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柴油商業車輛技術講座

講座日期 : - 29-09-2017

時間 : - 18:00 – 21:00

內容

1. IVECO 型號簡介
2. 柴油碳微粒濾清器 ( DPF ) ,選擇性催化還

原器 ( HI-SCR ) 及廢氣再循環系統 ( EGR )
常見問題,成因及影響

3. 建議使用的引擎機油,冷卻液及尿素規格
4. 維修個案分享



NEW DAILY



IVECO DAILY 3.2T to 7.2T

1. 發動機- EURO VI F1C 3000cc 170/180匹

2. 後處理系統- 設有SCR及EGR系統

3. 變速箱- 原廠 8速自動變速箱/手動變速箱

4. 前後橋- 前獨立避震附扭力桿/後軸龍船彈弓附平衡桿,另
可選配氣墊避震

5. 駕駛室設備- 駕駛室通過歐洲NCAP防撞測試,並設有AIRBAG

6. 安全系統- 全液壓式雙迴路制動系統附全車碟形剎車,車上
設有ESP9 ( 第9代電子汽車穩定系統 ) 內含11個
穩定車輛功能



EUROCARGO



EUROCARGO

1. 發動機 - EURO VI TECTOR 5 – 4485cc
EURO VI TECTOR 7 – 6728cc
馬力由 160 – 320 匹不等

1. 後處理系統 - HI-SCR系統

2. 變速箱 - 分別有手動變速箱, 或全自動液壓變速箱

3. 前後橋- 原裝意大利大陣,可選用龍船彈弓或尾氣墊

1. 安全系統- 制動系是用4碟ABS,亦可加裝ASR斜路短暫
鎖定設備, LDWS警報系統,不使用指揮燈過
線時有聲響指示, 另可加裝AEBS系統,當用定
速時,到一定近距離,車速會自動減慢



NEW DAILY 系列



錶板燈簡介與操作及注意事項



European on-board diagnostics(EOBD):

EOBD是一種裝置於車中用以監控車輛污染的系統，一旦偵測到車輛的排放控制元件
出現問題,可能排放超標的廢氣,系統除了會亮起警告燈通知車主,更會將故障的相關訊
息及故障出現期間的車輛行駛里數保存在電腦內, 供執法人員查閱車主有否違規之用.
EOBD的設立有助防止車主逃避維修費用,繼續讓有問題的車輛行駛污染環境,

錶板燈簡介與操作及注意事項



DPF在沒有過量PM堵塞的情況:

Spontaneous Regeneration自發再生會在DPF溫度達到180°C時自動
進行,燃燒掉DPF裏的PM, 燈不會亮,司機不會察覺得到.

DPF在有過量PM堵塞的情況:

Controlled Regeneration受控再生會利用Post Injection的方法將
DPF提昇至更高的溫度(≈650°C)以燃燒內裏堵塞的PM, 燈會
不停閃動,如果受控再生進行時受到任何干擾導致不能完成,
燈便會保持亮起,表示DPF系統出現固障.

錶板燈簡介與操作及注意事項

DPF故障



Controlled Regeneration 受控再生會在下列
情況下進行:

1.當在路面行駛時自動進行

2. 由廠方技術人員用電腦檢測儀進行.

3. 由車主依照車主手冊指示自己進行,無需電腦
檢測儀.

2. 錶板燈簡介與操作及注意事項
2.2 DPF故障



Controlled Regeneration 受控再生會在下列情況下進行:

1.當在路面行駛時自動進行:

一旦系統偵測到DPF有堵塞情況,受控再生便會自動進行, 燈
將會不斷閃動,駕駛員此時應盡可能保持引擎在高轉數運行直至

燈熄滅,代表順利完成.

2.若因路面情況不許可引致不能順利完成受控再生,被中斷數次
之後 燈便會亮起,此時必需選擇以下兩種途徑讓車輛在停定
的情況下進行再生:

1. 由廠方技術人員用電腦檢測儀進行.

2. 由車主依照車主手冊指示自己進行,無需電腦檢測儀.

注意:由於再生進行時會排出極高溫度的廢氣,若車主選擇依照車
主手冊指示自己進行,應確保在無人及無易燃品的空礦通風地點
進行,以免引起火警

錶板燈簡介與操作及注意事項



錶板燈簡介與操作及注意事項

Inducement :尿素量不足/SCR 或EGR 系統故障



New Daily Euro VI新增了Inducement這個功能,汽車一旦出現以下
固障:

1.尿素不足

2.尿素質量差

3.EGR系統故障

都會籍著馬力與扭力的大幅下降迫使車主盡快將問題修正

Inducement的目的是確保後處理系統出現問題的Euro VI車輛會被
安排盡快維修,不會繼續在路面行駛污染環境

錶板燈簡介與操作及注意事項

Inducement



錶板燈簡介與操作及注意事項



F1C Engine – 後處理系統



後處理系統
HC

碳氫化合物

CO
一氧化碳

Nox
氮氧化物

PM
懸浮粒子



New Daily Euro VI:

為進一步減排以符合歐六,
採用EGR結合SCR的設計

後處理系統



將廢氣再次導入氣缸的作用:

降低 燃 燒 温 度 以 壓 抑 氮氧化物的產生

後處理系統 - EGR



後處理系統 - EGR

Throttle valve unit:

• 控制生風進入量

• 電動閥門

• 生 風温 度 sensor

EGR unit:

• 控制廢氣進入量

• 電動閥門

• 水 冷 降温

由電腦計算調整進入氣缸的生死氣比例



HC + CO >> DOC >> CO2 + H2O

後處理系統

柴油氧化催化器（DOC）:

• 包含在催化轉化器中的活性物質在250℃-450℃下氧化一氧化碳（CO）和
碳氫化合物（HC），將其轉化為二氧化碳（CO 2）和蒸汽（H 2 O）。



後處理系統

DPF具有雙重任務：

• 隔離顆粒（PM）沉積在陶瓷結構的孔之間

• 燃燒室 - 保持過濾器清潔。如果該溫度較低，則過濾器可能會堵塞，通過
燃料後噴射升高廢氣的溫度（約650℃）清潔（再生）過濾器

PM在DPF被隔離



積聚的PM會
在DPF出入兩
端造成壓力差,
若被檢測出壓
力差過大表示
堵塞嚴重,需進
行受控再生

後處理系統



後處理系統

AdBlue注射器
• 由ECU控制的常閉閥門。
• 其功能是將AdBlue溶液注入SCR催化轉

化器上游的排氣管。
• 在運行過程中經常受到高溫的影響，因

此裝有冷卻片。



後處理系統

AdBlue注入排氣系統，然後與熱廢氣混
合，瞬間蒸發並水解成氨（2NH3）和
二氧化碳（CO2）。帶有氨的廢氣進入
SCR與氧氣反應，氨被轉化為游離氮（
N 2）和水蒸氣（H 2 O）。

Nox >> SCR >> N2+H2O



還原反應只有過量的氨（NH 3）才能完成 - 歐VI立法
規定必須除去未反應的氨。 清潔催化（CUC）在SCR
的出口, 用於中和任何過量的氨（NH 3）。

後處理系統



後處理系統



後處理系統



後處理系統

×4

×2

Sensor:
Lambda x 1, Adblue quality x 1, Ammonia x 1, DPF pressure x 1,
Exhaust gas temperature x 4, NOx x 2



後處理系統

發動機電腦 – Engine ECU

發動機控制單元 (EDC)根據各傳感器檢測到的反饋信號, 通
過存儲在ECU中的歐VI排放程序來控制AdBlue的噴射量:
1. 發動機轉數
2. 扭矩
3. 廢氣溫度
4. 排氣中存在的氮氧化物,氨含量。



後處理系統

尿素泵



後處理系統-尿素系統

泵

Heater 回流閥

噴咀控制閥

噴咀

尿素量及
温 度 sensor缸

反向閥

尿素壓力sensor

Heater

Filter

Filter

Filter

Heater



後處理系統-尿素系統

AdBlue質量傳感器:
監測尿素的質量
通過報告使用任何違規AdBlue，協助進行路邊檢查或年度檢測



後處理系統-尿素系統
1. 開匙 > 檢查故障

4. 行車時噴尿3. 起壓

2. 發動引擎 > 開泵



後處理系統-尿素系統
5. 關匙 > 關泵 > 降壓

8. 系統關閉7. 開噴咀

6. 流向相反 > 抽尿素回缸



後處理系統

Lambda sensor（氧氣傳感器）:
測量廢氣中的殘餘氧含量
測量數據用於調節進氣系統最佳空氣 - 燃料混合物。



後處理系統

氮氧化物檢測（NOx SENSOR） (前) :
向EDC控制單元通報AdBlue計量和催化轉化器的效率。



後處理系統

氮氧化物檢測（NOx SENSOR） (後) :
向EDC控制單元通報AdBlue計量和催化轉化器的效率。



後處理系統

差壓傳感器:
測量DPF入口和出口之間的壓力差。
該壓力差被轉換成電壓信號並發送到EDC控制單元，確定DPF是否被堵塞並決定是否進
行再生循環。



後處理系統

排氣溫度測量傳感器
將溫度轉換為電壓並反饋到發動機ECU。
控制單元將過濾器保持在530℃以上的溫度
。



後處理系統

排氣溫度測量傳感器
將溫度轉換為電壓並反饋到發動機ECU。
控制單元將過濾器保持在530℃。



後處理系統

氨傳感器（NH3）:
檢測從SCR中排出的廢氣中NH3的存在，從而可以更精確地調整待注射的AdBlue的量。



後處理系統

防凍結Heater



E.A.S.Y.檢測儀應用簡介 - 尿素系統檢測

尿素系統檢測過程分四階段:
1. Conditioning
2. Pressure-build-up
3. Pressure-stabilization & injection
4. Emptying



E.A.S.Y.檢測儀應用簡介 - 尿素系統檢測

ON

Stage 1 Stage 2

Stage 1: Inverting Valve on
Pump on

Stage 2: Inverting Valve off
Pump on until pressure built up



E.A.S.Y.檢測儀應用簡介 - 尿素系統檢測
Stage 3 Stage 4

Stage 3: Dosing Module on
Pump on when pressure drop

Stage 4: Inverting Valve on
Pump on

ON



E.A.S.Y.檢測儀應用簡介- 尿素系統檢測

可能故障: 冇尿素 / 尿素喉甩出 / 大漏尿素



E.A.S.Y.檢測儀應用簡介- 尿素系統檢測

可能故障: 喉管微漏 / 噴咀微漏 / 有地方入氣



E.A.S.Y.檢測儀應用簡介- 尿素系統檢測

可能故障: 噴咀堵塞



車輛日常保養



車輛日常保養

日常注意事項如下: -
• 正確使用車輛，應注意以下事項：

1. 須按照“車輛使用手冊” 指定的
規格使用各潤滑油 / 液壓油

2. 使用原廠零配件

3. 定期檢查輪胎氣壓和損壞情況

4. 經常檢查車轆螺帽緊固性，及須扭
緊正確的力矩，從而確保車輛道路
行駛安全。注：正確數據須按照”
車輛使用手冊或車身內附”及可向
該車輛代理商查詢。

5. 發動機剛啟動時，切勿即時踏大油
門，應保持怠速運轉後才可操作。

6. 發動機關掉前，應先關閉車廂內的
空調系統，及在怠速運轉 30 秒後，
才可關掉

7. 定期原廠保養



技術員 /用戶應檢查基本項目(二)

* 行駛前應檢查(每天)：

1. 發動機機油量的油位是否正
常

2. 發動機冷卻水的水位是否正
常

3. 刮水器是否正常工作

4. 制動液的液位是否正常

* (每週)：

1. 動力轉向液壓油油面

2. 燃油濾清器

3. 輪胎

車輛日常保養



中型車 – EUROCARGO 系列





底盤號碼 – 刻在底盤上

識別資料



發動機號碼

識別資料



底盤號碼識別牌

產品標誌識別牌

識別資料



2.錶板燈簡介與操作及注意事項

警告燈



2.錶板燈簡介與操作及注意事項

ESP/ASR 功能

定速巡航系統接合

左指揮燈

PTO接合

尾牙鎖接合

車道偏離警示系統
(LDWS)

Inducement

低波接合

車速限制啟動

駕駛員安全帶未扣緊

警告燈



汽車一旦出現以下情況:

1.尿素不足

2.尿素質量差

3.尿素不正常消耗

4.後處理系統故障

都會籍著馬力與扭力的大幅下降迫使車主盡快將問題修正

Inducement的目的是確保後處理系統出現問題的Euro VI車輛會被安排盡快維修,
不會繼續在路面行駛污染環境

Inducement

2.錶板燈簡介與操作及注意事項

警告燈



ABS 故障

制動故障顯示燈

OBD II

因車門打開制動

右指揮燈

拖架ABS 故障
手制動操作中顯示燈

Retarder 接合

Engine brake 接合

前輪手掣接合

2.錶板燈簡介與操作及注意事項

警告燈



On-board diagnostics (OBD II):

OBD II 是一種裝置於車中用以監控車輛污染的系統，一旦偵測
到車輛的排放控制元件出現問題,可能排放超標的廢氣,系統除了
會亮起警告燈通知車主,更會將故障的相關訊息及故障出現期間
的車輛行駛里數保存在電腦內, 供執法人員查閱車主有否違規之
用. OBD II 的設立有助防止車主逃避維修費用,繼續讓有問題的車
輛行駛污染環境,

2.錶板燈簡介與操作及注意事項

警告燈



2.錶板燈簡介與操作及注意事項

警告燈



油缸及尿素缸並排在汽車右側,黑色
蓋是油缸,藍色蓋是尿素缸

尿素缸油缸

4.其他注意事項



5. After Treatment
System



5. After Treatment System

HC
碳氫化合物

CO
一氧化碳

Nox
氮氧化物

PM
懸浮粒子



HC + CO >> DOC >> CO2 + H2O

後處理系統

柴油氧化催化器（DOC）:

• 包含在催化轉化器中的活性物質在250℃-450℃下氧化一氧化碳（CO）和
碳氫化合物（HC），將其轉化為二氧化碳（CO 2）和蒸汽（H 2 O）。



後處理系統

DPF具有雙重任務：

• 隔離顆粒（PM）沉積在陶瓷結構的孔之間

• 燃燒室 - 保持過濾器清潔。如果該溫度較低，則過濾器可能會堵塞，通過
燃料後噴射升高廢氣的溫度（約650℃）清潔（再生）過濾器

PM在DPF被隔離



積聚的PM會
在DPF出入兩
端造成壓力差,
若被檢測出壓
力差過大表示
堵塞嚴重,需進
行受控再生

後處理系統



後處理系統

AdBlue注射器
• 由ECU控制的常閉閥門。
• 其功能是將AdBlue溶液注

入SCR催化轉化器上游的
排氣管。



後處理系統

AdBlue注入排氣系統，然後與熱廢氣混
合，瞬間蒸發並水解成氨（2NH3）和
二氧化碳（CO2）。帶有氨的廢氣進入
SCR與氧氣反應，氨被轉化為游離氮（
N 2）和水蒸氣（H 2 O）。

Nox >> SCR >> N2+H2O



還原反應只有過量的氨（NH 3）才能完成 - 歐VI立法
規定必須除去未反應的氨。 清潔催化（CUC）在SCR
的出口, 用於中和任何過量的氨（NH 3）。

後處理系統



After Treatment System

ATS 各部件分佈圖:



After Treatment System

×2

1 - Exhaust gas temperature
2 - SCR catalytic converter
3 - Nox sensor
4 - Ammonia sensor

5 - Diesel Particulate Filter (DPF)
6 - DOC
7 - Adblue level sensor
10 - Adblue Pump Module

11 - DPF pressure differential sensor
12 - Dosing and injection module



After Treatment System
尿素泵

尿素泵位置:

在尿素缸上



After Treatment System
NOx sensor (前)

前 NOx sensor 位置:

屋仔底部死氣喉 (如圖)



After Treatment System
NOx sensor (前)

前 NOx sensor 位置 (connector ):

波箱旁車陣 (如圖)



After Treatment System
NOx sensor (後)

後 NOx sensor 位置 :

近尾段死氣喉(如圖)



After Treatment System
NOx sensor (後)

後 NOx sensor 位置 (connector):

爆風哇咾旁, 藏於NH3 sensor 後面(如圖)



After Treatment System
DPF 壓力sensor

DPF 壓力sensor 位置:如圖



After Treatment System
廢 氣 温 度 sensor

廢 氣 温 度 sensor 位置:如圖



After Treatment System
Ammonia sensor

Ammonia sensor 位置:(如圖)



After Treatment System
Ammonia sensor

Ammonia sensor 位置 (connector):

爆風哇咾旁(如圖)



主要部件分佈

電腦檢測接口: Body Computer 下方

車頭電腦: 起屋仔, 引擎左方



車輛日常保養



技術員 /用戶應檢查基本項目

* 行駛前應檢查(每天)：

1. 發動機機油量的油位是否正常

2. 發動機冷卻水的水位是否正常

3. 刮水器是否正常工作

4. 制動液的液位是否正常

* (每週)：

1. 動力轉向液壓油油面

2. 燃油濾清器

3. 輪胎

車輛日常保養



定期原廠保養的好處

• 原廠設備齊全先進

• 採用原廠電腦診斷儀器準確檢查

• 配備維修車輛專用工具

• 提供快速及準確技術支援

• 採用原廠零配件，以確保車輛組件的質素

• 專業技師由廠方提供專業培訓，務求達到具
備專業維修資格



Case Study

• 尿素缸入錯油渣 / 油缸入錯尿素



Q & A



多謝各位參加

歐盟六型商用柴油車輛減排技術

及維修保養技術講座！

THANK YOU !

FORTUNE DRAGON MOTORS LIMITED

祥龍汽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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