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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动力学在汽车维修中的应用
◆文/辽宁 陈兆俊

在汽车的发展过程中，空气动力学对汽车研发设

驶所占的份额越高，则影响越大。假定汽车的高速行

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汽车动力学最初的研究主要集

驶占整个行驶过程的比例为1/3，且假定汽车变速器总

中在降低空气阻力、提高燃油效率上。然而，在汽车

是处于最佳的匹配状态，则通过对某中档汽车的燃料

的使用中发现空气动力学产生的升力和侧向力对汽车

消耗统计计算表明，在空气阻力减小10%时，燃料消

行驶的稳定性有着重大影响，甚至会威胁到汽车的行

耗约可以降低3%~4%，同时汽车的最高行驶速度约

驶安全。

可以提高3% 。其他类型的汽车空气阻力对汽车行驶

如今正处于汽车性能飞速发展的时代，对汽车

功率影响的趋势也大致相同。因此，现代汽车的外型

的舒适性及安全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由空

设计在满足用户期望要求的前提下，加入了降低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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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力学产生的风噪声及气流污染问题也随之显现出

阻力的考虑因素，不断地优化车身的各个参数设计，

(本刊专家委员会委员)

来。如何减小空气动力学对汽车使用所产生的不利影

以降低研发车型空气阻力系数。

1992年参加工作后一直

响，不只是设计研发者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汽车的使

在维护使用的过程中，虽然对车辆的外形不能做

从事汽车检测与维修工

用者和维修人员要共同思考的问题。在车辆的维修使

较大的改变，但可以通过对汽车底部的改装达到减小

作，熟悉汽车底盘维护、

用过程中在空气动力学方面产生的问题也逐渐受到了

空气阻力对汽车动力性影响的目的。汽车下侧底边的

发动机维修及电控系统

广泛关注。

空气阻力约占总空气阻力的50%，其中约10%的空
气阻力来自开式的车轮罩，约25%的空气阻力来自车

的检测等汽车检测维修
及改装工作。在日系车型

一、空气阻力对汽车行驶功率的影响

轮，汽车底部的空气阻力只占总空气阻力的15%。现

的电控燃油喷射发动机、

汽车的空气阻力是由汽车表面和空气间的相对运

代汽车的制造使车身越来越光滑，但不可避免的还有

电控自动变速器、ABS、

动造成的。汽车是在空气介质中运动的，在一般的行

不光滑的干扰处，例如为冷却废气并提供膨胀空间的

驶速度下空气可以视为不可压缩。从物理概念上(忽略

排气系统、为保证车桥有一定运动自由度的空间以及

车轮的转动和汽车在行驶路面上的空气边界层)，汽车

燃油箱和车身底板间的开口(在车尾碰撞时开口可为车

与空气间的相对运动与汽车是在静止的空气中运动还

身提供变形的行程而不致损伤燃油箱)等。为降低空气

是空气以相同的速度向静止的汽车流动(如在风洞中的

阻力，可以在乘用车上，加装包裹底部、配置优化结

汽车模型试验)无关。汽车行驶时，汽车前端将空气向

构的车轮，这些举措具有可降低空气阻力系数0.01至

两边推开，空气就被滞止。在汽车后端，空气质点不

0.02的潜力。

电子/空 气 悬 架 系 统、
安全气囊控制系统等诸
方面有较多的探究和经
验。2008年至今于大连职
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技
术系任教，主要讲授汽车
检测维修技术方面的专
业课程。

能无干扰地汇流到一起，从而产生负压。汽车前、后
端的空气压力差形成汽车的空气压力阻力。汽车表面
和黏性空气间的摩擦产生摩擦阻力，由于出现涡流而

空气在汽车上的环流产生3个方向的力，继而

产生附加阻力。乘用车的空气摩擦阻力约占总阻力的

产生固定在汽车上坐标系的3个坐标轴的力矩，汽

10%，摩擦阻力和附加阻力的大小与汽车形状有关。

车受到的力和力矩如图1所示。在纵向方向的力和

例如，车身前部较陡的“全背”式汽车在行驶时，汽

阻力影响汽车的行驶功率，其外部的力和力矩则影

车表面上大部分的气体出现分离，使压力阻力增加；

响行驶状态和行驶安全性，尤其作用力是不对称的

而流线型的汽车尾部的压力阻力虽然较小，但会出现

侧向风作用力的影响。影响汽车行驶状态和行驶安

严重的空气涡流，从而产生附加阻力，其他的空气阻

全的自身因素包括底盘、汽车重心、空气动力及驱

力项还包括空气流过散热器、接缝处和通风系统产生

动功率等。

的内部阻力。

78

二、空气动力对汽车行驶安全性的影响

随着高速公路的建设发展和汽车性能的改善，目

空气阻力是影响汽车行驶功率和燃油消耗的主要

前的汽车已达到在车桥上出现“升力”的汽车速度。

因素之一。除其他的一些影响参数外，空气阻力对燃

车速超过160km/h后，由于出现“升力”现象而影响

料消耗的影响，与汽车的使用条件关系较大，高速行

到车辆行驶安全性能，如转向性能、弯道或车道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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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空腔谐振，产生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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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流动的噪声频率为
500~3000Hz，噪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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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范围会受到缝隙后面
流通断面的影响，噪声的

W

强度与缝隙后棱边是否突
入气流中或缝隙后棱边是
否在气流中回跳有特别大
的关系。由此看来，在汽
车的生产、使用和维护保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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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过程中，有效的密封是
降低风噪声的主要方法。

a/2

汽车活动天窗的轰

υ
L -滚动力矩

鸣声也是我们常听到的一
M-俯仰力矩 N-横摆力矩

W-阻力 S-侧向力 A-升力 β -气流流入角 υ-风速

种风噪声。常出现在车

图1 汽车受到的力和力矩

性能、高速时的转向反馈及高速时的摆动

三、空气动力对风噪声的影响

速为40~60km/h时，气
流从敞开的活动车顶流出时，按赫尔姆兹

等。在车辆维修改装过程中，通过修改底

在汽车内的乘员能够听到的噪声有很

(Helmholtz)谐振器原理，整个车内激起振

盘的结构参数可以弥补不理想的“升力”

多，其中部分噪声来自于车外，并通过隔声

动，其典型的频率约为20Hz。若采用导风

分布。

而降低。而有些噪声源来自于汽车本身或内

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谐，能够起到降

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空气绕汽车流

部。除掉音响、报警提示音等，主要有三种

噪的作用，采用打孔的、尖角的或者网格

动，其不只作用在汽车的整体上，也作用

不同的噪声源：发动机的噪声、车轮在地面

状导风板通常要比光滑的导风板调谐效果

在各个零部件上。汽车表面的部分范围上

上的滚动噪声及风噪声。发动机的噪声和滚

好。总体来说，行驶过程中开启天窗产生

(如侧窗玻璃上)的空气压力分布(不同的

动噪声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被成功降低，与此

的噪声很难有效降低，即使安装导风板效

压力分布)会产生局部的力和载荷。例如

同时，风噪的问题就日趋显现了，想要降低

果也并不理想。

在乘用车头部的空气负压峰值产生一个会

风噪声就要从风噪声源寻找方法。

在汽车车体轮廓上的气流分离，形成

使发动机室盖抬高一点的力，在车速达

风噪声主要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因为

涡流和湍流的压力波动，压力波动冲击汽

200km/h时，在乘用车前部的发动机室盖

部件间的不密封性，主要是车门和车窗玻璃

车表面形成激励振动是噪声产生的另一个

范围的向上力，根据头部形状的不同约为

的不密封性；其二是源自车身钢板的开口缝

原因。如A柱处的气体涡流，会产生宽频噪

300~500N，由此可以看出，在汽车使用

隙部分。由于空气的挤压效应，车身外侧部

声。在侧向风变换的情况下，A柱处的气体

与维修中要保证乘用车的发动机室盖锁的

分的空气流速增大而出现较高的负压(在A柱

涡流特别明显。解决的方法就是通过改变A

可靠性非常重要，在A柱后面的力约为该值

后面附近的负压就是这种情况)。在汽车的

柱的造型来降低A柱处的涡流，由于汽车在

的一半。在侧向风作用下，侧窗玻璃上的

内部，按通风和采暖情况出现的空气压力变

设计的过程中经过风洞试验，其结构基本为

力也可达到300~500N。在关闭侧窗玻璃

化，如果密封不好将从缝隙中出现从内向外

最佳，汽车使用及维修过程中只能通过提高

的过程中，这些力会导致在下部的侧窗玻

的气流并引起噪声。在汽车高速行驶时，在

侧窗玻璃部位隔声效果来降低噪声等级。

璃不能进入导向槽的故障。

前车门侧窗玻璃上的负压力会使车门框架产

气体在像天线、车桥、反光镜、风窗

静态的压力载荷也会压瘪乘用车前部

生运动，向外的移动量有时可达2mm。如

玻璃刮水器的突出部件处分离。如在后部的

的导流板、损伤挡水板、移动外反光镜等。

果车门的密封系统不够理想，则会产生高分

杆式天线处形成卡曼(Karman)涡流线，会

周期性的气流分离会激励部件的振动而损害

贝的气流声。

产生高强度的单一音调。所以现代汽车的天

它们的寿命或功能，在反光镜座的周期性球

在发动机的进气道中，常见到安装有

线多采用斜置杆式天线，至少倾斜45°，并

状涡流在高速行驶时会引起反光镜玻璃的异

空腔的谐振装置，其目的是降低发动机的

在杆式天线周围使用螺旋圈来消除噪声的单

常振动，在高速行驶时还会出现发动机室盖

进气噪声。如果气流从车门、行李箱、发

一音调。由于功能的需要，车桥和风窗玻璃

的振动。

动机室等的盖缝垂直流过，由于干扰会引

刮水器不能制成有利于气体流动的形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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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设计时通常避免将它们安装在气体直接
流入处，如风窗刮水器一般都隐藏在发动机
室盖的下面。在使用和维护的过程中要注意
到这种安装要求，这种设计不仅是为了美
观，也是为了满足降低风噪声的要求。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外后视镜同A柱处的
涡流和填料同样也是常见噪声源。值得注意
的是后视镜体处或后视镜体后面的气流分离
产生的噪声，要比气体在后视镜体与风窗玻
璃的狭小间隙加速、后视镜支座处的气体环

a.“方背”大规模气流分离

流、后视镜支座与车门间的不密封性或者后

b.“斜背”漩涡的生成

图2 汽车尾部的气流结构

视镜插入汽车内部的不密封性所引起的气流
噪声要小得多。这是在汽车使用与维修中，

维修过程中，当拆下车门板时，经常会发现

汽车尾部可能发生的两种气流结构。第一种

分析查找风噪声的根源尤其应该注意的环

车门壳内会聚集很多尘埃的原因。防止尘埃

为“方背”形状(图2a)，类似于上述案例中

节。总之降低风噪声的关键还是在于有效处

进入车内的有效办法就是做好密封，尤其是

的中巴车尾部结构。其尾流大、压力低，气

理好密封和隔音两个环节。

加强车门缝隙外部的环形密封系统密封性。

流不能沿着车身表面流过陡直的后角。压力
的大小、产生漩涡的能量和频率受汽车的车

四、空气涡流对车内空气质量的
影响

五、案例分析

速和车尾的宽度、高度的影响。若后背倾斜

空气中微粒不应该进入车内，尤其是

角度小一些，将会出现不同的气流形式，如

汽车常在夹杂着不均匀的微粒的空气

汽车发动机排出的废气，一旦进入车内会对

“斜背”(图2b)、
“溜背”，大多数双门车为

中行驶。空气中微粒包含各种气体、尘埃、

乘员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在汽车的使用过

“斜背”形状，汽车后部的表面空气压力明

水蒸气、昆虫等。由于这些微粒的密度(质

程中，却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当打开行李

显低于周围的压力，上表面的低压将汽车侧

量)不同，其惯性也不同，导致其在空气流

箱时，会发现行李箱中积满灰尘，车内乘客

面相对高压的空气向上吸，导致在C柱产生

动中轨迹不同。

常会闻到发动机尾气的味道。

强烈的锥形漩涡，这些漩涡增加了这些气流
附着于车体表面的可能性。

气态的微粒随着空气流动，如发动机排

下面的案例就属于这种情况，一辆行

出的废气在与空气短暂混合后几乎均匀地一

驶里程60000km的丰田考斯特中巴车，在

空气和杂质中的其他物质从保险杠下

起流动。因为靠近地面的废气浓度高，为了

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坐在后面的乘客经常反

棱边约0.5m处向后流动，之后又流向尾

避免发动机排出的废气进入车内，汽车车内

映闻到比较浓烈的发动机排出的废气味，驾

盖，形成一个反向旋转的涡流。这两个涡

空气的进口应尽可能高些，空气的进口通常

驶员的感觉不是很明显。送维修站进行检

流有一个共同的混合区，微粒进入该混合区

布置在车辆的前部即风挡玻璃前的导风处。

修，检修人员首先想到的原因是发动机的

中，上部涡流携带这些微粒达到车顶处的轮

尘埃的密度相对气态物质密度要大一

工作不正常，燃烧不好导致尾气难闻有刺激

廓边。如果发动机排出的废气进入下面的涡

些，它也符合上述的运动规律，同样也可能

性。始终围绕着发动机的工作状态来检修。

流，经涡流的作用会扩散至整个车尾表面。

吸入车内。由车轮甩出的汽车底下的尘埃经

经过多次检修，发动机尾气的味道一直没有

当汽车处于行驶状态，特别是高速行驶时，

尾部涡流到达汽车尾部，也可以从前轮的轮

彻底去除。尤其在车辆行驶速度较高且在驾

车厢内的空气压力处于较大的负压，废气可

罩到达车门的缝隙，甚至会到达车门框上部

驶员侧车窗开启的状态下，车厢内的发动机

以通过缝隙吸入车内，且废气吸入的程度随

的缝隙。当汽车内有较大的空气负压时，如

废气味会更浓，后面的乘客甚至会出现头疼

车速增长成平方增长。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开启天窗时，尘埃可以通过车门缝隙和排水

恶心的症状，以至于没人敢乘坐这辆车。最

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对策之一是安全可靠地

孔进入车门内，并从车门内沿风窗玻璃进入

终通过运用空气动力学对车辆运行状态影响

密封汽车的尾部(车况相对较差的车辆容易

车内。这是因为空气压力分布沿车门外缝隙

的分析，找到了尾气进入车内的根本原因。

出现密封问题)；对策之二是选择合适排气

是变化的，在通风道中产生气流。在后面车

问题是由于车辆的尾灯与车体之间的密封胶

尾管，使废气无法到达涡流区。正如现代汽

门下面的尘埃以这种方式吸入通气道，并输

条在上次事故维修时疏忽漏装导致的。

车中排气管的尾部大都采用向下弯曲的结

送到前轮后面的A柱处车门垂直缝隙或者输

汽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在汽车的尾部

送到C柱处车门上部的缝隙。这也是在车门

或在后保险杠后会形成一个涡流。图2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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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或者选择布置尾气管的位置，使其排出
的废气吹不到后面的涡流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