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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65 0X~J．清筛机发动机启动故障分析 
彭元昭 ，孙万金 ，仪 然 

(济南铁路局济南工务机械段 ，山东济南 250000) 

摘 要 本文重点分析QS一650X型清筛机发动机启动故障及处理方法 ，重点介绍电气系统、燃油供给系统、进排气系 

统三方面的故障 ，可作为在解决 QS-650X清筛机发动机启动故障时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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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一650X型全断面道碴清筛机是铁路线路进行大修施工的 

主要机械 ，其在 车体前、后两端的动力 间内各装有一台功率为 

403kW的CAT C15型柴油机。我们在使用清筛机的过程中，会 

遇到发动机不能正常启动的情况。导致本车发动机不能启动 的 

故障方面有很多 ，而CAT C15发动机的类型为柴油电控发动机 ， 

在处理发动机启动故障的时候 ，应当首先使用卡特彼勒电子技 

师 (ET)对电子控制模块ECM记录的故障代码进行读取 ，通过 

诊断代码快速定位故障点 ，可以及时的排除发动机故障。但由 

于卡特彼勒电子技师检测工具过于专业 ，在通常情况下的大修 

施工作业中 ，我们并没有条件使用 ，此时可通过位于司机室内 

的发动机参数表所显示的发动机故障代码 ，结合发动机维修手 

册 ，进行故障分析和判断。 

发动机不能正常启动的常见故障有 ：1)电气系统故障导 

致的不能正常启动 ；2)燃油供给故障导致的不能正常启动 ；3) 

发动机进排气系统故障导致的不能正常启动。排查故障时分别 

对电气系统、燃油供给系统、进排气系统这三方面进行检查。 

1电气系统故障 

首先 ，应当检查蓄电池是否有馈 电。按动发动机启动按钮时 ， 

如果可以听到启动电机电磁阀动作的 “嗒嗒”声 ，或者还可以 

听到启动电机的小齿轮与飞轮齿圈啮合发出的声音 ，并且发动 

机可以缓慢的盘车 ，可能是蓄电池馈电故障。同时在发动机启 

动时 ，观察发动机参数表上所显示的蓄电池压降大小 ，如果蓄 

电池电压下降到 19V或 19V以下 ，则蓄电池有馈电，使用万用 

表测量蓄电池实际电压值应低于 24V，此时需对蓄电池进行充电。 

其次 ，检 查发动机启动 电路是否正常。参照启动原理 图 ， 

首先检查继 电器是否工作正常 ，这里不再叙述。同时应注意二 

极管板 4u3中的三个条件信号 ，当有 I、II位端发动机 闭锁信 

号、PLC闭锁信号或高速挂挡闭锁信号输入时 ，启动电机不工作 ， 

无法启动发动机 ，此时作业司机室无法控制发动机动作。因此 

在检查发动机启动电路时 ，应对二极管板 4u3中的三个条件信 

号进行检查 ，判断是否由于信号异常造成无法启动 ，应在排除 

后重新启动发动机。操作启动按钮 ，如果发动机无动作 ，但蓄 

电池及启动电路工作正常 ，那么可能是启动电机故障 ，可通过 

万用表测量以便确定故障点。 

以上几点都检查无故障后 ，则可以确定为ECM模块异常造 

成发动机无法启动 ，更换 ECM模块 ，重新启动。 

2燃油供给系统故障 

燃油供给系统的检测应按照先检查低压油路、后检查高压 

油路的顺序进行。 

低压油路的检查方法。首先应检查柴油箱及其附件 ，若是 

发动机可以盘车 ，并且柴油箱里有足够的燃油 ，那么应该检查 

柴油箱的空滤器通气是否畅通 ，若空滤器畅通没有堵塞 ，再检 

查油箱内是否存有杂质导致进油管发生堵塞 ，若存在这些现象 ， 

很可能造成发动机吸油不足。通过以上步骤可以判断进油是否 

正常 ，然后通过手 油泵测试整个油路是否畅通。如果拉出手油 

泵活塞时感到无吸力 ，而向下按动活塞时感到明显阻力 ，则说 

明手油泵的输油口与喷油器间的油路发生堵塞 ，应检查燃油滤 

清器是否堵塞 ；若拉出手油泵活塞时感到有明显的阻力 ，而松 

手后活塞又自动回位 ，说明柴油箱至手油泵间的管路发生堵塞 ， 

可进一步检查排除堵塞部位 ；若是拉出和按下手油泵均没有 明 

显的燃油流过的阻力 ，说明手油泵工作出现异常 ，须检查输油 

泵出油阀是否发生卡滞或者密封不良的情况 ；若外部环境气温 

很低则应该检查柴油是否发生结蜡 ，以便及时更换适宜标号的 

柴油。最后检查油路中是否有空气。如果有空气 ，松开排气螺 

塞 ，用手油泵泵油 ，观察从排气螺塞流出的柴油中是否有气泡 ， 

若有气泡则应进一步检查供油管路有无破损、接头处有无松动。 

若无明显可见 的破损或松动 ，就应该进行分段的排气检查 ，具 

体的检查方法为 ：旋松手油泵上的出油接头 ，来回按动手动泵 ， 

观察出油 口的排油情况 。如果泡沫排不尽 ，说明柴油箱至手油 

泵间的油管发生破裂或油箱内的进油管破裂或接头松动导致空 

气进入。如果泡沫 可以排尽 ，那么应先旋松柴油滤清器 的输 出 

接头或者排气螺塞 ，再按动手油泵进行排气试验 ，进一步排查 

管路接头是否有漏气情况。 

高压油路检测方法。首先根据故障排除由简到繁的原则 ， 

应先查看 高压油管是否发生破裂或是接头松动造成压 力降低 ， 

从而导致单体式 电控喷油器不能正常工作。若管路无泄漏 ，则 

应检查机油滤清器有无堵塞情况。如果 以上元件检查均正常 ， 

那么需要进一步检查单体式 电控喷油器及喷油器 电磁阀接线是 

否正常。 

燃油质量测试。用下列步骤对燃油质量进行测试 ：断开燃 

油进油管 ，给发动机另外提供优良的燃油 ，启动发动机。若发 

动机启动正常 ，则说明燃油箱内油质受到污染。 

3进排气系统故障 

逐一检查进发动机排气管、空气滤清器、空气冷却器是否 

发生堵塞 ，一旦上述元件出现堵塞现象将使发动机进气效率降 

低 ，从而导致发动机无法正常启动。 

发动机气缸压力不足从而致使发动机不能正常启动。该故 

障现场施工单位不具备解决环境 ，需要专业人员处理解决 ，在 

此只做大体说明 ，其具体包括 ：气缸垫磨损超限从而导致发动 

机缸体密封不良，缸压不足 ；轮轴磨损超限从而导致进排气门 

的开度不够 ；活塞环或活塞磨损超限从而导致缸体内部发生窜 

漏 ，这些现象导致气缸压力过低从而致使发动机无法正常启动。 

QS一650x型全断面道碴清 筛机 的发动机启动故 障并不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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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们所重视。同时 ，以攻防技术为主要核心的网络信息战能 

够直接影响着新作战形式以及通信电子形式。从近几年的发展 

来看 ，需要通过现有的网络攻防技术尽最大限度来发展期网络 

技术。 

其中 ，攻击技术的主要内容包含了强力电子攻击和干扰、 

欺骗、人工 以及 半自动化的网络攻击、动态码等 ；而防御核心 

技术则包含了新分组的加密规定、公共基础设备以及管理体制、 

论证理论、科学合理的服务机制以及协议体制 ；并对协议进行 

相应的分析 ，例如 ，防火墙、控制对其的访问、如何检测入侵 

者等等的理论以及手段。 

同时 ，还 需要着重于网络的复杂性 以及开放性管理。在 目 

前所应用的进攻技术通常都是由人工来进行相应的操作 ，并且 

按照人工计划来进行控制以及投放 ，其公积准备技术能够完善 

信息对网络的功能以及了解 ，从而致使人们可以采取半自动化 

控制来对信 息基础建设网络进行有组织的攻击 ，这其 中包含了 

(上接第67页)÷ 

设备运行趋势图等。使一些需要修改的参数操作人员可以现场 

实时改动以取得更优化的控制效果。 

2应用效果分析 

卷取设备自动控制系统提升与优化 ，数控装置控制系统改 

变不大 ，投入也较少 ；对于外部 的电源进线 ，整流装置都不需 

更换。而且还可以省去一些控制线 ，便于日常维护。该控制系 

统在保证系统的可靠的控制基础上 ，减少了控制电缆的使用 ， 

所有的控制信号只需要一根通讯电缆就可以可靠传输 ，减少了 

故障点 ，提高了系统运行的可靠性。 

此项 目利用先进 的网络化控制技术实现远程控制系统 的集 

成化、分布化 ，从而实现完整、高效的网络化控制 ，并且实现 

各站之间资源共享 ，从而大大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功能。新HMI 

监控画面的增设 ，实现了对收集卷取的运行状态监控 ，使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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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 ，在处理启动故障时也应变换思维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 

应的处理措施 ，达到消除故障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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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自动网络攻击的响应 ，对战术的电子攻击以及自动化中存在 

的恶意思维等。 

其网络防御技术能够为系统网络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可以 

对网络中的各个部分进行相应的保护 ，通过利用安全可靠的部 

件为不可靠的数据实行一定的保护。并且网络的防御未来技术 

将会通过自我恢复功能技术来提升对规模较大的网络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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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现场的设备运行状态和运行数据 ，维护人员对于设备出现 

故障时 ，可 以很方便 的进行故障原因查找 ，增加 了从查找故障 

原因的可靠性 ，减少了设备处理时间。 

该系统利用卷取机给定速度与带钢实际长度及厚度 的线 

性化关联来实现立式卷取机恒线速卷取的控制方法 ，真正实现 

了每次卷取速度与每支带钢长度及厚度的真正线性化关联。该 

系统的成功改造也为车间其他控制设备由于分布广、面多 ，线 

路复杂而造成故障频发 ，提供了一个具有实际参考价值的解 决 

途径。 

带钢车间卷取设备自动控制系统提升与优化投入正常使用 

以来 ，系统工作稳定 ，设备控制设计更加合理 ，为生产工艺的 

顺行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从总体上来看 ，卷取设备控制系统的 

完善 ，不论是对整个带钢车间电气自动化控制水平 ，还是对维 

护人员业务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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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三相交流传动系统在控制特性、抗干扰能力以及调节特性方 

面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完善 ，有利于机车安全稳定地运行。因此 ， 

我国应当提高交流传动技术的系统设计和集成 ，不断完善交流电 

动机调速控制技术 ，这将是我国机车今后发展和创新的趋势。 

总而言之 ，我国铁路机车牵引动力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发 

展 ，总结了其中的规律经验 ，也为我国研究开发新一代机车提供 

了有力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然而我国在机车牵引动力方面和西方 

先进国家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因此我们需要对机车牵引动 

力不断改进创新 ，力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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