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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导言
1

导言

1.1

前言

汽车的心脏
电动燃油泵是汽车的重要部件。
如果燃油泵出现故障或者完全停止运
转，修理厂常常很难测定出确切的损坏
原因。
通常在新泵安装后不久就再次损坏和停
机，因为尽管更换了损坏的构件，但没有
排除根本的损坏原因。
因此需要对燃油系统进行整体观测。
对 PIERBURG 燃油泵投诉的处理表明，
绝大多数投诉的电动燃油泵完全正常。

外观
修理厂只能根据外观形象和其供油量或
其供油
压力对一台损坏或遭索赔的泵进行评估
（另见章节5.2）。
但有些情况下只能在打开燃油泵，并“从
内部”察看损伤时，才能判断索赔是否
合理。
修理厂人员在保修和索赔情况下不得擅
自打开燃油泵。
如果修理厂人员或零部件经销商打开遭
索赔的燃油泵，保修索赔权自动失效。

电动燃油泵提前发生故障几乎都是由于
燃油污染或者燃油进水或者燃油质量
有缺陷。

潜在认识
本手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介绍可能导致
燃油泵发生故障的原因
为此用大量图片说明，遭投诉的泵内部
的情况。
本手册对诊断和查明原因提供帮助。
它为修理厂提供帮助，并为经销商提供
每天与有故障或遭投诉的燃油泵有关
的信息。
基于常见的损坏情况，我们展现损坏或
遭投诉的泵的内部情况以及造成这些损
坏可能的原因。
这些信息便于修理厂处理他们客户的
投诉。

供给污染的燃油可能导致：
– 供油量减少，
– 压力降低，
– 功率变小，
– 电动燃油泵停机或者甚至
– 全部损坏。

本手册的内容是梅施发动机国际贸易
公司和 Kolbenschmidt Pierburg AG 公
司售后配件市场公司服务工作的知识概
要。
因此本手册的重点是梅施发动机国际贸
易公司销售的燃油泵。

图1
严重损坏
并不是损坏都这样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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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2 有关本手册的一般说明
– 本印刷册中的所有插图和图纸用于一
般的说明。
– 某些细节可能与当前的结构不完全
一致。
– 我们保留由于进一步发展进行技术修
改，而对本印刷册不做修改的权利。

请注意：
本手册只适用于
专业人员。
专业人员是指由于其专业培训、经验和
受过指导而具备
– 安全规程，
– 事故预防规程和
– 准则以及公认的技术规定（例如标
准）的人员。

1.3 图标和符号
本手册中使用以下通用的图标和符号。

指出可能有人员伤害或汽车零部
件损坏的危险情况。

有关环境保护的提示。

[...]
参阅的来源说明
和补充文献
（参见  章节 6.1）。
这类损坏不能从外部识别。.
以这种图片显示的损坏只有通
过打开并因此破坏燃油泵才能
看到。

对有用的操作建议、说明和补充
的提示。

本手册中所使用的许多插图是极小零部
件的放大照片。
为了更好地理解相互关系，泵吸装置图
中还分别画出了结构形式的图标。
各种结构在章节2.2中作了说明。

梅施发动机国际贸易

叶片泵吸装置

侧通道泵吸装置

内啮合泵吸装置

螺旋泵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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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4 安全提示
– 为了安全起见，燃油系统和电动燃油
泵上的工作只能由专业人员完成。
– 开始工作之前，委派的人员必须阅读
并读懂本印刷册 。
– 必须遵守分别适用的所在国法律规定
和相关的安全规定。
– 安全设备不能关闭或者短接。

1.5

– 必须确保工作场所足够通风。
– 只要需要或者规定要求，应使用个人
防护装置。
– 此外，所在国的安全规定适用。
– 应清洁保存并遮盖拆除的零部件。
– 安装之前应首先拆除新燃油泵的运
输锁紧装置。
– 严禁用压缩空气清洁打开的供油系
统。

按环保方式处理工作用料、清洁
剂和垃圾。
请遵循有关操作燃油和燃油蒸汽的安
全规定。
燃油和燃油蒸汽易燃。
在燃油泵上工作
时严禁
– 吸烟，
– 点火，
– 明火和
– 产生火花的工作。

责任

本手册中的所有数据都经过仔细的调
查研究并进行比较。 不过可能仍然存
在数据翻译错误，这些信息存在某些未
知的错误、纰漏或者在此期间已经发生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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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对所提供信息的正确性、完整
性、更新或者质量不承担任何保证和法
律责任。
由于使用或错误使用本手册中的信息，
或者信息不完整或错误而造成的直接或
间接以及有形或无形的损失，只要不是
由于我方故意或玩忽职守造成的，我方
不承担任何责任。

给定信息的使用由修理厂人员承担风险
和责任。
相应地，我们对由于维修厂人员 不具备
专业技术知识、需要的修理知识或者经
验所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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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基础
2

基础

从进气歧管

2.1 燃油系统
分配器

进气"歧管

燃油
真空

喷油阀

燃油泵

燃油箱

图2

对于使用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和设备，在
正常情况下需要汽油或柴油。
为此所使用的构件在概念“燃油系统”中
进行概括。
在过去几十年间燃油系统的部件已经改
变。 目前的直接喷射发动机情况在图2
中作了简单说明。
燃油泵吸入燃油箱中的燃油，用需要的
压力将其输送到燃油供给系统
在燃油箱或燃油泵的吸入管中常常装有
一个粗滤器（也称“网式滤清器”）。
吸入侧上细网孔的滤清器可能由于气蚀
*)
损坏燃油泵。
同时此种气蚀风险也容易由安装在压缩
管道宽度的进气侧的其他部件引起。

燃油滤清器

燃油系统（汽油机，系统图）

泵压力侧上的燃油滤清器用于防止喷油
阀受到杂质影响。
压力调节器将压力调节到分配器中所需
要的水平。 它通常通过进气歧管真空进
行气动控制。
燃油从分配器导入各个喷油阀。
所有汽车生产商有不同结构形式的喷油
系统。 这里超出本手册的范围，详细探
讨各种系统。
多余的燃油回到燃油箱中。
燃油泵是燃油系统的“心脏”。
在任何运行状态下必须给发动机输送足
够的燃油。 如果燃油不足，将导致行驶
性能故障，甚至汽车停止。

燃油泵只是燃油系统众多构件中的一个
部件，因此也只是一个可能的故障源。
因此，发生故障时必须对燃油系统进行
整体观测。
因为和有“心脏问题”的人一样，根本原
因可能完全在其他地方。
燃油系统的绝大部分故障都是由于燃油
中的杂质引起的。
如第3章所示，这些杂质可能由多种多样
的原因引起。

*) 气蚀是低压力时液体中形成的汽泡。
形成的气泡立即重新瘪下去（向内破裂），在这
种情况下可能破坏泵吸装置的部件。

梅施发动机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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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基础
2.2 结构
在目前的电动燃油泵结构中，泵吸装置
直接安装在电动机的轴上。
它们装满燃油，并同时通过燃油进行冷
却和“润滑”。
优点：
– 移动部件少
– 结构紧凑
– 外形尺寸小
有不同结构的泵吸装置。
可以粗略分为恒流泵和容积泵。

恒流泵
在恒流泵中燃油通过转子的离心力传
输。
它们只产生极小的压力
（0.2–3 巴），并用作二级泵的前级或预
供油泵。
燃油在没有盖子和阀门的情况下自由流
入恒流泵。 因此停止状态时燃油可以
通过恒流泵回流。
恒流泵不是自吸式的，也就是说，它们的
位置必须始终低于燃油箱中的液位
（最大吸入长度 0 mm）。
“侧通道泵”属于恒流泵。

容积泵
在容积泵中燃油通过封闭的腔室输送。
和它们在传统的喷油系统中那样，它们
主要用于较高的系统压力
（最大约 6,5 巴）。
除了由于结构限制的泄漏外，燃油即使
在车辆停止状态也不能通过容积泵反
向流回。
内啮合齿轮泵、叶片泵、滚子叶片泵和
螺旋泵都属于容积泵。
容积泵只在极小的程度上是自吸式的，
也就是说，它们必须安装在燃油箱液位
的下方（最大吸入长度 500 mm）。
不能穿过容积泵 供油！
也就是说，当这类燃油泵发生故障时，
必须进行更换。
在前面或后面（“串联”）安装附加的燃
油泵没有作用。
根据汽车上的安装情况分为内置式燃油
泵和管线泵。
发展方向是内置式燃油泵或成套供油组
件。在这种供油组件中，其他构件如液位
传感器或诊断系统直接包含或附着在供
油组件上。

E3TS
电动
燃油泵
发动机结构尺寸
(泵直径- Ø:mm)

1 = 38 mm
2 = 43 mm
3 = 43 mm 功率增加

主级

T

F

内啮合齿轮
泵吸装置

叶片泵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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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级

L
螺旋泵吸装置

S
侧通道－
泵吸装置

图3

PIERBURG 电动燃油泵的缩写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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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基础
叶片泵 – E1F

叶片泵吸装置

电气连接

吸入侧

压力侧

燃油粗滤器

泵原理以及叶片泵的剖面（示意图）

侧通道泵 – E1S

侧通道泵吸装置

电气连接

吸入侧

压力侧

图4

直流电动机

直流电动机

图5

持压阀 1)

泵原理以及侧通道泵的剖面（示意图）

螺旋泵 – E3L

离合器

持压阀 1)

吸入侧

压力侧

燃油粗滤器

螺旋泵吸装置

图6

直流电动机

电气连接

泵原理以及螺旋泵的剖面（示意图）

1)

梅施发动机国际贸易

持压阀即使在点火装置关闭的情况下也在燃油
系统中保持恒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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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基础
内啮合齿轮泵 – E2T/E3T

内啮合泵吸装置

电气连接

吸入侧

压力侧

燃油粗滤器

直流电动机

限压阀 2)

图7

持压阀 1)

泵原理以及内啮合齿轮泵的剖面（示意图）

带有侧面通道前级的内啮合齿轮泵
– E3TS

排气
孔

限压
阀 2)

直流
电动机

电气
连接

吸入侧

压力侧

排气
接口

侧通道泵吸装置（前级）

图8

内啮合齿轮泵吸装置
（压力级）

持压阀 1)

泵原理以及两级泵的剖面（示意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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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压阀即使在点火装置关闭的情况下也在燃油
系统中保持恒压。

2)

当燃油泵内的压力上升到不允许的高度，限压
阀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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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供油组件

燃油进给

电气连接

燃油回流

伸缩管

备用箱
(“防溅板”)

悬挂件
用于
燃油液位显示器的油箱传感器

燃油泵
用于
燃油液位显示器的浮子

吸入口滤网

图9

喷射泵 3)

供油组件剖面（示意图）

3)

梅施发动机国际贸易

喷射泵利用狭管效应：
从发动机流回的燃油通过喷射泵的喷嘴加压，
在此情况下燃油从油箱进入备用油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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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基础
2.3 电动燃油泵安装示例方框图
根据燃油泵在汽车中的安装方式分为内
置式燃油泵和管线泵
– 管线泵安装在燃油管路中。
– 内置式燃油泵安装在燃油箱内。 在
内置式燃油泵中，其他部件如液位传
感器或诊断系统可以直接安装在供油
组件中或组件上。
这里没有列出像半内置式燃油泵（例如
在Golf II中）这样的临时的和特殊解决
方案。
根据要求可以先后串接一个或两个燃
油泵。
– 单个燃油泵
– 两个燃油泵（预供给泵，主泵）
预供给泵以极小的压力将燃油输送给
主泵。
– 单个，但有两级的燃油泵

图 10

管线燃油泵

图 11

内置式燃油泵

图 12

管线预供油泵/管线主泵

图 13

内置式预供油泵/管线主泵

图 14

管线两级燃油泵

图 15 内置式两级燃油泵
存储容器中的燃油泵（“防溅板”）；
各级之间相互密封

在旁边的插图中是这些安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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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
3

损害

3.1

概览

电动燃油泵功能故障或损坏的主要原
因是污染燃油或进水燃油引起的后继
损坏。
其他原因是低劣质量燃油、外力损坏或
燃油泵错误排列或选择。
在下面章节中阐述了各种损坏及其可能
的原因。
根据发生的频率顺序，这些原因是：
– 由污物引起的损坏
（参见  章节 3.2.1）
– 由水引起的损坏
（参见  章节 3.2.2）
– 错误使用/应用（参见  章节3.4）
– 低劣质量燃油
（参见 章节 3.2.3和3.3）
– 机械损坏/
装配误差（参见 章节 3.5和3.6）
请注意，各种原因相互间不能始终清楚
界定。
因此由燃油中的水引起的‘锈蚀颗粒’
严格来说应归在‘由污物引起的损坏’目
录下。
同样低劣质量的燃油最常见的特征是，
会导致腐蚀和由污物引起的损坏的大
量水份。
但由水引起的损坏经常发生，故将在单
独的分章节中对其进行说明。

图 16

严重腐蚀的电动燃油泵

通常在修理厂无法看到的图
片。
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打
开燃油泵测定，从外部看
完好无损的泵为什么发
生故障。

本手册的内容是梅施发动机国际贸易公
司和
Kolbenschmidt Pierburg AG公司售后市
场公司售后服务工作的知识概要。
因此本手册的重点是梅施发动机国际贸
易公司销售的燃油泵。
本手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介绍造成损坏
的可能原因，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从外
部”无法看出燃油泵为什么不再正常运
行，或者显示出没有足够的功率。
为了能在发生故障时查明原因，很多情
况下必须打开燃油泵，这样会彻底破坏
燃油泵。
即使读出新车中车载诊断系统(OBD)故
障代码也只能提供帮助。 因为车载诊
断系统(OBD)显示的部件也不总是真正
引起故障的部件。

梅施发动机国际贸易

在这种情况下询问了解系统的专业人
员。
这是确保不是现象，而是根本原因被找
到的唯一途径，随之损坏不会在几百公
里之后重新发生
投诉处理表明，绝大多数遭投诉的
电动燃油泵符合规定的技术条件。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开销和额外的费用，
梅施发动机国际贸易公司开发了一种适
用于批发商和进口商、易于操作的测试
设备（参见  章节 5.2）。
它能够就地无损检测电动燃油泵的功
能。
可以通过使用这种设备毫无问题地识
别不合理的投诉，避免不必要的退回和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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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损害
3.2 污染的燃油
3.2.1 由污物引起的损坏
导致燃油泵中发生故障或者燃油泵提
前损坏最常见的原因是包含大大小小颗
粒的杂质。
它们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
- 滤清器堵塞
– 供油量减少，
– 燃油泵产生的噪音过大
– 泵干运转
– 泵吸装置阻塞
对此可能的原因是：
– 锈蚀或钙颗粒（“由水引起的损坏”，
参见  章节 3.2.2）
– 外来的杂质进入燃油箱（例如加油
时）
– 由于长时间停车燃油老化（形成沉
淀）
– 未遵循维修周期（更换滤清器）
– 低劣质量燃油
（参见 章节 3.2.3）
– 燃油软管老化，变脆
– 由于油箱排气管磨穿或油箱排气管改
装不当使杂质和水进入

图 17 污损的燃油泵
插图所示为一台严重污损的燃油泵。 外壳已拆除，能看见侧面的脏物颗粒沉淀流下。

图 18

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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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开的 E3F 内啮合齿轮泵内部示意图

阻塞的E3T型内啮合齿轮泵吸装置（长短幅
旋轮线-齿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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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损害
滤清器堵塞
如果吸入侧上的燃油滤清器或滤网被杂
质堵塞，首先显示以下现象：
– 供油量不够
– 没有达到压力
– 燃油泵工作噪音过大
– 发动机熄火 (由于形成气泡)
这可能导致燃油泵发生故障，车辆停
止。
大多数现代化的燃油泵都用燃油冲洗，
并用其进行润滑和冷却。
当冲洗不够充分，而又造成燃油泵入口
的粗滤清器或网式滤清器堵塞的话，则
会存在’干运转‘的危险。
干运行会加速损坏泵吸装置。

图 20

由于干运转造成的熔蚀损坏

图 21

由于干运转燃油泵中的塑料
件熔蚀。

E1F, E2T 和 E3T 结构系列的燃油泵在吸
入侧装有一个内置网式滤清器。
这种小的“粗滤清器”用于防止杂质。
对遭投诉的燃油泵的调查显示，这种网
式滤清器常常被吸入的燃油中的脏物
堵塞。
改装E1F时请注意：
使用柴油机时必须拆除网式滤清器，因
为由于温度极低时柴油具有较高的粘
度，可能引起问题出现。

图 22

左边显示的是 E1F
叶片泵上堵塞的网式滤清器 – 右
边是新的
图 23

梅施发动机国际贸易

E3T型 内啮合齿轮泵 污染的网式
滤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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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损害
泵吸装置阻塞
吸入的异物进入燃油泵，常常直接阻塞
泵吸装置旋转的部件。
大多数情况下泵立即停止运行。

损坏的叶片

如果吸入侧的燃油滤清器或滤网损坏或
者不存在，异物进入燃油泵。
正在燃油系统上工作时存在异物进入燃
油箱的危险。
进行比较：
未损坏的叶片

图 24 叶片泵的泵吸装置 -由于异物而引起的损坏
右边上面的叶片被异物严重损坏。
用右边下面未损坏的叶片进行比较。

图 25

异物引起的刮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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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损害

图 26

内啮合齿轮泵 E3L-由于异物而引起的损坏

图 27

图 28

造成损坏的异物（与回行针大小
相比）

典型的异物磨痕

梅施发动机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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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损害
图 29 网式滤清器中的碎屑
这里是在燃油系统上工作时金属屑进入燃
油箱。 锐边的碎屑损坏了网式滤清器。
因而脏物能进入泵内，阻塞泵吸装置。

图 30
叶片泵被污染的泵吸装置
转子被污染，使得各个叶片（这里已拆除）无法移动。 尽管泵仍然“运
行”，但不再供油。

图 31 和 32 是由于在燃油系统上工作
液体密封胶进入燃油箱的情况。
网式滤清器不能阻止这种密封胶－它粘
贴在泵吸装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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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网式滤清器中的密封胶

图 32

泵吸装置中的密封胶（长短幅旋轮线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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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损害
内置式燃油泵通常在吸入侧装有
一个网状滤清器。
安装时应注意，不要损坏滤清器，尤
其是滤清器中可能有的肋条（另见 章
节 3.6.2）。

图 33 内置式燃油泵中损坏的滤清器
这里脏物可以轻易进入，或者滤清器中的肋条碎片可能阻塞泵吸
装置。

图 34
E1S 型侧通道泵转子
轮的叶片被异物破坏（下
面）。
碎片（右边）在滤清器中。
图 35
进行比较： 带有未损坏的转子轮的侧
通道泵吸入口底座示意图（下面）

梅施发动机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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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损害
3.2.2 由水引起的损坏（腐蚀）
污物损害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燃油系统中
水引起的损坏。
燃油中水形成的锈蚀或钙颗粒可能堵塞
滤清器，从而导致干运行。
燃油泵上和燃油泵中的钙及锈蚀沉淀减
小移动部件的滑动间隙。
这样就限制了部件的移动自由，导致耗
电量增加，供油量减小，甚至燃油泵阻
塞。
乍一看来，燃油泵中“由水引起的损坏”
的概念似乎很奇怪。 但是水可以以各种
各样的方式污染燃油。
油箱中形成冷凝水
环境空气始终包含一定量的水，即使空
气超过燃油箱的液面。 这些水量的比
例被称为“相对空气湿度”。
较冷的空气可能比热空气存储的水量
少，也就是说，当空气冷却时，凝结出
水。
对于所谓的“停在车库长久未开动的车
辆”可能是个问题。
当车辆油箱相对长时间运行较空时，油
箱中的大量空气也可能凝结出大量的
水。

如果汽车长时间停止，应给汽车
加满油。

图 36 叶片泵上因水引起的损坏
右边是用来比较的具有类似
里程数的未遇水的燃油泵

不按规定使用
燃油泵设计用于输送燃油（汽油、柴
油）。
存在着将燃油泵用作“水泵”的实际情
况。
燃油质量
加油时燃油中可能已含有水份。
对此可能的原因是：
– 个别国家不同的燃油质量
– 从潮湿的桶/油箱中加油
– 管理不佳的油箱
– 生态柴油（参见  章节 3.3）
– 高酒精含量
酒精吸水。 当达到一定的极限值时
这些水析出。

燃油系统泄漏
溅射的水可能以多种方式进入燃油系
统：
– 在雨天加油
– 油箱盖密封件不密封或缺少
– 油箱盖有缺陷
– 通过暴露在溅射的水环境下的气动阀
门通风孔，例如ACF系统中的阀门（活
性碳滤清器系统）。
– 事故或车身维修后燃油加油管接头安
装错误
– 油箱排气管磨穿或油箱排气管改装
不当

有关主题“燃油质量”在 章节
3.2.3
中还进行了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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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损害
图 37

内啮合齿轮泵 E3T
– 带有锈蚀和钙沉淀

图 38

进行比较：
内啮合齿轮泵 E3T – 尽管已运行一
段里程，但仍然处在良好状态

图 39

燃油中的水

这是确定燃油中是否有水的方
法。
将少量燃油从尽可能低的位置移注入
耐燃油的玻璃杯（试剂玻璃杯）中。 一
段时间后水沉淀。

燃油

请遵循防火规定！

水

梅施发动机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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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损害
图 40 叶片泵E1F的锈蚀
入口
燃油泵的外壳通常用铝制成。
铝不会“生锈”，在这种情况下修理厂应查明
原因。

图 41
左边： 被锈蚀堵塞的网式滤清器
右边： 新网式滤清器
如果燃油泵吸入侧的网式滤清器有锈蚀或
钙沉淀，这是燃油中有水的信号。

图 42

左边：
内置式燃油泵滤清器上的钙沉淀
右边： 与新滤清器的比较
图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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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式燃油泵入口上的钙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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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损害
图 44 燃油泵中的水
在这种情况下水完全“积存”在泵中。
泵吸装置被腐蚀，水无法再流出。
这种燃油泵被作为“水泵”滥用。

图 45
锈蚀和钙颗粒
当锈蚀或钙沉淀形成颗粒或晶粒时，它们可
能和吸入的杂质一样阻塞或破坏泵吸装置
的旋转部件。
打开这种燃油泵时，会发现特有的‘灰沙’已
经破坏了转子轮的叶片
这些颗粒不能通过完好的网式滤清器－必
然是在泵内形成。

梅施发动机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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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损害
图 46

图 47

左边：
触点
右边：

腐蚀的电气
新状态

长短幅旋轮线齿环被锈蚀颗粒阻塞
（显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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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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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左边：
右边：

图 49

带有钙沉积的长短幅旋轮线齿环

图 51

长短幅旋轮线齿环
（左边带有钙沉淀的齿环，右边是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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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

严重锈蚀的
长短幅旋轮线齿环
新状态

燃油泵钙化的外部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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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损害
可以简单检查长短幅旋轮线泵吸装置的
灵活性：
如果如下面图示泵吸装置在一个平面
上转动，齿环和齿轮必须能灵活交错啮
合。

图 52

长短幅旋轮线泵吸装置必须灵活交错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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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进行比较： 锈蚀的长短幅旋轮线
泵吸装置
这里无法移动。

图 54

螺旋泵（左边锈蚀，右边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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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损害
3.2.3 燃油质量
未遵循的标准
燃油质量问题尽管越来越少，但还不能
完全排除
尤其是在个别欧洲之外的国家可能出现
问题。
因此，在媒体中间有时出现有关国外劣
质、污染燃油的报道和传闻。

从桶/油箱中加油
水和脏物进入燃油的另一个原因可能
是，从桶中给汽车加油。这些桶事先用
水冲洗或清洁过，但后来没有充分干
燥。
管理不佳的油箱系统
在安装或运行油箱设备时不遵循预先
规定的使用说明，可能导致水和脏物进
入。
燃油老化
长时间不使用车辆时由于油箱中的空气
可能导致燃油氧化。
从燃油与空气氧气的反应中形成树脂类
产品 (“Gum” [3]) ，这种产品可能导致
整个燃油系统或者泵粘着或堵塞。

图 55

插图中是E3L型螺旋泵的泵吸装置。
从切开用于鉴定的外壳中还有剩余的绿色
液体流出。

图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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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的介质形成的粘着
由于这种“燃油”引起泵吸装置粘着。 泵的
两个供油螺栓相互粘着的位置可以由螺栓
(箭头处）上的沉淀而清楚认出。

由于质量有缺陷的燃油引起的薄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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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损害
3.2.4 溶出的物质
由于溶出的化学物质形成污染物造成特
殊的污染情况
如果在改装燃油系统（例如更换燃油管
线、燃油滤清器）时使用劣质材料，可能
从中分解出例如硫化促进剂、添加剂或
软化剂等物质，并进入燃油内。
图 57 中说明了这种情况。
图中所有的泵构件都有一层黄色的薄膜
层。 牢牢附着在构件表面的物质是晶
体，不溶于水和燃油。
转向器没有被腐蚀或化学侵蚀，但由于
薄膜层不导电的性能，导致了换向器和
碳刷之间绝缘。
图 57

由于燃油中的软化剂而形成的绝缘层

图 58

进行比较： 没有薄膜层的同类型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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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对燃油中的杂质如何处理？
如前面几章中阐述的那样，杂质的原因
可能多种多样。
找出杂质的原因！
如果只排除现象（例如更换损坏的燃油
泵），这样原因还没有得到排除。
迟早会再次出现故障。

梅施发动机国际贸易

– 用干净的优质燃油冲洗燃油系统。

对此可能必须拆卸燃油箱。

– 遵循汽车制造商规定的维修周期。
– 如果汽车长时间停止，应给汽车加满
油。

– 定期更换燃油滤清器。

– 应清洁保存并遮盖拆除的零部件。

– 对于接触燃油的部件（例如，橡胶密
封件）只能使用耐燃油的材料。

– 安装之前应首先拆除新燃油泵的运输
锁紧装置。

– 使用优质材料。

– 严禁用压缩空气清洁打开的供油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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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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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物柴油/植物油
过去主要使用RME（菜籽油甲酯）作为
“生物柴油”。
自2003年12月以来针对“脂肪酸-甲基
酯” (FAME) 的新标准DIN EN 14214生
效。 该标准允许除了RME外还可以使用
其他混合物，例如大豆油，葵瓜子油和
废弃菜油脂（动物油，鱼油等等）
在使用生物柴油工作时，比用其他（“化
石”）燃料/燃油运行时可能更频繁和更
快导致损坏和功能故障[2]。
– 对于汽车生产商未专门批准用于使用
生物柴油运行的车辆，燃油系统中的
密封件和塑料件可能腐蚀。
– 生物柴油吸湿反应，也就是说，它吸收
环境空气中的水。 除了腐蚀外，这还
可能导致细菌生长。
– 在生物柴油中发生氧化过程，这可能
导致油脂分子凝结，堵塞滤清器和喷
油嘴。
– 生物柴油具有良好的生物降解性，抗
老化性差。 这可能引起沉淀颗粒堵塞
滤清器。

图 59 粘着的泵吸装置
转子与长短幅旋轮线泵吸装置粘结在一起。
插图中泵吸装置已拆除 － 但其轮廓在粘性物质内，还可以清晰看出。

只能在汽车生产商批准的情况下
使用生物柴油。

图 60 生物柴油造成的损坏
在这种情况下RME（菜籽油甲基酯）已在约3个工作小时后溶解了碳刷，并在换向器（“极性转
换器”）上形成了类似漆的绝缘层－泵发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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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BURG 公司的质量管理检测得出，
使用生物柴油时，特别是使用劣质生物
燃油时，在很短的工作时间后已可能导
致以下的功能故障和损坏：
– 沉淀堵塞滤清器，并阻塞泵吸装置
– 沉淀使换向器绝缘
– 密封件和塑料件腐蚀
– 短时间运行后碳刷烧损（“碳刷火”）
– 腐蚀破坏金属件

图 61 滑动接触支架的示意图
碳刷完全溶解，并在极性转换器上形成薄膜层

人们将电动机换向器（极性转换
器）上形成的火花成为“碳刷火”
。
碳刷建立与泵电机（转子）的旋转部件
接触。 在短时间内，碳刷循环接触两个
不同充电的换向器片，从而导致可被看
作火花的静电放电。 滑道上的绝缘膜
产生多种提前烧蚀碳刷的排放物质，这
些放电会提前烧损碳刷。

图 62 约15.000 km中的滑动接触
左边： 提前磨损
右边： 这么多的里程下的正常状态

图 63 极性转换器的破坏的滑动路径
碳刷烧损后，将碳刷压在极性转换器上的弹簧在滑动路径中
“铣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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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错误使用/应用
错误配置
在更换或改装时，一再发生从产品目录
中选择不适合所需用途的燃油泵或电子
介质。
这会提供过高或过低的压力。
不按规定使用
如果以不适合的方式使用燃油泵，这更
加严重。
燃油泵设计用于输送燃油（汽油、柴
油）。
图 64 不允许的介质引起的结晶沉淀
引起此类沉淀的原因只能通过复杂的化学
测试予以单独确定。

这种说法对于大多数情况而言似乎是理
所当然的。
不断的有因输送了其他液体（水、油、
电池电解液）而产生了故障的燃油泵被
退回。
图 65 中 E3T 型管线泵，即安装在燃油
箱外的燃油管线中的燃油泵，被放到了
油箱中。
包围燃油泵的橡胶封套被燃油溶解，并
堵塞燃油泵和其他的燃油系统。

图 65

作为内置式燃油泵使用的管线泵。

橡皮封套
此橡胶封套用于适应竞争对手较
大的结构形式，以便梅施发动机国
际贸易公司销售的燃油泵能与现有
的支架匹配（参见  图 66）。
橡胶封套的另一个优点是，不会将
振动传递到
车身上。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PIERBURG 产
品信息 PI 0027/A。
图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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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安装不当

在对电动燃油泵进行改装时应注意几
点，否则可能导致燃油系统发生故障或
者燃油泵损坏。
– E1F 和 E3L 型燃油泵是管线泵。 它们
只能安装在管线中。
最大吸入高度： 500 mm
– E1S 只能作为内置式燃油泵安装在油
箱内。
最大吸入高度： 0 mm

– 将燃油泵安装在能避免污水和水溅射
的地方。
– 为了避免污物损坏，在E1F型电动燃油
泵中必须在泵前的吸入侧将网式滤清
器安装在燃油管线中。
此滤清器应有足够大的过滤表面（根
据用途）以及 60–100 μm (微米) 的
筛孔。
纸芯滤清器不适合，因为筛孔太窄。

– 对于 E1F 型燃油泵，PIERBURG 通过
其网式燃油滤清器 4.00030.80.0 提
供了过滤，可靠保护燃油泵免受污物
和其他碎片进入，并以此预防提前发
生故障（参见 图 67）。
网式滤清器应在和燃油滤清器一样的
维修周期进行更换。
– 选择安装位置时，应使燃油泵不会遭
受由于热（发动机或排气管附近）以
及震动（刚性管线，拉紧安装）产生的
过量负荷。

– 所有现代化的泵都是电动机驱动的。
燃油流过驱动装置，并同时用作冷却
剂。
必须始终有燃油流量，以获得完好的
功能/制冷。.
在柴油机上使用时必须拆除进气
接管中的网式滤清器。

– 电连接泵，使其连续供油。
输送量极小或者没有输送时电能消耗
升高；但几乎不进行制冷。 结果是，
泵中形成气体，发动机供油装置中出
现问题，继而导致泵磨损。
例如，这可以通过回油管进行避免。

图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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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式燃油滤清器 4.0003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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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装电动燃油泵时，应根据§ 46
StVZO的规定安装安全断开装置。

一旦点火装置接通，泵就供给燃油。
为了避免在点火装置已启动、发
动机停止运行的情况下（发动机
停止，事故）出现化油器溢流，或者由于
管线断开燃油失控流出，必须安装安全
断开装置 4.05288.50.0（参见 服务
信息 “SI 0016/A”) ！
通过安全断开装置“在发动机关闭”时停
止燃油泵。

– 干运行会加速损坏泵吸装置。 为了
避免这些情况发生，泵必须深入（“湿
的”，在液位下面）安装在油箱附近。
安装时必须避免吸入侧上变狭窄（“狭
窄处”）。
如果无法避免，应将叶片泵E1S作为
预给油泵放置在油箱中。

– 取决于电动油泵改装的位置，共振会
引起听起来象燃油泵产生故障的噪
声。
– 同时燃油管道在拉力下放置时也会引
起极大的噪声产生。

– 对于接触燃油中的部件（例如，橡胶
密封件）只能使用耐燃油的材料。
– 清注意，安装时不要使用引发接触腐
蚀的材料组合。
例如，不允许泵壳（铝）与镀锌表面接
触（参见 图 72）。
有关此主题的其他信息可以在燃油
系统-通用部件和解决方案手册中找
到[6]。

图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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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机械
损坏
3.6.1 错误的安装
错误安装或拆卸燃油泵可能导致密封
件、外壳和接线（电气、燃油）损坏。
在没有锁紧的情况下拧紧
对于E2T 和 E3T 型内啮合齿轮泵，在拧
紧燃油连接管线时泵壳上的配合件常常
没有在正确位置锁紧。 因此外壳中带
有接线的整个泵盖扭转。 位于泵壳下
方的密封圈在此情况下被压碎。
由于整个泵吸装置扭转，在泵壳和泵盖
之间的O形密封圈常常被推移或者损
坏。 泵的法兰面变得不密封。

图 69 扭转的泵盖
在E2T 和 E3T 型燃油泵上设有标记。 这些标记必须相对设置。 如果
不是这样，泵已经被错误操作并损坏。

重要的安装提示：
拧紧连接管路时，燃油泵下面的
六角形螺栓必须锁紧，否则可能
导致燃油泵泄漏。
燃油泵泄漏会存在较高火灾危险！

出厂前所有的燃油泵都进行了质量
和功能检测。
这些损坏只可能是后来由于错误操
作造成的。

图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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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安装：
在没有锁紧的情况下拧紧

图 71

正确安装：
在燃油泵的下面六角形上必须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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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腐蚀
当安装或改装不当时，材料可能被组合
而造成接触腐蚀。
例如，泵壳（铝）不能与镀锌表面接触。
如果带有镀锌涂层的钢制管夹在没有绝
缘的情况下直接安装在泵的铝制泵体
上，并有电解液（喷射水）时，可能形成
接触腐蚀。
这可能进一步导致，泵体由于点状腐蚀
而变得不密封。

图 72

错误的材料组合引起的接触腐蚀

图 73

外壳上的严重损坏

燃油泵泄漏会存在较高火灾危
险！

3.6.2 严重损坏
泵壳损坏
由于错误操作（例如倾倒）可能导致燃
油泵外壳损坏。
例如安装时燃油泵倾倒，这可能导致塑
料破裂，从而使燃油泵泄漏
（参见  图 73）。

燃油泵泄漏会存在较高火灾危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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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损坏
错误安装/
拆卸时可能出现接线损坏或破裂（参见
 图 74 和 75）。

在燃油接线泄漏的情况下存在严
重的火灾危险！

图 74

破裂的连接软管

图 75

电气接点上的严重损坏

出厂前所有的燃油泵都进行了质量和
功能检测。
这些损坏只可能是后来由于错误操作
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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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清器损坏
内置式燃油泵通常在吸入侧装有一个网
状滤清器。
为了稳固在个别滤清器中有加固肋条。
错误安装时滤清器和滤清器中可能有的
肋条会损坏（参见 图 76）。
脏物可能进入，或者滤清器中肋条碎片
可能阻塞整个泵吸装置。

图 76

图 77

内置式燃油泵滤清器中断裂的加固肋条

E1F叶片泵损坏的网式滤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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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油组件上液位传感器损坏
一些供油组件上配有一个机械阻尼式的
液位传感器。 用手移动液位传感器时传
感器可能断裂（参见  图 78）。
图 78

断裂的
液位传感器

不要用手移动液位传感器臂
（参见  图 79）。
断裂危险！

图 79

不要用手移动

供油组件上液位传感器弯曲
由于错误安装液位传感器臂可能导致其
弯曲 。
由此可能导致油箱显示器显示错误的燃
油量。

梅施发动机国际贸易

出厂前所有的燃油泵都进行了质量和功
能检测。
这些损坏只可能是后来由于错误操作造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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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运输损坏
通常运输损坏很容易识别。
外表的痕迹有：
– 泵壳上的小坑和凹点
– 断裂的接线或安装件
– 进气接管或压力套管污染

尤其当包装损坏时必须注意，燃
油泵本身是否在运输中损坏。
包装和运输锁紧装置，例如新燃油泵中
的栓塞只能在安装之前取下来。

图 80

破裂的永久磁铁（定子）

跌落或者安装时损坏的燃油泵不
能再进行安装。

图 81 转子上破裂的永久磁铁颗粒
管状围绕转子的永久磁铁粉碎。 碎屑阻塞泵。
估计在安装时此泵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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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前所有的燃油泵都进行了质量和功
能检测。
这些损坏只可能是后来由于错误操作造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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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提示

现象
燃油系统发生故障时几乎都出现相同的
现象：
– 燃油泵不运行
– 燃油泵产生噪音
– 燃油泵的供油量太小
– 输送压力太小
– 燃油气味
– 燃油溢出/泄漏
– 发动机熄火
– 发动机功率减少

原因
原因通常在于燃油污染或含水，有时候
也在于燃油本身的质量
（参见  第3章）。
原因
如前面几章中阐述的那样，这些污染的
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

只能通过打开并因此破坏燃油泵
才能看见的损坏，在表格中
用颜色 标出。
右边的提示：
修理厂人员在保修和索赔情况下
不得擅自打开燃油泵。
如果修理厂人员或零部件经销商打开遭
索赔的燃油泵，保修索赔权自动失效。

因此在本章中可以看到再次归纳的原
因。

由污物引起的损坏
索赔/投诉

损坏外观

可能的原因

– 没有达到压力

– 粗滤清器、滤清器或滤网堵塞

– 供油量不够

– 由于干运转造成的泵吸装置熔蚀

– 杂质从外面进入燃油箱（例如加油 – 测量压力和供油量
时）
– 清洁/更换吸入侧堵塞的筛网滤芯
– 由于长时间停车燃油老化（形成沉 – 安装粗滤清器
淀）
– 用干净的优质燃油冲洗整个燃油
– 未遵循维修周期（更换滤清器）
系统
– 燃油质量有缺陷
– 更换燃油泵

– 燃油泵工作噪音过大
– 发动机熄火
– 泵损坏

– 燃油软管老化，变脆

– 加注优质燃油

– 由水带来的损坏

– 可能的话在注油套管中安装附加
滤清器/滤网

– 由于油箱排气管磨穿或油箱排气
管不当改装使脏物和水进入
– 泵损坏

– 供油量不够

– 遵循维修周期（更换滤清器）

– 泵中的碎片

– 粗滤清器、滤清器或滤网损坏

– 更换泵和燃油滤清器

– 泵中活动部件上的磨痕/刮痕

– 粗滤清器、滤清器或滤网污染

– 安装新泵之前清洗供油装置

– 泵中的碎片
– 没有达到压力

补救措施/备注

– 泵中的薄膜层

– 原则上按汽车生产商的规定更换
滤清器；
（注意流量方向箭头）
– 使用其中溶解了硫化促进剂、添加 – 使用优质材料
剂或软化剂的劣质材料

– 燃油泵工作噪音过大
– 发动机熄火
– 泵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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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水带来的损坏
索赔/投诉

损坏外观

可能的原因

补救措施/备注

– 没有达到压力

– 燃油泵上钙和锈蚀沉淀

– 燃油系统不密封性

– 供油量不够

– 燃油泵中钙和锈蚀沉淀

– 在雨中加油

– 用干净的优质燃油冲洗整个燃油
系统

– 燃油泵工作噪音过大

– 粗滤清器、滤清器或滤网堵塞

– 油箱盖密封件不密封或缺少

– 排除燃油设备中的泄漏处

– 发动机熄火

– 由于干运转造成的泵吸装置熔蚀

– 油箱盖有缺陷

– 更换燃油泵

– 泵损坏

– 腐蚀

– 溅射的水通过气动阀门的通风孔
进入，例如ACF 系统阀门。

– 加注优质燃油
– 长时间停车后给汽车加满油

– 油箱中形成冷凝水
– 车辆在车库中停放过久
– 燃油质量
– 未遵循质量标准
– 从桶/油箱中加油
– 较差维护的油箱系统
– 生物柴油

燃油质量缺陷
索赔/投诉

损坏外观

可能的原因

补救措施/备注

– 没有达到压力

– 燃油泵上钙和锈蚀沉淀

– 管理不佳的油箱系统

– 目检，气味检查

– 供油量不够

– 燃油泵中钙和锈蚀沉淀

– 燃油老化

– 燃油泵工作噪音过大

– 粗滤清器、滤清器或滤网堵塞

– 燃油质量有缺陷

– 用干净的优质燃油冲洗整个燃油
系统

– 发动机熄火

– 由于干运转造成的泵吸装置熔蚀

– 生物柴油

– 泵损坏

– 清洁/更换吸入侧堵塞的筛网滤芯

– 腐蚀

– 更换燃油泵

– 燃油系统中树脂类粘着或堵塞

– 加注符合现行标准的优质燃油

– 密封件和塑料件被腐蚀

– 更换燃油滤清器和必要时更换喷
油阀

– 碳刷烧损
– 沉淀使换向器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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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诊断提示
错误使用
索赔/投诉

损坏外观

可能的原因

补救措施/备注

– 压力过高或过低

– 无

– 错误配置

– 选择正确的泵

– 没有达到压力

– 溶解的橡胶部件

– 不按规定使用

– 供油量不够

– 粗滤清器、滤清器或滤网堵塞

– 按规定
使用

– 燃油泵工作噪音过大

– 泵吸装置粘着

– 供给其他液体（例如水）

– 按规定
使用

– 不按规定安装

– 注意安装条件

– 泵安装过高

– 选择正确受保护的安装位置

– 发动机熄火
– 泵损坏
– 没有达到压力

– 燃油泵上钙和锈蚀沉淀

– 供油量不够

– 燃油泵中钙和锈蚀沉淀

– 燃油泵工作噪音过大

– 粗滤清器、滤清器或滤网堵塞

– 发动机熄火

–
由于干运转造成的泵吸装置熔蚀

– 泵损坏

– 腐蚀
– 粘着
– 没有达到压力
– 供油量不够

–
由于干运转造成的泵吸装置熔蚀

– 燃油泵工作噪音过大
– 发动机熄火
– 泵损坏

机械损坏/安装错误
索赔/投诉

损坏外观

可能的原因

补救措施/备注

– 供油压力下降

– 泵盖不密封
–
标记不相对（参见 图 69）

– 错误安装/拆卸
当泵连接管拧紧时锁紧螺母未
锁紧

– 更换泵

– 供油量减少
– 燃油气味
– 泵泄漏

–
拧紧连接管线时必须拧紧泵盖中
的六角形，防止其“扭转”。
标记（参见
图 69，箭头）必须一致，并且不能
扭转。
– 注意拧紧扭矩

– 泵不输送

– 电气接线损坏

– 错误安装/拆卸
电气接线损坏

– 更换泵
– 连接电气接线时应小心进行
– 注意拧紧扭矩

– 供油压力下降

– 燃油接线泄漏/损坏

– 供油量减少

– 错误安装/拆卸
燃油接线损坏

– 更换泵

– 错误安装/拆卸
错误的材料组合引起的接触腐蚀

– 更换泵

– 拧紧连接管线时应小心进行

– 燃油气味
– 泵泄漏
– 供油压力下降

– 泵泄漏

– 供油量减少

– 点状腐蚀

– 燃油气味

– 安装夹部位上腐蚀

– 避免使用镀锌安装夹

– 泵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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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燃油泵
诊断提示
具有类似现象的其他故障
可能的原因

补救措施/备注

– 压力调节器故障

– 检查压力和调节功能
– 更换有缺陷的压力调节器
– 检查燃油系统

– 油箱通风/排气不正常

– 检查，必要时清洁或修理

– ACF滤清器或ACF管线装满燃油

– 检查管线（遵循汽车生产商的说明）
– 检查ACF－回收泵

– EKP的电源故障

– 目检

– 保险丝损坏

– 全面测量供电

– 电路中断

– 检查，必要时更换

– 泵继电器故障

– 检查，必要时排除故障
– 检查，必要时更换

– 喷油阀功能故障

– 发动机停止后使用合适的设备检查进气歧管中的HC值

– 错误喷油时间

– 检查喷油时间、喷油信号和密封性

– 错误喷油方向

– 清洗阀门，必要时更换

– 喷油阀泄漏
– 氧传感器污染或有沉淀，导致燃油燃烧不良或燃油含铅

– 检查氧传感器和触点接通

– 氧传感器反应滞后，进气量调节装置太“浓烈”
– 氧传感器由于废气温度过高被损坏，导致形成错误的混合物或点火中断
– 电气接地不正常
– 燃油系统有前后两个燃油泵，其中一个发生故障

– 检查两个燃油泵的功能

其他安装和诊断提示，尤其是改装燃油泵的提示可以在
燃油系统-通用部件和解决方案手册中找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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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及检验工具
5

工具和检测设备

5.1

燃油压力-测试仪

梅施发动机国际贸易公司提供在燃油
系统上工作时所需要的一系列工具和
设备。

详细的工具和测试仪可以在“ 具
和测试设备” [7] 以及我们主页的
网上商店中找到。
www.ms-motor-service.com

通过这些检验工具可以精确检测燃油
泵、系统压力调节器和所有通用喷油系
统的密封性。
– 带有以巴/psi为单位的双刻度盘的校
准表
0–2 巴 (0–30 psi)，专用于中心喷油
装置；
0–10 巴 (0–150 psi) 用于所有其他
的系统.
– 不同的接线和一个3通适配器，适用
于最通用的喷油系统。
– 所有的适配器和软管上结构紧凑的快
速离合器。
– 装在专用箱子中交货，附有测量各种
系统的详细说明书。

图 82

燃油压力-测试仪 4.07360.51.0

有关详细说明
请参见  产品信息
PI 0005, PI 0007。

图 83

燃油压力-测试仪 4.07360.51.0 的
使用

梅施发动机国际贸易

电动燃油泵 | 45

电动燃油泵
工具及检验工具
5.2 燃油泵测试仪
使用此设备可以不依赖于汽车用简单的
形式检查电动燃油泵的功能和密封性。
适用于零售商、售后服务和修理厂
电源： 12 V DC，通过汽车电池或者单
独的电源。

设备适用于以下测量：
– 0,2–6,5 巴系统压力时的供油量（体
积流量）
– 静态压力（用于E1F泵结构系列）
– 恒定压力（密封性检测）
（不用于E1F
泵结构系列）
– 耗电量

供货范围：
– 成套测试装置（没有试验液体和电
源），
– 连接电缆，
– 附件种类和
– 操作说明。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产品信息 PI 0014
设备由以下部分组成：
– 一个显示部件和
– 一个用于试验液体（试验油）和试样
的较低部分。
在显示部件中装有
– 一个电压表，
– 一个电流表，
– 一个压力计和
– 一个流量计（Flowmeter）。

图 84
数量

技术数据

燃油泵试验装置 4.07370.60.0 的应用

名称

尺寸/备注
HxBxT 590 x 405 x 350 mm

高：

590 mm

1

燃油泵-试验仪器

宽：

405 mm

1

操作说明

深：

350 mm

2

连接电缆

重量（装满油）：

29 kg

2

内六角螺钉

用于锁定仪器上面部件

试验液体：

按 ISO 4113 的试

1

附件套件组成部分：

订购号 4.07370.14.0

验油
充填量：

1

螺纹套管

M10 x 1; M12 x 1,5

约 9 升 或约油槽的

1盖形螺母

M12 x 1,5

一半高度

1螺纹套管

M12 x 1,0; 8 mm 接线

电压：

12 V

*)

3密封圈

10,2 x 14 x 1,2 mm

电流：

20 A *)

3密封圈

12.2 x 16 x 1.5 mm

内部保险装置：

25 A

*)

设备必须连接到外部电源（稳定的直
流电）用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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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减径管件

Ø 8 – 6 mm; 塑料

1燃油软管

约 15 cm 长

1空心螺钉

M12 x 1,0

1环状接头

Ø 12 mm ; 8 mm 接头

2软管夹

Ø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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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流程
测试根据图85“试验流程”进行。
燃油泵必须根据用于相应系统压力
– 0,2–1 巴，
– 1,1–3 巴和
– 3.1-6.5 巴的测试步骤
进行检测。

设备只能使用按标准 ISO 4113 的测试
液体运行。
在使用说明中可以找到附有液体来源地
址的列表。

同时也可获得按 91/155/EWG的相应的
安全数据表。
不允许使用易燃燃料。

测试开始

注意安全信息

测试步骤
直到14.5 psi
（直到1.0 bar)

直到16–43.5 psi 直到45–94.25 psi
（直到1.1–3.0 bar)（直到3.1–6.5 bar)

说明

关闭V1

此操作确保一旦老款油泵压力大于14.5 psi
(1.0 bar)，不会达到静态压力

保压

测试

静态压力（仅为E1F类型油泵）系统压力和流量/当前值

打开V1（转2圈）

关闭V2

打开油泵
（图片1中的开关9）

读取静态压力

与名义值比较

通过V1调节系统压力

假如无法调节，，说明泵已经损坏

通过V2调节系统压力

假如无法调节，，说明泵已经损坏

读取流量读数
（图片1中流量表2）

与名义值比较，读取流量表读书

读取当前值和名义电压

比较当前值与名义值。
电压应达到大概12伏并与电源有关

关闭V2

压力增大
因测试单元原因，大于43.5 psi(3.0 bar)
的压力会很快降到3.0bar
并需要保持在此水平。
小于43.5psi(3.0bar)的压力必须立即保持住。
允许的压降应小于0.3 psi/分钟
（20 bar/分钟）

关闭油泵

观察压降

测试结束

关闭油泵
（图片1中开关9）

为了减少泵和测试单元内的压力

打开V1和V2

倒空油泵
见”测试结论“章节

图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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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泵试验装置的试验流程（摘自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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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电动燃油泵的专用工具
用于内置式燃油泵的安装和拆卸。
用于从制造年份1984年8月开始的大量奥
迪汽车 (80/100/200/Avant/Quattro/A6)
。
有关其他技术信息和应用请参见 
PIERBURG 服务信息 SI 0008/B 和SI
0032/A.

图 86

专用工具的应用

图 87

专用工具 4.07360.22.0

图 88

安装工具 4.00063.00.0

5.4 燃油泵安装工具(BMW 车型系列 5er/6er)
主要是用于安装/拆卸 BMW 车型系列
5 (E39) 和 5 (E39) Touring （除M5和柴
油车型外）燃油泵7.22013.02.0的辅助
工具。
通过这种价廉物美和有利于环境的解
决方案不再需要更换包括其支架在内的
整套燃油泵，只更换燃油泵本身。
服务信息SI 0068，以及梅施备用燃油泵
中所附的安装说明，对工具的使用进行
了逐步详细的阐述。

图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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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工具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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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1

来源说明和补充文献

[1] 滤清器技术手册
梅施发动机国际贸易
50 003 596-01（德语）
，50003956-02(英语）

[3] 燃油和润滑剂化学A. Zeman (em.)
博士教授
慕尼黑联邦国防大学 – 机械制造专
业 – 环境技术和化学

[2] 生物柴油
Marcus Taupp
巴伐利亚维尔茨堡尤利乌斯·马克西
米利安大学
制药和食品化学研究院
食品化学教授
P. Schreier 博士教授

[4] 排放控制 & 带 PIERBURG 产品的车
载诊断系统
梅施发动机国际贸易
50 003 960-01 (德语)
50 003 960-02 (英语)
50 003 960-03 (法语)
50,003,960-04 (西班牙语)
50,003,960-09 (俄语)

梅施发动机国际贸易

[5] 燃油系统-通用部件和解决方案
梅施发动机国际贸易公司
8.40002.56.0 (德语)
8.40002.57.0 (英语)
8.40002.58.0(法语）
[6] 工具和测试设备
梅施发动机国际贸易公司
50 003 931-01 (德语)
50 003 931-02 (英语)
50 003 931-03 (法语)
50 003 931-04 (西班牙语)
50 003 931-09 (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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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2 技术信息
服务 - 提示和信息

排放控制&车载诊断系统
采用PIERBURG 产品
货号

语言

50 003 960-01 德语
50 003 960-02 英语

货号

语言

50 003 960-04 西班牙语
50 003 960-09 俄语

50 003 960-03 法语

服务 - 提示和信息

电动燃油泵
结构，损害，原因
货号

语言

50 003 885-01 德语
50 003 885-02 英语

货号

语言

50 003 885-04 西班牙语
50 003 885-09 俄语

50 003 885-03 法语

服务-提示和信息

燃油系统
通用部件和解决方案
货号

语言

8.40002.56.0

德语

8.40002.57.0 英语
8.40002.58.0 法语
目录

工具及测试设备
货号

语言

50 003 931-01 德语
50 003 931-02 英语

货号

语言

50 003 931-04 西班牙语
50 003 931-09 俄语

50 003 931-03 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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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产品宣传画
产品宣传画

OBD & PIERBURG

车载诊断系统和 PIERBURG 产品
840 x 549 mm (DIN A1), 可洗涤，抗断裂
货号

语言

50 003 961-01

德语*)

50 003 961-02

英语*)

产品宣传画

车载诊断系统 & 废气循环系统

发现并排除故障
420 x 594 mm (DIN A2), 可洗涤，抗断裂
货号

语言

50 003 969-01 德语*)
50 003 969-02

英语*)

产品宣传画

车载诊断系统 & 废气循环系统

发现并排除故障
420 x 594 mm (DIN A2), 可洗涤，抗断裂
货号

语言

50 003 971-01

德语*)

50 003 971-02

英语*)

*) 其他语言根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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