

(6) 必须按线束所示线序进行联接、不得擅自更改线束。 

(7) 底盘临时启动移车时，需保证系统接入完整，搭铁可靠。并需充分保

     证露天时的防雨水侵害。 

(8) 加注冷却液时，必须打开水暖及除霜器放气阀，彻底放尽系统内空气。

(9) 需注意防止车身焊接时的火花，溅到换热器芯部，造成损坏报废。

(10) 对于无刷风机，其ECU控制程序中设定了“反转除尘”功能。在ATS  

       上电时，无刷风机会反转一段时间，需特别注意，以防发生危险！

     b.有刷系统

  

         风扇线束                 中冷出气口                散热器进水口             散热器出水口
                                   (发动机进气口端)         (发动机出水口端)       (发动机进水口端) 

 

ECU电源/辅电源/电机电源必须接在同一点上
 

接发电机W端，若无则接在24V端

(8) 接插件说明

     无刷系统的接插件采用34 Pin一体式焊接防水插件，阻燃等级：

UL94V0。接插件有“防呆”设计，不会出现插反情况。因为接插件设

计精密，所以接插件插接比较紧，插拔需要一定的技巧，请勿暴力操

作；正确操作如下图所示：

     a. 线束34针母插件和ECU34针公插件卡扣端一致向上。

 

     b. 如下图黄框内，保证公母接插件插接良好，卡扣必须完全被卡住。

 

     c. 拆解一只手扶住ECU，另一只手拇指按下卡簧，保证卡扣弹出卡

         框，同时向外直拉线束，直至线束与ECU脱离。

         注意：切勿用力猛拉，猛拽，左右拉拽，以免破坏插件及端子。

 

     3. 除气软管的布置原则

    发动机及散热器（上水管路的最高点，高于发动机及水箱时，管路最

高点应增设排气管）的放气软管，应连续上升的连接在膨胀水箱的上部，

以使其充分放气，膨胀水箱位置需高于散热器上水室。

 

 

(2) 排风：ATS的换热器不允许存在背压过高的情况。请务必做好“热风

     回流”措施。风扇后端20cm内不得有障碍物，防止风扇背压升高影

     响散热。

(3) 密封：可以采用“车身密封法”。散热器芯部周围设计封板，完全密     

     封换热器与车身之间，保证换热器进风良好，仓门格栅的进风面积不

     小于换热器的正面积（极限状态下，不小于90%）。

     参照照片如下：

 

              吸风式布置密封                             吹风式布置密封

☆ 典型ATS换热器密封方式：封板与车身不得存在间隙，以防止漏风，

产生热风回流现象。           

     “舱门密封法”（全承载式车身使用）：密封圈布置在舱门内板上。

参考照片如下：

  

     3.注意事项

      三元催化器、消声器、排气管路建议石棉层隔热措施，保护邻近

的风扇和降低机仓温度。

(2) 下托架的安装：将下托架安装于车身骨架上（有长孔侧在上），具体

位置高度根据客户具体位置所定，建议用焊接方式，焊接必须牢固可

靠，以承受散热器的重量。托架必需在同一根车身大梁上，以防止振幅

不同导致水箱受力不均而漏水。示意如下图：

 

     2. 整车舱门“三风”检查（进风检查、排风检查、密封检查）

(1) 进风：车身侧仓门进风格栅，格栅通道的实际净面积不小于散热器

     正面积（极限状态下，不小于90%）。如下列形式：

     a. 百页窗型式：建议采用竖百页（页片外侧不要折边，以免影响通

        道面积）或网式蜂窝状格栅、前向逆风式（使车辆前行时产生进

        风正压力）。

 

         b. 蜂窝板、丝网板型式：建议采用非平面型的“矩形波断面”。

                      蜂窝板                                          丝网板

上图标准悬置装配示意图

     b. 中冷传感器安装定义

         线束上的“中冷器出气传感器”用“插接器”与“中冷器出气口

         传感器”相连。 

     注意：传感器与线束对插时，须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

(6) 显示模块的连接

     显示模块固定到仪表台孔内。显示线束预先从仪表台引到电器仓内，

与主线束的显示线插接器连接。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线束捆扎牢固。

(7) 线束说明 

     a. 无刷系统

 
 

    水箱进水传感器         水箱出水传感器           中冷器传感器              电机传感器            
      

      风机线束                                    ECU电源/风机电源

 

接发电机W端，若无则接在24V端

 机械部分布置篇

     1. 悬置支架及悬置软垫的安装检查

(1) 悬置L支架的固定螺栓确认拧紧，减震软垫装配到位；

        

  

水、气管路布置篇

     1. 水、气金属管路设计布置原则

    离散热器、中冷器的上管口最近的水、气钢管，必须固定在车身静止件

上 ；杜绝由于发动机振动，通过水、气钢管，传到换热器上而引起不必

要的损坏。

     2. 水、气橡胶管路设计布置原则

    水路胶管：发动机与散热器之间，至少应设计两个90°弯胶管，且胶管

的二段与发动机轴线呈水平平行状态，以将发动机的摆振通过两个弯胶管

的自身特性，进行振动的衰减，保证换热器不受发动机摆振的影响。

 

 

电器系统布置篇 

     1. 安装要求

(1) ECU安装环境要求：安装在隔热、防水、通风、防腐的电器仓内，

     环境温度不超过60度。 

(2) ECU安装注意事项： 

     a. 接ECU线束之前，必须断总电源。 

     b. 每条线束均有明确的中文标签，按指示进行联接。 

     c. 整车电焊作业前，需断开整车总电源、拔下线束航插。 

(3) ECU主线束安装： 

     主线束航空插件与ECU总成连接（包括两个小型航空插件），并旋紧。

     电源线：所有电源线鼻子，必须集中接在电源总开关的“—”端。 

     接地线：所有接地线鼻子，必须独立于其它系统、集中接地。

(4) 散热器风扇与传感器线束 

     a. 风扇顺序：线束上的风扇1#插接器，与散热器进水管的风扇相连,         

                        然后依次水平连接风扇2、3、4、…（出口水风扇）。 

     b. 散热器传感器总成安装定义

         线束上的散热器进水传感器插接器，与散热器上水管的传感器相连。

         线束上的散热器出水传感器插接器，与散热器下水管的传感器相连。

     注意：传感器与线束对插时，须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

(5) 中冷器风扇与传感器线束

     a. 风扇顺序：线束上的风扇1#插接器，与中冷器进气口的风扇连接,

                        然后依次连接。 

产品调试及检查步骤篇

     1. 系统初步检查

    确认整车线路连接无误后，打开电源总开关，钥匙旋转，ATS则处于

待机状态，进行“三检制”： 

(1) 检查ECU：三个显示灯应全亮（红、黄、绿灯，由右向左看）。

(2) 检查显示模块：液晶屏上应先显示“88 ”，之后显示当前传感器测得

的温度 。

(3) 检查风扇：（不要启动发动机，必须时断开ECU信号线）按下ECU正

                       面的红色自检按钮，系统按顺序依次启动风扇，由电动

                       机风扇、散热器风扇、中冷器风扇，每个风扇转动10秒

                       钟。 

注意：如果实际情况与上述不符，说明系统可能存在异常，请依据检查                     

          排除方法处理。 

                

                  有刷ECU                                                无刷ECU

异常现象及检查排除篇

     1. 显示异常

    液晶屏

(1) 显示模块显示“EE ”时，则说明其中一路传感器连接有问题，检查

     传感器连接线束及接插件，如果接插件没问题，很可能对应传感器故

     障。

(2) 液晶屏偶尔出现“EE ”或“00 ”，原因一般是插件接触不良，更换

     插件或用酒精清洗插件即可。 

液晶三段屏

 

液晶四段屏

发动机进水＞80℃ 发动机进气＞43℃

散热器风扇工作散热器风扇停止 中冷器风扇停止中冷器风扇工作

发动机工作

发电机W点电压

ECU水气温度检测

无电压

N NY Y

无电压

＞1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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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高温“开锅”

    发动机工作时，水温报警。则必须立即靠边停车检查，流程如下（先

排除水路堵塞及节温器打不开等故障）： 

(1) 发动机工作时，仪表台上“不充电指示灯”是否亮？如亮，则应检

     查是否需要更换发电机。 

(2) 临时启动发动机，ECU的发电机信号灯是否亮？如不亮，则应检查

     发电机信号线是否断开。

(3) ECU三个指示灯是否全亮？有任一灯不亮，须更换ECU。

(4) 关闭发动机，按一下ECU自检按钮（ECU灯全亮时），观察风扇是

     否能自检运行？如不能，则检查对应风扇的保险是否正常。

     4.ATS系统日常维护

(1) 不定期检查散热器、中冷器外观，管路有无损伤泄漏、散热带有无倒

     伏？（泄漏需修补、倒伏需手工拔正）。 

(2) 换热器芯部有积尘或柳絮、树叶等杂物，需用高压气吹除，须防止

     散热 带倒伏；不建议用水冲洗。 

(3) 车辆焊接作业前，必须断开ECU，完成焊接作业后再复原。 

(4) 本系统所采用的插件均为防水插件，ECU也具有一定的防水防尘功

     能，但并非完全防水。因此日常维护或行驶中，须防止被水浸到而

     产生电路短路故障。 

     

     5. 关于ATS应急插件的使用方法（冷却系统出现高温，且暂时不便判断

是否是冷却系统故障时，使用此插件） 

(1) 车辆熄火，关闭电源总开关。 

(2) 无刷系统 将ATS线束上的“回家模式”插件拔下。

     有刷系统 将ATS线束与ECU相连接的所有航空插接器旋下，然后将应

     急插件（二个）分别与线束的二个对应端（有方向，不会插错）旋紧

     即可。 

(3) 打开电源总开火，车辆重新启动即可使用。 

(4) ATS系统在返厂检修完毕后，无刷系统的“回家模式”接插件可重新

     连接。有刷系统的可以取下可随车携带。 

注意：此时冷却系统的散热能力，约为常规状态下的一半左右，车辆只

          要车速不太高，水温不超温情况下，即可应急运行。

     6. 系统工作流程

 

 

     2. 风扇常转

(1) 个别或全部风扇在发动机停机仍常转，是ECU启动“回家模式”， 

     需更换ECU（仅个别常转时，可暂不处理）。 

(2) 显示是否正常？是否已达到工作温度？是否有故障码？

     附注：ATS系统传感器故障码有：EE、C7、85、00、99。相应故障现

     象和处理方法见下表：

(3) 查故障风扇线束端信号线（紫色线）是否与电源线（红色线）短路。

     2. ATS系统测试

    发动机启动后，ECU上的蓝色工作指示灯开始点亮（表示ATS系统处

于正常待机状态）。同时显示模块应显示正常。 

(1) 如果是当天第一次启动，则温度显示基本一致，且接近环境温度。 

(2) 发动机怠速时，中冷器温度显示一般在43℃以下，散热器出水温度

     显示一般在83℃以下。 

(3) 中冷器温度达到40~45℃、发动机水温达到 85~90℃时（具体启动

     温度因发动机而异），ECU开始控制风扇工作。在风扇启动后，显示

     模块上温度将稳定在一定范围。

 

  

  液晶三段屏                                     液晶四段屏

           

    有刷系统的接口采用四个航插，一个四针航插，一个五针航插，两个

八针航插。航插有“防呆”设计，不会出现插反情况。在连接时螺纹要拧

紧，防止由于松散导致接触不良，插拔时卡扣要对准。

     正确操作如下图所示：

     a. 线束母端航插和ECU公端航插卡扣端一致；

 

   
     b. 如下图红框内，保证公母插件插接良好，螺纹要拧紧，不能松。

 

     2. 需注意事项

(1) 装用铝制散热器时，必须采用铝制散热器专用冷却液（P值：7.0~9.0 )，

     否则不予保修。 

(2) ECU处于通电状态、且发电机工作状态时，切勿断开电源总开关。 

(3) ECU不可处于50W以上的电磁环境之中。

(4) 线束捆扎应可靠，防止与其它件磨蹭破损。

(5) 中冷器传感器确认在中冷器的出口端（不符时，客户可自行调整）。

(6) 必须按线束所示线序进行联接、不得擅自更改线束。 

(7) 底盘临时启动移车时，需保证系统接入完整，搭铁可靠。并需充分保

     证露天时的防雨水侵害。 

(8) 加注冷却液时，必须打开水暖及除霜器放气阀，彻底放尽系统内空气。

(9) 需注意防止车身焊接时的火花，溅到换热器芯部，造成损坏报废。

(10) 对于无刷风机，其ECU控制程序中设定了“反转除尘”功能。在ATS  

       上电时，无刷风机会反转一段时间，需特别注意，以防发生危险！

     b.有刷系统

  

         风扇线束                 中冷出气口                散热器进水口             散热器出水口
                                   (发动机进气口端)         (发动机出水口端)       (发动机进水口端) 

 

ECU电源/辅电源/电机电源必须接在同一点上
 

接发电机W端，若无则接在24V端

(8) 接插件说明

     无刷系统的接插件采用34 Pin一体式焊接防水插件，阻燃等级：

UL94V0。接插件有“防呆”设计，不会出现插反情况。因为接插件设

计精密，所以接插件插接比较紧，插拔需要一定的技巧，请勿暴力操

作；正确操作如下图所示：

     a. 线束34针母插件和ECU34针公插件卡扣端一致向上。

 

     b. 如下图黄框内，保证公母接插件插接良好，卡扣必须完全被卡住。

 

     c. 拆解一只手扶住ECU，另一只手拇指按下卡簧，保证卡扣弹出卡

         框，同时向外直拉线束，直至线束与ECU脱离。

         注意：切勿用力猛拉，猛拽，左右拉拽，以免破坏插件及端子。

 

     3. 除气软管的布置原则

    发动机及散热器（上水管路的最高点，高于发动机及水箱时，管路最

高点应增设排气管）的放气软管，应连续上升的连接在膨胀水箱的上部，

以使其充分放气，膨胀水箱位置需高于散热器上水室。

 

 

(2) 排风：ATS的换热器不允许存在背压过高的情况。请务必做好“热风

     回流”措施。风扇后端20cm内不得有障碍物，防止风扇背压升高影

     响散热。

(3) 密封：可以采用“车身密封法”。散热器芯部周围设计封板，完全密     

     封换热器与车身之间，保证换热器进风良好，仓门格栅的进风面积不

     小于换热器的正面积（极限状态下，不小于90%）。

     参照照片如下：

 

              吸风式布置密封                             吹风式布置密封

☆ 典型ATS换热器密封方式：封板与车身不得存在间隙，以防止漏风，

产生热风回流现象。           

     “舱门密封法”（全承载式车身使用）：密封圈布置在舱门内板上。

参考照片如下：

  

     3.注意事项

      三元催化器、消声器、排气管路建议石棉层隔热措施，保护邻近

的风扇和降低机仓温度。

(2) 下托架的安装：将下托架安装于车身骨架上（有长孔侧在上），具体

位置高度根据客户具体位置所定，建议用焊接方式，焊接必须牢固可

靠，以承受散热器的重量。托架必需在同一根车身大梁上，以防止振幅

不同导致水箱受力不均而漏水。示意如下图：

 

     2. 整车舱门“三风”检查（进风检查、排风检查、密封检查）

(1) 进风：车身侧仓门进风格栅，格栅通道的实际净面积不小于散热器

     正面积（极限状态下，不小于90%）。如下列形式：

     a. 百页窗型式：建议采用竖百页（页片外侧不要折边，以免影响通

        道面积）或网式蜂窝状格栅、前向逆风式（使车辆前行时产生进

        风正压力）。

 

         b. 蜂窝板、丝网板型式：建议采用非平面型的“矩形波断面”。

                      蜂窝板                                          丝网板

上图标准悬置装配示意图

     b. 中冷传感器安装定义

         线束上的“中冷器出气传感器”用“插接器”与“中冷器出气口

         传感器”相连。 

     注意：传感器与线束对插时，须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

(6) 显示模块的连接

     显示模块固定到仪表台孔内。显示线束预先从仪表台引到电器仓内，

与主线束的显示线插接器连接。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线束捆扎牢固。

(7) 线束说明 

     a. 无刷系统

 
 

    水箱进水传感器         水箱出水传感器           中冷器传感器              电机传感器            
      

      风机线束                                    ECU电源/风机电源

 

接发电机W端，若无则接在24V端

 机械部分布置篇

     1. 悬置支架及悬置软垫的安装检查

(1) 悬置L支架的固定螺栓确认拧紧，减震软垫装配到位；

        

  

水、气管路布置篇

     1. 水、气金属管路设计布置原则

    离散热器、中冷器的上管口最近的水、气钢管，必须固定在车身静止件

上 ；杜绝由于发动机振动，通过水、气钢管，传到换热器上而引起不必

要的损坏。

     2. 水、气橡胶管路设计布置原则

    水路胶管：发动机与散热器之间，至少应设计两个90°弯胶管，且胶管

的二段与发动机轴线呈水平平行状态，以将发动机的摆振通过两个弯胶管

的自身特性，进行振动的衰减，保证换热器不受发动机摆振的影响。

 

 

电器系统布置篇 

     1. 安装要求

(1) ECU安装环境要求：安装在隔热、防水、通风、防腐的电器仓内，

     环境温度不超过60度。 

(2) ECU安装注意事项： 

     a. 接ECU线束之前，必须断总电源。 

     b. 每条线束均有明确的中文标签，按指示进行联接。 

     c. 整车电焊作业前，需断开整车总电源、拔下线束航插。 

(3) ECU主线束安装： 

     主线束航空插件与ECU总成连接（包括两个小型航空插件），并旋紧。

     电源线：所有电源线鼻子，必须集中接在电源总开关的“—”端。 

     接地线：所有接地线鼻子，必须独立于其它系统、集中接地。

(4) 散热器风扇与传感器线束 

     a. 风扇顺序：线束上的风扇1#插接器，与散热器进水管的风扇相连,         

                        然后依次水平连接风扇2、3、4、…（出口水风扇）。 

     b. 散热器传感器总成安装定义

         线束上的散热器进水传感器插接器，与散热器上水管的传感器相连。

         线束上的散热器出水传感器插接器，与散热器下水管的传感器相连。

     注意：传感器与线束对插时，须保证插接件连接可靠。

(5) 中冷器风扇与传感器线束

     a. 风扇顺序：线束上的风扇1#插接器，与中冷器进气口的风扇连接,

                        然后依次连接。 

产品调试及检查步骤篇

     1. 系统初步检查

    确认整车线路连接无误后，打开电源总开关，钥匙旋转，ATS则处于

待机状态，进行“三检制”： 

(1) 检查ECU：三个显示灯应全亮（红、黄、绿灯，由右向左看）。

(2) 检查显示模块：液晶屏上应先显示“88 ”，之后显示当前传感器测得

的温度 。

(3) 检查风扇：（不要启动发动机，必须时断开ECU信号线）按下ECU正

                       面的红色自检按钮，系统按顺序依次启动风扇，由电动

                       机风扇、散热器风扇、中冷器风扇，每个风扇转动10秒

                       钟。 

注意：如果实际情况与上述不符，说明系统可能存在异常，请依据检查                     

          排除方法处理。 

                

                  有刷ECU                                                无刷ECU

异常现象及检查排除篇

     1. 显示异常

    液晶屏

(1) 显示模块显示“EE ”时，则说明其中一路传感器连接有问题，检查

     传感器连接线束及接插件，如果接插件没问题，很可能对应传感器故

     障。

(2) 液晶屏偶尔出现“EE ”或“00 ”，原因一般是插件接触不良，更换

     插件或用酒精清洗插件即可。 

液晶三段屏

 

液晶四段屏

   全国超过200家特约维护点

   50多名专业售后服务人员

   逾百家专业服务网点

   网址：www.zondeauto.com
   更多售后问题请登录公司官网或拨打服务热线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