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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大众公司在1.8L-5V-92kW进气道喷射汽油机的基础上为第二代奥迪A3和A4轿车开发了一种采用齿形皮带传动的新型
横置式自然吸气2.0L-4V-FSI分层直接喷射汽油机，其内部型号为EA113汽油机系列。2004年在此平台基础上开发的世界上第一台
涡轮增压缸内直接喷射2.0L-TFSI汽油机批量投入生产。而2006年新开发的采用链传动的1.8L-TFSI汽油机则是在全新设计的基
础发动机上应用了升级版的增压燃油分层直接喷射(TFSI)燃烧过程。不断创新的TFSI技术为这种最新的机型提供了更大的低速
扭矩和更低的燃油消耗，同时新一代发动机管理系统和喷油系统高压部件还能用于满足特超低排放汽车(SULEV)废气法规要求的
2.0L-TFSI增压分层直喷式汽油机。这些新机型在大众公司内部被命名为EA888汽油机系列。
EA888系列汽油机从一开始就是按照用于大众公司所有型号和汽车平台的“全球发动机”和全世界所有市场应用的要求来设
计的。大众公司于2007年春成功推出了这种全新汽油机系列的第一代机型，随后又在此基础上成功开发了特超低排放汽车用的
2.0L-TFSI机型；在2009年度的第二代机型上又进行了多处摩擦优化，并同时推出了奥迪可变气门定时和升程机构(Avs)；2011年又
推出了经进一步广泛优化并装备Avs机构的第三代1.8L-TFSI-Avs机型。从2005年以来，这种EA888直列4缸TFSI汽油机系列10次
荣获著名的“年度国际发动机”和“十佳发动机”奖。本文将详细介绍第一代和第三代机型的结构和性能。

大众奥迪EA888系列
1.8L增压燃油分层直喷式汽油机详解(四)
◆文/江苏 范明强
(接上期)

轮轴相位调节器组合应用，从而能够在换气控制方面

7.燃烧过程

获得最大的自由度，排气凸轮轴在上止点后-24°~6°

第三代1.8L-TFSI汽油机已对增压分层喷射TFSI

关闭排气门的范围内，能以180°/195°曲轴转角的排

燃烧过程再次进行了多方面的改进，因此在平均有效压

气门控制时间来适应1.8L-TFSI汽油机在全负荷和部

力提高到22bar(1bar=105Pa)的同时，增强了抗爆燃和

分负荷范围内不同的换气需求，从而一方面能成功地将

防止提前着火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了运转平稳性，而且

卓越的加速性与低的全负荷燃油消耗(小于250g/kWh)

由于汽缸盖具备整体式废气冷却功能，即使在边界条件

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又能充分利用燃烧过程在部分负荷

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因具有良好的残余废气性能和过量

时良好的残余废气兼容性来降低燃油消耗(图33)。

空气系数值而仍能使这种燃烧稳定性达到最佳。

范明强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由于汽缸盖具备整体式废

在量产机型上，这种具备整体式废气冷却功能的汽

气冷却功能，在接近全负荷的宽广范围内能够以化学计

教 授级高 级 工程师，参

缸盖有可能使燃烧过程中U05-U50(指燃油燃烧质量

量比混合汽燃烧运行，特性曲线场中的最低燃油消耗低

加过陕西汽车制造总厂

达到5%~50%份额)的能量转化时间延长1°~2°曲轴转

于230g/kWh，然而更重要的是，非常宽广的特性曲线场

的 筹 建 工作，主管柴 油

角，因而在转速低于3000r/min时会使燃烧稳定性变差，

范围具有低于250g/kWh的燃油消耗值(图34)，这就保证

机 的产品开发，198 4年

但是通过重新设计进气道(提高滚流强度)，不仅这种状

了即使在动态行驶情况下，在用户实际使用的运行范围

调往机械工业部无锡油

况完全能够得到补偿，而且还能拓宽较高转速时的节油

内仍具有非常好的燃油消耗。

泵 油 嘴 研究 所，曾任 一

潜力。同时，在滚流板尚未起作用时进气道产生的充量

汽 无 锡 柴 油 机 厂、第 一

运动也增强了，这对于催化转化器的加热是十分有利的，

汽车集团公司无锡研究

而并没有因进气道几何形状方面的优化而发生变化。此

所高 级技术 顾问、湖南

外，经过优化，高压喷油器的安装位置稍微缩进了一些，

奔腾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使得混合汽的均质化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同时作为喷

总工程师。

油器位置优化的附带效果，还减轻了喷油器的热负荷。

性和优化全负荷性能，这种最新一代汽油机继承了从
2.0L-TFSI机型就为人们所熟悉的奥迪排气凸轮轴两
级气门升程转换(Audi valvelif)系统，并首次与排气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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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废气涡轮增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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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气机壳体是铝合金硬模铸造而成的，

从而在发动机启动后能较早地开始进气量

增压系统采用了一种全新开发的单涡

集成了脉冲噪声阻尼器、电动倒拖旁通空气

调节以及良好的单缸识别。在确定氧传感器

道废气涡轮增压器(图35)，其开发目标是低

阀以及曲轴箱通风和燃油箱通风气体的引

位置时，特别注意到良好的流动状况和尽可

转速范围内的高扭矩与最大的功率提升和

入接口。为了能明显地提高电动废气放气阀

能低的温度负荷。

高的动态性 能相结合。这种增压器的设 计

调节器的调节力，压气机壳体已在结构上进

9.行驶功率和燃油消耗

基 础是IHI公司的RHF4型增压器尺寸，其

行了优化。压气机叶轮是用整块材料铣削而

在设计废气涡轮增压器、燃烧过程和换

中在转子、涡道、壳体以及所有的流动导向

成的，这就带来了诸如较高的转速稳定性和

气时采取了多种多样的优化措施，最终都被反

零部件等方面都已进行了各种不同的优化。

良好的降噪效果等方面的优点。

映到稳态和动态全负荷性能上。这种最新一

这种废气涡轮增压器由以下部件组成：①电

新设计的电动废气放气阀调节器比目

代1.8L-TFSI汽油机在1400r/min时就已达到

动废气放气阀调节器；②涡轮前氧传感器；

前使用的气动膜盒调节器调节起来更为迅

320N·m最大扭矩，并且在3800~6200r/min

③紧凑的铸钢涡轮壳体，并在与汽缸盖连接

速 和精确，而且能 够与产生的增压压力进

之间提供了125kW的最大功率平台(图36

的法兰处具有双流道进口；④压气机壳体带

行调节。这种实时主动调节的主要优点是：

左)。未来还能进一步提升功率。此外，与第二

有整体式脉冲噪声阻尼器和电动倒拖旁通

①因电动废气放气阀调节器具有较高的密

代机型相比，即使明显提高了平均有效压力，

空气阀；⑤镍铬耐热合金涡轮叶轮，可承受

封力，因此能产生高达320N·m的最大扭

并且最大功率也较高，但是达到最大扭矩的

980℃废气温度；⑥轴承壳体具有标准的机

矩；② 在1400r/min的低转速下就能达到

时间再次缩短了(图36右)，从而确保了在行驶

油和冷却水接口；⑦铣削压气机叶轮。

最大 扭矩；③因废 气放气阀能在部分负荷

功率不受限制情况下的自行加速性。

涡轮壳体由牌号1.4837的铸钢材料制

时主动打开，从而能降低基础增压压力，降

奥迪公司为了评价一辆汽车的行驶功

成，能承受980℃的废气温度，这就确保了能

低燃 油消耗，在机 动车排 放组合行驶循环

率和行驶动力性能，引入了称之为“性能感

可靠地满足有关使用寿命方面的功能要求，并

(MVEG)中能降低CO2排放大约1.2g/km；

觉指数”(PFI=Performanc Feel Index)的

且这种材料能够在涡轮壳体上配置涡轮前氧

④由于能在催化转化器加热期间主动打开

评价指标，用来衡量汽车加速性的好坏，并

传感器。借助于一直延伸到涡轮前不远处的双

废气放气阀，可使催化转化器前的废气温度

经常与 燃油消耗结合起来应用。与 第二代

流道导向，实现了将排气尽可能好地按点火次

提高10℃，从而使得冷启动时的废气排放较

1.8L-TFSI汽油机(118kW/250N·m)相比，

序分开流动并过渡到单涡道。因采用了整体式

低；⑤由于电动废气放气阀调节器具有较高

第三代1.8L-TFSI汽油机(125kW/320N·m)

废气冷却方案，涡轮壳体的总质量也就是含镍

的调节速度，在负荷降低时能立即减小增压

即使为了优化燃油消耗而加大了变速器速

的高级合金材料的使用量能节省大约40%。

压力，这特别是对废气涡轮增压器的声学特

比，但是还是明显改善了行驶功率。图37形

由于涡轮壳体的结构型式较紧凑，采用螺栓和

性(放气嘘叫声、呼噜声)产生有利的影响。

象地示出了在明显降低燃油消耗(-22%)的

螺母的标准紧固方式固定在汽缸盖上就已足

同样，由于动态增压压力建立较快，在负荷

同时加速性的改善情况(+12%)。即使与装有

够了。涡轮叶轮首次采用713C镍铬耐热合金

增加时发动机的加速性也得到了改善。

Audi valvelif系统的第二代2.0L-TFSI汽油

(镍基合金)代替牌号MAR的材料，为此曾专门
对涡轮叶轮的蠕变性能进行前期试验。

奥迪公司首次将氧传感器设置在涡轮
增压器涡轮前，这可使其露点结束得较早，

相同的情况下依然获得了14%的节油效果。

汽缸盖+增压器：
电动废气放气阀调节器
Σ=－1.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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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燃油耗特性曲线场（有效比油耗）

图35 单涡道废气涡轮增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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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采取降低转速、降低摩擦和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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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措施以及多种多样的热力学优化，

1.8TFSI第三代
125kW/320 N·m
1.8TFSI第二代
118kW/250 N·m

420

并与汽车其他方面的改进相结合，搭载最新
的第三代1.8L-TFSI汽油机的新型奥迪A4

wex@motorchina.com

1.8TFSI第三代 125kW/320 N·m
1.8TFSI第二代 118kW/250 N·m

放气阀和双喷油系统相结合，改善了部分负
荷的效率，并对达到节油目标做出了贡献。

10.废气排放
为了满足欧Ⅵ排放限值的要求，已优化
了汽油机原始排放的水平。为此，已将喷油压

60

发动机功率
扭矩

力从150bar提高到200bar，优化了高压喷油
0
0

器的安装位置改善混合汽形成，并将废气管
道的结构设计得表面积最小。此外，氧传感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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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in]
发动机转速

空气系数。

通过打开电动废气放气阀，使废气绕过涡轮，
这样就能够在发动机冷启动时为催化转化器

CO2 排放量[g/km]

气后处理装置的起燃时间。在部分负荷时，可

3次缸内直接喷射，而在暖机运转阶段，则
在适度推迟点火的同时实施在进气行程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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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s]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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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I的定义：PFI=amax,1×F1+amax,2×F2+...+amax,n×Fn
a1-n=第1-n挡位的最大加速度
F1-n=第1-n挡位的加权系数

的加热提供最多的废气热量尽快升温。
在发动机启动时，采取在压缩行程期间

0

1.8TFSI第二代 118kW/250N·m
1.8TFSI第三代 125kW/320 N·m
2.0TFSI第二代 132kW/320 N·m
竞争机型

180

除此之外，废气后处理装置已经过优化，

基质载体明显降低了废气背压，同时缩短了废

150

200

时氧传感器能快速起燃，并能动态采集过量

新开发的JM835贵金属涂层。通过这种薄壁

200

图36 汽油机功率和扭矩曲线

安装在增压器涡轮前，使得在发动机冷启动

采用了新型的整块式薄壁陶瓷载体，并采用了

扭矩[N·m]

节器与排气侧Audi valvelif系统、电动废气

扭矩[N·m]

油消耗明显降低。特别是排气凸轮轴相位调

功率[kW]

轿车的机动车排放组合行驶循环(MVEG)燃

2.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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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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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I：性能感觉指数，所以挡位的加权平均加速度能力)

图37 CO2排放与加速性的比较

压缩行程的两次喷射。通 过应用实验 设计

机”。这里所介绍的第三代1.8L-TFSI汽油

相位调节器组合应用；④创新的热管理及其

(DoE)方法对喷油参数、点火参数和凸轮轴

机为开发出更多的机型以及更进一步提升功

全电子控制冷却液调节；⑤200bar高压喷

参数进行试验，能够寻找到一种加权平均折

率和扭矩奠定了基础。这种汽油机通过持续

射FSI与MPI组合的双喷油系统；⑥新开发

中，使得气态排放低且颗粒数最少，而发动

不断的改进，在已经非常优秀的EA888汽油

的紧凑型涡轮增压器模块，采用铸钢涡轮壳

机又具有非常良好的运转平稳性。在暖机运

机系列第二代机型的基础上再次取得了显著

体、电动废气放气阀和涡轮前氧传感器。

转结束后紧接着使用MPI喷油系统，使发动

的进步，从而确立了在竞争机型领域内的领

第三代机型具有最好的装备，能满足在

机处于非爆燃区域运转且又能获得最佳的

先地位，因此最新一代1.8L-TFSI汽油机是

全世界所有市场上应用的高要求。为了能覆

部分负荷效率。除了前面已提及的热管理之

奥迪公司实施发动机小型化和降低转速策

盖大众集团内尽可能多的车型，至今在中国、

外，众所周知的启动-停车系统和制动能量

略中的又一个里程碑。EA888汽油机系列的

墨西哥、匈牙利三个国家生产EA888系列汽

回收措施也能附加降低CO2排放，从而确保

所有性能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显著的改善，是

油机。这种第三代机型已于2011年在匈牙利

发动机排放能可靠地低于欧Ⅵ排放限值。

应用了以下技术措施：①持续不断地降低摩

Gy r的奥迪发动机厂投产，继而将在墨西哥

综 上 所 述，奥迪公司最 新推出的新型

擦功率，并在所有功能部件中应用轻量化结

和中国开始生产，而Gy r发动机厂是世界上

1.8L-TFSI汽油机已使卓有成效的EA888

构；②汽缸盖集成了整体式废气冷却功能；

最大的发动机生产厂，也是EA888系列汽油

汽 油机 系 列 的 第 3代 机 型 成 为“全 球发动

③排气侧Audi valvelif系统与进排气凸轮轴

机所有新投产厂家的主导工厂。(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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