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43.020 

R16 

备案号： 

JT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交 通 运 输 行 业 标 准 

JT/T XXXX.2—XXXX 
      

 

 

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规范 

第 2 部分：汽车维修手册 

Automotive technical information disclose specification for repair and maintenance 

Part 2: Vehicle repair manual 

（征求意见稿） 

XXXX-XX-XX发布 XXXX-XX-XX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发 布  





JT/T XXXX.2—XXXX 

I 

目  次 

前  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一般要求 .................................................................................................................................................... 1 

5 结构及内容要求 ........................................................................................................................................ 2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氧传感器维修正文内容示例 ................................................................................... 6 

 

 



JT/T XXXX.2—XXXX 

II 

前  言 

JT/T XXXX《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规范》分为两个部分： 

——第1部分：汽车维护手册； 

——第2部分：汽车维修手册。 

本部分为JT/T XXXX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全国汽车维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7）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

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邬果昉、许书权、刘富佳、陈潮洲、董国亮、张天昊、杨小娟、王平、巩建

强、陈美芳、吴亿超、周大明、赵忠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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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规范 

第 2 部分：汽车维修手册 

1 范围 

JT/T XXXX的本部分规定了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中汽车维修手册的一般要求、结构及内容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中的汽车维修手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100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 

GB/T 5624 汽车维修术语 

JT/T XXXX.1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规范 第 1部分：汽车维护手册 

3 术语和定义 

GB/T 5624、JT/TXXXX.1所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汽车维修 vehicle maintenance and repair 

对汽车进行的维护和修理。 

3.2  

汽车维修手册 vehicle service manual 

汇集汽车故障诊断、零部件拆解、零部件装配、性能检测等数据、图示和操作方法的技术资料。 

4 一般要求 

4.1 汽车维修手册应结构清晰，内容完整，表述准确。 

4.2 应采用中文简体（必要的英文表述除外），字体应能保证清晰可辨。 

4.3 应注明能有效关联和识别具体车辆与所属车型的信息，如：车型品牌、年款、车型代号等信

息。按总成（或系统）独立编制的也应注明有效关联和识别具体车辆与所属车型的信息。 

4.4 名词术语、缩略语、符号应统一、规范，若有特殊规定的应予以定义或注释。 

4.5 计量单位应采用国际单位制（SI），单位名称或符号应符合 GB 3100的规定。 

4.6 图示信息要求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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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图示信息要求 

序号 图形类别 要求 

1 结构示意图 

a） 应清晰； 

b） 应表明零部件的位置、形状、结构； 

c） 零部件的指引应清晰、准确，有必要的编号或名称，采用编号标记的，应按图示

的编号顺序列出零部件名称； 

d） 局部放大部分应明示放大部位的装配位置、形状、结构。 

2 拆装图 

a） 应清晰； 

b） 图示内容与操作文字说明应按操作顺序一一对应； 

c） 局部放大部分应明示放大部位的装配位置、形状、结构。 

3 电路图 

a） 应清晰； 

b） 应与实车线路布置及电气元件工作原理一致； 

c） 应标明识图信息，如线束、元器件、插接件、搭铁、配电盒信息； 

d） 应标明线束的颜色信息； 

e） 应标明电子元器件的名称、编号、图形符号与位置信息； 

f） 应标明插接件形状、位置及针脚数量、针脚编号和定义； 

g） 应标明搭铁（接地）点位置及说明； 

h） 应标明配电盒位置及说明。 

注：编制内容包括图和识图信息。 

5 结构及内容要求 

5.1 结构基本要求 

汽车维修手册结构应至少包括以下要素： 

a） 封面； 

b） 前言； 

c） 目录； 

d） 正文； 

e） 封底。 

注：具有超文本标记语言或超文本链接标示语言的电子维修手册，只需包含 c）和 d）。 

5.2 封面/封底 

封面和封底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a） “维修手册”字样； 

b） 车型品牌或车型系列； 

c） 汽车生产企业名称； 

d） 发布日期或发布版本号； 

e） 汽车生产企业联系方式。 

5.3 前言 

前言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a）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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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版权、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声明； 

c） 适用的具体车型代号，应与《车辆一致性证书》保持一致。 

5.4 目录 

5.4.1 应显示正文结构，便于检索、查询。 

5.4.2 应至少分为三级。 

5.4.3 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a） “目录”字样； 

b） 标题名称； 

c） 对应的页码或能通过标题名称直接链接到相关正文内容。 

5.4.4 目录中各级标题应与正文标题相同，且与对应的内容一致。 

5.5 正文内容要求 

5.5.1 基本要素 

正文内容应包括以下基本要素： 

a） 维修作业项目 

b） 安全注意事项； 

c） 专用工具； 

d） 数据及规格； 

e） 部件介绍； 

f） 维修作业方法； 

g） 电路图； 

h） 故障诊断。 

5.5.2 维修作业项目 

维修作业项目应根据车辆结构和配置分解到总成（或系统）的最小可维修单元（零部件）。 

示例：  

维修作业项目 

发动机 

电子控制系统 

发动机控制模块 

曲轴位置传感器 

…… 

冷却系统 

散热器 

冷却风扇 

…… 

…… …… 

制动系统 

液压制动系统 

制动总泵 

制动分泵 

…… 

驻车制动系统 

驻车制动总成 

驻车制动开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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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5.5.3 安全注意事项 

5.5.3.1 对人身安全和环境可能会造成影响、伤害或有特别操作要求的，应明示安全注意事项。 

5.5.3.2 内容及表现形式应醒目，可用特别的符号、颜色、字体或其他方法强调，并设在可能出现

危险操作事项的醒目位置。 

5.5.3.3 安全注意事项应进行分级，宜按以下原则进行分级： 

a） 危险：指不遵循必要的操作或禁止的操作会引起严重的人身伤害甚至导致死亡； 

b） 警告：指不遵循必要的操作或禁止的操作可能引起一般的人身伤害或造成车辆损坏； 

c） 注意：指不遵循必要的操作或禁止的操作可能导致车辆不安全等隐患； 

d） 提示：指为了使车辆或配件能拥有预设的性能，提供必要的附加信息。 

5.5.4 专用工具 

5.5.4.1 维修作业中所必须的专用工具应按车辆总成（或系统）汇总列出，包括以下信息：  

a） 工具名称或编号； 

b） 图示。 

5.5.4.2 维修过程中涉及到使用专用工具的，应明确专用工具名称或编号，有相关图示说明的，应

在图中表示。 

示例 1： 

使用专用工具（XXXX000001），固定正时皮带轮。 

示例 2： 

使用专用工具（正时皮带轮止动器），固定正时皮带轮。 

5.5.5 数据及规格 

5.5.5.1 数据及规格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用于车辆维修的技术参数； 

示例 1： 

车轮定位参数，前束 0±5＇(0～2mm)。 

示例 2： 

曲轴轴向间隙，标准值 0.10～0.29mm。 

b） 油、液规格及用量。 

示例： 

变速箱润滑油规格：GL-4，75W-90，用量：约 3.0L。 

5.5.5.2 数据及规格应齐全。 

5.5.6 部件介绍 

根据车辆结构和配置，按照指导维修的原则，对必要的部件进行介绍，部件介绍可包括以下内容： 

a） 部件功能； 

b） 部件结构； 

c） 部件原理。 

5.5.7 维修作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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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1 维修作业方法应包括对车辆总成（或系统）及零部件的维修作业内容、步骤、操作要点及

技术要求，具体包括： 

a） 总成（或系统）及零部件的清洁、检查、紧固、调整、测量、拆卸、分解、组装、安装等操

作方法； 

b） 维修操作指引图示及说明，应符合 4.6 的相应要求； 

c） 必要的零部件检测方法及鉴别判断的信息。 

5.5.7.2 电子控制系统的维修作业方法还应包括在零部件更换或维修后，若需要进行匹配、基本设

置、重新编程等操作，应说明操作条件及必要的操作方法。 

5.5.7.3 车身维修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车身尺寸图，包括车身及车架的基本尺寸及定位基准； 

b） 车身修复、校正、粘接、焊接工艺规范； 

c） 车身涂装的技术要求及工艺流程。 

5.5.7.4 维修作业方法中需要引用其他章节的具体内容时，应标明引用的章节及名称。 

5.5.8 电路图 

应符合4.6的电路图要求。 

5.5.9 故障诊断  

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故障现象描述； 

b） 故障诊断流程； 

c） 故障诊断及排除的方法； 

d） 技术参数，包括数据参数及含义、数据参数值的合理范围； 

e） 电控系统故障代码及定义。 

5.5.10 正文内容编写 

维修手册正文内容应根据总成及零部件的特点，按照 5.5.2～5.5.9 的要求，参照附录 A 进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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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氧传感器维修正文内容示例 

氧传感器结构简介 

 

氧传感器工作原理 

• 氧传感器的传感元件是一种带孔隙的陶瓷平面体，陶瓷体外侧被发动机排气包围，内侧通大气。

传感陶瓷体壁是一种固态电解质，内有电加热管，氧传感器的工作是通过将传感陶瓷管内外的氧

离子浓度差转化成电压信号输出来实现的。 

• 当传感陶瓷管的温度达到 350℃时，即具有固态电解质的特性。由于其材质的特殊，使得氧离子可

以自由地通过陶瓷管。正式利用这一特性，将浓度差转化成电势差，从而形成电信号输出。 

• 若混合气体偏浓，则陶瓷管内外氧离子浓度差较高，电势差偏高，大量的氧离子从内侧移到外侧，

输出电压较高（接近 800mV～1000mV）; 

• 若混合气体偏稀，则陶瓷管内外氧离子浓度差较低，电势差较低，仅有少量的氧离子从内侧移到

外侧，输出电压较低（接近 100mV）; 

• 信号电压在理论当量空燃比（λ=1）附近发生突变，见图 2。而线氧在此基础上，能精确的对理论

空燃比以外的领域进行控制，优化燃烧机排放。 

 

图 2  前氧与后氧的空燃比控制示意图 

氧传感器技术参数 

•  氧传感器主要由导线、外筒、加热器、六角壳体、

氧化锆及保护套管组成，见图 1。氧传感器分前后两

个，前氧传感器为线性式类型，可以输出连续线性信

号，反馈混合气浓稀程度，可对理论空燃比以外的领

域进行控制，使混合气的控制更优，发动机燃烧更好，

从而优化排放控制；后氧传感器为开关式类型，能有

效对催化器的效果进行监测和诊断，但不输出连续线

性信号。 

图 1  氧传感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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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定义值 单位 

新传感器加热元件和传感器

接头之间的绝缘电阻 

室温，加热元件断电 ≥30 MΩ 

排气温度 350℃ ≥10 MΩ 

排气温度 850℃ ≥100 kΩ 

额定电压 12 V 

连续工作电压 12～14 V 

紧固数据 

紧固件名称 紧固力矩（N·m） 

前氧传感器 40～60  

专用工具 

工具编号 工具名称 工具图片 说明 

DF0001 氧传感器拆装套筒 

 

松开或拧紧氧传感器 

氧传感器位置 

前氧传感器位于排气侧三元催化器上部，如图 3。 

 

图 3  氧传感器位置 

氧传感器拆装注意事项 

•  不得在前、后氧传感器的插头上使用清洗液、油性液体或挥发性固体。 

• 在维修任何电气部件前，起动开关电源模式必须置于“OFF（关闭）”状态，并且所有电气负载必

须为“OFF”。除非操作程序中另有说明。如果工具或设备容易接触裸露的带电电气端子，还要断开蓄

电池负极电缆。违反这些安全须知，可能导致人身伤害和/或损坏车辆、车辆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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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传感器的更换 

 
 

 
 

 

 

 

 

1-拆卸 

注意！  

排气系统在发动机运转时或运转停止后的一段

时间内的温度较高，待发动机自然冷却后才能

对排气系统进行操作。 

1.关闭点火开关，断开蓄电池负极电缆。 

2.向上取下发动机装饰罩。 

3.断开前氧传感器插接件（A）处锁止夹，断开

前氧传感器插接件（D1350）。 

 

 

4. 用氧传感器拆装套筒（DF0001）拆卸前氧传

感器（1），取下前氧传感器。 

 

 

 

 

 

 

 

 

 

2-检查 

1. 断开前氧传感器插接件，用标准数字万用表

测量线束上各端子的导通性。 

2. 用标准数字万用表测量前氧传感器插接件

3 号与 4号端子间的阻值：3Ω左右，如阻

值与标准值不符，则更换前氧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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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传感器局部电路图 

 

识图信息 

3-安装 

1. 在前氧传感器（1）的装配螺纹上涂上适量

防卡剂。 

2. 安装前氧传感器（1），用氧传感器拆装套筒

（DF0001）拧紧前氧传感器，拧紧力矩为

50 N·m。 

 

 

 

 

 

3. 将前氧传感器插接件插接到位。 

4. 将发动机罩盖 4 个定位孔对准发动机上 4

个定位销，将发动机罩盖安装到位。 

5. 连接蓄电池负极电缆。 

注意！  

连接诊断仪，清除故障码，确认发动机运行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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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名称 解释 

线束 

导线号 导线颜色 

1204Q 蓝 蓝色 

1204B 白 白色 

…… …… 

电气符号 

符号 说明 

 

继电器 

 

保险丝 

…… …… 

插接件 

名称：线性前氧传感器插接件（部件端公头）D1350 

 

针脚 颜色 定义 

1 褐色 泵电流 

2 红色 传感器搭铁 

…… …… …… 

…… …… 

氧传感器常见故障 

• 故障现象： 

- 怠速不良、加速不良、尾气超标、油耗过大等。 

• 故障原因： 

- 潮湿水汽进入传感器内部，温度骤变，探针断裂； 

- 氧传感器“中毒”（Pb，S，Br，Si）。 

• 维修注意事项： 

- 维修中禁止在氧传感器上使用清洗液、油性液体或挥发性固体。 

• 诊断排除方法： 

- 对前氧传感器，把标准数字万用表打到欧姆档，测量插接件 3 号与 4 号端子间的阻值，常温

下其阻值为 3Ω左右； 

- 对后氧传感器，把标准数字万用表打到欧姆档，测量插接件 1 号与 3 号端子间的阻值，常温

下其阻值为 9Ω左右。 

故障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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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代码 故障代码定义 

P0030 前氧传感器加热控制电路断路 

P0031 前氧传感器加热控制电路对地短路 

P0032 前氧传感器加热控制电路对电源短路 

PXXXX …… 

故障码的诊断流程 

P0030、P0031、P0032：前氧传感器加热控制电路断路、加热控制电路对地短路、加热控制电路对电源

短路 

步骤 1：检查故障码 

a） 将车辆转为 ON模式。 

b） 连接诊断仪，清除故障码。 

c） 关闭点火开关，重新打开点火开关。 

d） 再次使用诊断仪读取故障码，检查故障码是否存在？ 

——是，重现故障码。转到步骤 2。 

——否，未重现故障，间歇性故障。检查前氧传感器插接件针脚是否松动、腐蚀或者线路连接不

良。 

步骤 2：测量蓄电池电压 

测量蓄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是。转到步骤 3。 

——否。充电或排除蓄电池电压故障。 

步骤 3：查看前氧传感器的局部电路图 

步骤 4：检查发动机舱保险丝盒 

 

检查发动机舱保险丝盒 F16（25A）保险丝是否熔断。 

——是。更换发动机舱保险丝盒 F16（25A），检查系统运转是否正常。如果保险丝再次熔断，说

明线路对搭铁短路。 

——否。转到步骤 5。 

步骤 5：检查前氧传感器故障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