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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正昌 ABS 系统简介

ABS（Anti-lock braking system）是一个在制动期间监视和控制车辆速度

的电子控制系统。它与常规制动系统一起工作。ABS 失效时常规制动系统仍然起

作用。它的主要作用是防止由于制动压力过大造成的车轮抱死（尤其是在低附着

系数的路面上），从而使车辆在制动过程中，横向附着力、驾驶稳定性、主挂车

制动调节最佳效果得到充分保证，同时可利用轮胎和地面之间的摩擦力使车辆减

速度和制动距离达到最优。

（一） ABS 系统的优点

1. 在紧急制动时保持了车辆方向的可操纵性。

2. 缩短了和优化了制动距离。在低附着路面上，制动距离缩短 20%；在正

常路面上，保持了最优的路面附着系数利用率—即最佳制动距离。

3. 减少了交通事故。

4. 减轻了司机精神负担。

5. 减少了轮胎磨损和维修费用。

（二）挂车一体化 ABS 系统特点

ZQFB-V-V72 系列 ABS 是满足国标 13594-2003 规定的 A类 ABS 要求，适用于

各种气制动的半挂车制动系统，它是常规制动系统的一个附加系统，具有结构简

单、集成度高，性能可靠，安装方便，防尘、防水、防震动的特点。它以 ISO7638

供电为主，以 ISO1185 供电为辅。

（三）ABS 系统配置

2S/2M（2 个传感器和 1个组合电磁阀）

4S/2M（4 个传感器和 1个组合电磁阀）



二、ABS 系统组成

1、上装部分（底盘和驾驶室部分）：电子控制单元、电磁阀、ABS 报警灯、电

源线束、传感器连接线、七芯插头及连接

插件。

2、下装部分（车桥部分）： 传感器、齿圈、支架、钢衬套、弹性衬套。

三、ABSABSABSABS系统部件技术要求及安装工艺

ABS 系统部件安装的质量对整个系统的正常工作影响显著，因

此安装人员必须严格执行以下部件的安装工艺及技术要求，决不允许

随意操作。由于安装条件不具备或操作不当造成 ABS 系统部件损坏的

我公司概不更换。

（一）电子控制单元

1、电子控制单元技术要求

电子控制单元是整个 ABS 系统控制核心。它通过识别传感器信号，实时发出

控制指令。因此，它的工作是否可靠性对 ABS 系统性能有直接影响。

工作电压：DC (24±6)V ，最大可承

受瞬间电压 DC 40V。

温度范围：-40℃—+75℃。

耐振能力： >5g。

外形图： 如右

2、电子控制单元安装工艺

a、总成件应当远离强磁场和较强的热源；

b、总成件安装时，应考虑接插件接插方便，与外部线束连接顺畅，以



及拆卸和维护的方便。

（二）电磁阀

1、电磁阀的技术要求

电磁阀是 ABS系统的执行机构，它接收电子控制单元的控制指令，控制制

动压力的增加、保持和减少。电磁阀由 1个进气口（1口）、1个控制口（4口）、

6个出气口（2口）、1个排气口（3口）组成。4口接控制气路，1口接储气瓶，

2口分别接制动气室，3口通大气，该口向下与重力方向偏角小于 30º。

技术要求：

额定工作压力：1.0Mpa。 最大工作压力：1.2Mpa。

工作环境温度：-40℃—+85℃。 相对湿度：5%—95%。

工作电压：直流 24±6V。 额定电流:小于 4.5A。

外形图：见下图

2、电磁阀总成的安装工艺

（1）总成的安装位置：

a、不与挂车的其它装置，尤其是运动构件发生干涉；

b、有利于管路连接要方便拆装，有利于维护和保养；

146mm
推荐安装螺栓尺寸

M8×40mm

4444控制口

M16*1.5M16*1.5M16*1.5M16*1.5

2222出气口

M16*1.5M16*1.5M16*1.5M16*1.5
3333排气口

1111进气口

M26*1.5M26*1.5M26*1.5M26*1.5



c、电磁阀应尽量靠近制动气室，在满足使用要求下管接头尽量减少，

电磁阀和制动气室之间连接管路距离小于 1500mm，气管内径大于

9mm。

d、各连接部位应紧固密封，连接管不应有打折、压扁现象，连接管路

应使压缩空气顺利通过。

e、其他以挂车厂家的装配技术文件为主进行统畴并协调。

（2）总成的固定：

a、推荐使用 M8×40mm 的螺杆安装顺畅为衡量安装孔是否有效；

b、当孔位有误差时不能勉强安装，防止损坏壳体，防止损坏进、排气

线圈绕组。孔必须进行修锉后方能安装。

c、其螺栓的扭紧力不大于 40N·m。

（三）传感器

1、传感器的技术要求

传感器在 ABS系统中是非常重要的部件，用来监测制动车轮在任一时刻的

转速，并把车轮速度信号反馈到电子控制单元的轮速信号处理模块中。所有控制

程序均由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为基准进行运算。传感器的设计保证它具有国际标准

和国家标准所标定的兼容性能。

2、传感器引线的连接

a、传感器引线离开制动底板后用尼龙扎带捆扎在无相对运动的刚性构件上，

同时考虑留有一定余量；

b、传感器插孔在与传感器线束插头一端插接时，应将线束上的两个倒钩完全

插进传感器引线尾部插孔里的两个倒钩孔，如果遇到不容易插进的时候，



可在线束端头周围抹上一点润滑脂，严禁将橡胶密封圈卸掉接插；

c、当传感器完全插到位以后，将插头两端用扎带捆扎牢靠；

d、引线在引出制动软管后，其插接件不能悬空或有甩摆现象；

f、凡有相对运动的部位，其线束或引线留足余量保证不被拉断；

g、传感器线束上插孔一端在与 ECU 上的传感器插头连接时，应将传感器线束

上的插孔与 ECU 上的插头完全插到位，然后用专用的传感器卡环把插头两

端锁死。

（四）ABS 报警灯

1、ABS 报警灯技术要求

ABS 报警灯是 ABS 系统与驾驶员进行对话的窗口，驾驶员可通过观察 ABS 报

警灯来了解 ABS 工作状况。ABS 报警灯有两种连接方式，一种为 ISO 7638 连接

方式，一种为 ISO 1185 连接方式 (选装)。两种方式同时连接时以 ISO7638 供电

为主。

工作电压： 直流 24±6V。

工作电流： 直流<300mA

工作环境温度：-40℃—+80℃。

功率：P<5W。（禁止使用发光二极管）

颜 色：黄色(GB 4094-1999 ‘汽车操 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

外形图：如下



（ISO 7638 ABS 报警灯） （ISO 1185 ABS 报警灯 ）

2、 ABS 报警灯安装工艺

(1) ISO 7638 ABS 报警灯

安装在仪表盘上，正极接点火开关，负极接 ISO7638 的 5 针插孔。

(2) ISO 1185 ABS 报警灯

a、 必须布置在半挂车前端面，驾驶员可以从后视镜观察到的位置.

b、 接线时，灯线的外部绝缘部分必须要插到灯的胶套内。

四、ABS 系统电源

1111．电源连接

半挂车电源连接方式:（两种标准）

a.ISO 7638 b.ISO 1185 (选装)

连接如下图

  线束插头

（从插入端看）



2．电源线束与电子控制单元连接

电源线束端子（上面有 POWER标识）如图上所示，电源线束端子

内为凸型块，在插接时凸形向上，插入图 2 方形插孔内(上面标有

POWER端)，再将金属锁扣（如图下）按下，连接好后如图下所示。

注意：接插件必须连接到位，使锁扣顺畅结合，切勿野蛮操作，以免

损坏部件。

3．传感器线束的连接

电子控制单元传感器插座壳上有数字标识（1-接右前传感器延长

线、2-接左前传感器延长线、3-接右后传感器延长线、4-接左后传感

器延长线），将传感器延长线分别对应插入电子控制单元传感器插座

检测端口

MODMODMODMOD RDRDRDRD
电源端口

POWERPOWERPOWERPOWER

电源线束

插头

POWERPOWERPOWERPOWER



内，再将金属锁扣从上向下如上图沿着电子控制单元锁扣滑道按压到

位

连接好后如上图。

注意：控制盒线束中传感器线束接头内有定位槽，线束部分根据对应

位置（行车方向）在连接前先确定位置和定位槽，将传感器线

束连接好。连接时由于传感器端子有密封 O 型圈连接比较困

难，可在连接前对密封 O 型圈涂少量润滑脂。线束应顺着电

磁阀与制动气室连接的气管进行布置，车桥传感器引线经弹簧

钢板 U 型架一直延伸到相对应的制动气室附近与传感器线束

插头插接到位，将线束从下向上每 20cm 进行捆扎固定，并将

多余部分分段进行折叠。

五、ABS 系统安装检查、 故障代码读取

（一）在 ISO7638 供电情况下:

1、ISO 7638 静态情况下的驱动：在系统正常接通电源的情况下，即 ABS

接通电源后（ISO 7638）正常供电的情况下，ABS 指示灯（驾驶室）亮，

同时听到阀的驱动声哒哒四下，驾驶室 ABS 指示灯熄灭，说明系统工作

正常。

2、若 ABS 系统警告灯不亮或一直亮，则 ABS 系统有故障，此时应对 ABS 进

行诊断并排除故障，使 ABS 系统恢复正常后使用。

3、在动态 ISO 7638 供电的情况下：在车速大于 14 km/h 时，ABS 系统上



电后，如果驾驶室的 ABS 指示灯熄灭以后，说明挂车 ABS 系统正常。如

果此时 ABS 指示灯长亮或不断闪烁，说明此时 ABS 系统有故障，应及时

检修排除故障。

4．ISO 7638 供电方式下故障码的清除。在此供电方式下，故障码的清除主

要是通过对点火钥匙开关 3次，即可清除所存储的动态故障码。

（二）在 ISO 1185 供电的情况下：

1、系统静态自检。此时轻踩制动板，系统就处于 ISO 1185 供电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对系统的各个部分进行自检。如果有故障，则通

过挂车 ABS 警告灯闪对应的故障代码。如果没有故障，则挂车 ABS 警

告灯闪两次后熄灭，说明此时挂车 ABS 系统正常。

2、对 ISO 1185 供电情况下故障闪码的清除。对于在动态情况下存储的故

障代码，此时可以间歇性轻踩制动踏板 3 次，即可清除所存储的故障

代码。

（三） 闪码含义：

1、第一组闪码含义： 2 电磁阀故障 3 传感器间隙 4 传感器开/断路

2、第二组闪码含义：1 右前轮 2 左前轮 3 右后轮 4 左后轮

六、ABS 系统闪码对照表



七 ABS 系统故障保养一览表及注意事项

（一）ABS系统故障保养一览表

第一组故障码 第二组故障码

闪

码
故障详情亮灯

次数

故障

部件

亮灯

次数

故障

位置

2 电磁阀 1
电磁阀

2-1
电磁阀线圈开／短路。电磁阀线束开／短路。

3
传感器

间隙

1 1右前轮 3-1 右前轮传感器间隙大或传感器松脱。

2 2左前轮 3-2 左前轮传感器间隙大或传感器松脱。

3 3右后轮 3-3 右后轮传感器间隙大或传感器松脱。

4 4左后轮 3-4 左后轮传感器间隙大或传感器松脱。

4

传感器

开／短

路

1 1右前轮 4-1 右前轮传感器损坏或传感器线束开／短路。

2 2左前轮 4-2 左前轮传感器损坏或传感器线束开／短路。

3 3右后轮 4-3 右后轮传感器损坏或传感器线束开／短路。

4 4左后轮 4-4 左后轮传感器损坏或传感器线束开／短路。

备注 故障灯长时间连续闪烁，必须进行处理，严禁行车。

类 别 故障区域 故障描述 处理方法

灯长亮
无闪码

ECU 供电系统 5A 保险丝熔断 更 换

ECU 与插头之间未插接到位 重新插接

ECU 内部故障
更换（外部线路确保正

确的连接并更换）

有闪码 读懂闪码 一一排除后重新接通

灯不亮
ECU 供电部

分有故障

灯丝熔断（故障灯） 更换

15A、5A保险熔断 更换

线束未能与 ECU 连接可靠 重新连接

日常保养

与维护

电源线束
3个月为一周期。观察对线束、电源线外观是否有破

损、松动，铜线裸露等现象
及时进行处理

传感器

保养周期与车轮保养同步进行。观察传感器是否破

损、松动，断裂。
及时修复，更换

弹性衬套是否变形失效 更换、修复

电磁阀
3个月为一周期检查电磁阀是否有漏气，排气口是有

异物，线束连接是否牢靠

气路是否通畅，固定螺

丝是否松动

齿圈
齿圈保养与车轮保养同步，观察齿圈是否有变形、移

位、齿隙是否正常，齿圈齿隙是否有异物。
更换、清理

注：电子控制单元(ECU)、气动电磁调节阀、轮速传感器的故障，应到指定维修点更换，此三组件均为不

可修复件。



（二）注意事项

a、用外接电源充电时，要将控制单元与线束断开，防止控制单元的损坏。

b、当车辆需要电焊时，要将控制单元与线束断开。不得用万用表测量控制单

元。

c、定期监测发电机电压是否稳定，及电瓶线连接是否牢固可靠。

d、作蹄片保养时不要碰伤齿圈及传感器，并对齿圈及传感器进行清洁处理。

e、各部件的拆装须在断电后进行，并保持各部件清洁、干燥。

f、不得随意改变保险片容量。

g、指示灯坏了应及时更换。

八、质量保证及服务承诺

（一）质量保证

本产品保修期期限：自购车之日起（或同整车厂保修期限一致）

零 部 件
使 用 时 间

公 路 用 车

电子控制单元 壹年（或五万公里）

电磁阀 壹年（或五万公里）

系统线束 壹年（或五万公里）

（二）服务承诺：

1一切为用户着想，为用户提供合格的产品和满意的服务。

2 本公司产品从原材料入库到生产成品入库，销售，售后服务均有严格的质

量控制体系，保证向客户提供完全满足相关质量标准的合格产品。

3维修服务：若 ABS 系统零部件超过规定的保修期或行驶里程后，出现故障，

经本公司技术人员或定点服务站人员确认无误后可进行维修，

我公司只收取零部件费用。



4 技术培训：为整车厂相关售后服务站提供相关本产品的使用和维护技术培

训。

5 服务响应：从接到整车厂销售公司或客户通知时起 8 小时做出书面答复，

48 小时内赶赴现场维修或按主车厂要求提供服务。特殊边远地

方除外。

6其他：

a若用户在车辆行使中发现指示灯长（或常）亮，应尽快到指定的维修点由

专业技术人员检查与维修。

b 若用户自行对本系统零部件进行修理或用其它零部件代替，所造成后果由

用户自行承担。

c 请用户尊重本公司及产品的知识产权。

d 其它未尽事宜由用户和本公司协商解决。

九、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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