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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以及汽车新技术的不断提高，如今无论是高端车型还是中低端车型均在
传动系统中采用了自动变速器技术，并且具有标准配置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汽车发展越来越趋向于
安全、环保及驾乘舒适等方面。汽车使用者越来越注重驾乘的舒适度，自动挡车型在驾驶方面舒适度
极高，能够减轻驾驶者的疲劳，驾驶员几乎感觉不到变速器在换挡时的振动感觉。但是自动变速器在
环保方面与手动变速器之间还略有差距，很多人认为装有自动变速器车辆的燃油消耗较高，其实是发
动机到驱动车轮之间的动力传递存在着液力传动过程，这是能量损耗最主要的一部分。由于雾霾对城
市空气质量污染严重，汽车节能减排势在必行，而自动变速器系统对整车的排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如何确保自动变速器在使用寿命范围内的健康状态？如何保证维修后的自动变速器的绿色生存环
境？鉴于自动变速器的重要性，本文将分章进行详细陈述。

如何满足自动变速器绿色生存环境(一)
◆文/北京 薛庆文

城市中的雾霾导致空气中PM2.5的指标上升，数

自动变速器少出或不出故障就能够确保其得到健康的

据显示机动车排放占据了22.8%之多，其中停车等红

绿色生存环境。另外，我们也要保证出现故障的自动

灯时(特别是自动挡车型)带挡等红灯时尾气排放最为

变速器在维修后的健康绿色生存环境。所以我们有两

严重。对于自动挡车型来说，此时相当于发动机在做

方面内容需要去做：本身健康的自动变速器的护理和

无用功同时也会影响到自动变速器本身的寿命，因为

维修后的自动变速器绿色生存环境的保证。

发动机在怠速下完成的输出功率完全消耗在变速器液

破坏一些参数信息，如摩擦系数、抗磨系数、剪切性

一、如何确保自动变速器在使用寿命范围
内的健康状态

等。因此，汽车带挡等红灯不仅影响排放要求而且损

很大程度上讲确保正常运转自动变速器的健康

害变速器。随着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一些车企

生存状况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与使用

在寻求节能减排的发展中，研发了一些新技术，比如

者关系密切；第二、跟车辆自身的工作环境有关；第

针对混合动力车型有“带挡停车熄火功能”和“带挡

三、与修理厂密不可分。下面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

停车变速器内部自动回空挡功能”等，这些功能不仅

来逐一进行分析。

能够帮助汽车减少排放、减少能量损失，而且可以保

1.与使用者的关系

力传动部件的ATF中，ATF获此能量后会急剧升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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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变速器。
自动变速器系统对整车的排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的使用者极为重要，因为所有的操控主动权都掌握在

用，因此如何保证一个健康的自动变速器自始至终都

他手中(比如说不正常的驾驶习惯等)，这体现在以下

能有良好的绿色生存环境，让车辆始终满足其排放标

几个方面：针对自动变速器车辆正确操作使用的规范

准是当今汽车维修技术人员的一项光荣使命。我们除

性、针对自动变速器的正常养护意识、规范性修理厂

了保证自动变速器绿色生存环境之外，还要尽可能不

的选择，还有就是要通过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识别出自

让其出现故障。当它带着故障工作时车辆排放是最差

动变速器是在故障状态下工作等。

的，比如变速器出现故障后锁挡行驶，由于在备用模

(1)使用方面

式下变速器只有一个挡位是可用的，且发动机与变速

带有液力传动的自动变速器(AT)确实给驾驶带

器之间的动力连接也变成了纯粹的液体连接(俗称软连

来很大的方便，大家在使用中看似驾驶简单、操作

接)，这时发动机的输出功率损失最大，从而导致汽车

便捷，殊不知由于长时间错误操作或不规范的驾驶

排放变差。

习惯都会给变速器带来严重的故障隐患。这样本来

只要我们对自动变速器做出科学规范的养护，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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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绿色生存环境便遭到破坏且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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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需要付出昂贵的修理费用才能解决故

出功率(输出能量)就完全消耗在变扭器内部

响，发动机有问题会导致变速器也跟着出

障。因此在使用过程当中必须遵循以下几

的ATF当中了，变速器的温度会持续升高同

现问题。

点要求：

时也不利于环保(尾气排放差)，油液温度过

(2)保养意识及保养方面的认知

①冷车时一定要有预热过程，当发动
机高转速回到怠速工况后再挂挡行车。冷车

高会导致一些参数性能下降从而破坏了变速
器的健康生存环境。

很多自动挡车型的车主们只注意做发
动机的常规保养而并不知道自动变速器也

时由于温度过低ATF油液的流动性较差，同

⑤当发动机故障灯或变速器故障灯

需要保养，甚至他们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意

时一些橡胶密封元件在低温状态的密封效果

点 亮 时 ( 图 2) ， 说 明是 系 统的 故障 提 醒功

识。随着网络信息的传播、车辆故障投诉

差，高转速下系统油压高，直接挂入动力挡

能被实施，此时不要让汽车带着故障工作

的公开以及个人理性消费观念的转变，虽

后会出现剧烈的冲击感。真正回归标准怠速

应及时检查修理。大多数电控自动变速器

然有一部分自动挡车型的车主逐渐提高了

工况下后会得到舒适的接合感觉同时也不会

都有自身系统的故障警示灯，当变速器工

对自动变速器的保养意识，但是仍然还有

伤害变速器的部件。

作不正常时，电控系统通过传感器信息检

一大部分自动挡车型的车主缺乏这方面的

②起步时不要急加速，更不要把加速

测出不良状态且严重威胁变速器的相关信

意识。同时有些车主即便有保养意识，但

踏板踩到底。起步急加速时由于变扭器泵轮

息后，启动点亮故障指示灯的程序来提醒

是对服务厂、材料、维修人员方面的选择

与涡轮转速差较大，因此生成的扭矩会很

驾驶员。有的车辆没有独立的变速器故障

意识也比较淡薄。很多车主认为给变速器

大，能量损耗较多，而此时变速器的摩擦元

灯，而是与发动机共用一个故障灯，一旦

做保养就是简单的换油，随便找一个路边

件极有可能在急加速过程中瞬间存在摩擦扭

故障灯点亮后变速器就会以备用程序来运

店或随便找一位维修人员即可，殊不知这

矩过大(过度摩擦)或因温度等原因形成摩擦

行，同时一些功能可能会失效，因此为了

里面存在一定的隐患。

不足而导致摩擦元件打滑而烧损。

保证变速器本身部件不会受到损害并保证

笔者曾经在某汽配城遇见一位速腾自

其健康环境不会受到破坏，就必须让车辆

动挡车型的车主，他在一家汽配店前为车辆

停止带故障工作并尽快检查维修。

做保养，维修人员使用一个卧式千斤顶直接

③行驶过程中切不可空挡滑行(图1)。
空挡滑行不但增加燃油消耗而且长时间操作
还会伤害到变速器，因为空挡滑行时发动机

在原地将该车的左前轮部分顶起。大众速腾

处于怠速运转，变速器的系统油压最低且润

用的是09G六挡横置变速器，千斤顶支撑的

滑油压也是最低，滑行时速度过快会导致诸

位置导致车辆倾斜的同时，变速器恰好也在

如行星排等转动部件在高转速下得不到良好

倾斜状态。维修人员在地面上铺上纸壳，钻

的润滑而损坏。

到车底同时将一个装有废油的铁盆也放在车

没有问题马上下坡了
空挡滑行可以省油

图2 自动变速器故障灯预警及故障提示

底，然后拆下变速器油底壳的一颗螺丝并放
出一部分ATF，接下来又把油底壳拆下来排

⑥使用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如果明

出其内部旧的ATF，并换上去一个崭新的滤

显感觉发动机转速与车速不对应时(发动机

清器(这个操作显得很规范)。维修人员在油

转速高而实际车速慢)也应及时修理。有些

底壳胶垫上涂上一层密封胶并重新安装，可

车辆的电控系统不具备故障提示功能，当变

是当准备加注新的ATF时却找不到加油位置

速器不能正常工作时仪表中不会有故障灯点

了，然后通过与他人电话联系才找到加油位

亮，但是如果变速器表现出异常现象，使用

置。但是在加注过程中，笔者看出该维修人

者应该意识到是变速器出现了问题。比如一

员不太清楚操作流程，也不清楚应该具体加

④停车等待信号灯时最好将挂挡杆置

个四挡自动变速器发动机转速在3000r/min

注多少量。配件店老板表示应该加注5～6L

于N挡或P挡位置且使用行车制动器或驻车

时车速最高才达到80～90km/h左右，显然

的ATF，该维修人员就按照老板的要求进

制动器，如果等待时间较长最好熄灭发动

是发动机转速与实际车速不匹配，说明变速

行加注。车主在整个过程中始终表现得很淡

机。带挡等信号灯时发动机在做无用功，并

器有可能缺少挡位或锁定在某一个挡位上，

定，不用说ATF油量的多少，单是所换新油

没有真正与变速器之间分离，而输出的怠速

长时间使用发动机燃油消耗量加大且变速器

是否符合09G变速器用油标准，他可能都不

动力已经经过变扭器泵轮通过ATF施加给涡

健康环境也遭到破坏。

清楚，隐患就这样生成了。

图1 自动变速器空挡滑行危害大

轮，由于是带挡制动停车状态，此时涡轮是

⑦当发动机故障时不要让变速器工

有时候车辆达到了一定里程数，即使

停转的，泵轮利用ATF液体的动态离心力驱

作。发动机工作不正常直接会影响变速器

变速器工作正常也需要保养。很多当车主感

动涡轮运转而涡轮又没运转，因此所有的输

的正常运转，两个系统相互依赖且相互影

觉变速器有异常时才去保养换油，有些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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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知驾驶而从来不给车辆做保养(图3)，即
便已经出现故障现象还继续使用，导致在后

排量大
肯定燃油消耗高

wex@motorchina.com

自动挡就是
费钱

续的使用中故障越来越严重，甚至车辆半路
抛锚、变速器彻底不工作了，最后付出昂贵
的维修费用去解决问题。
平时不知道保养
就知道开！

图5 车主识别不出变速器故障

图6 车主的片面认识

图7 自动变速器故障后的救援

图3 自动变速器长时间不保养的后果

很多自动挡车型的车主缺乏对变速器
的保养意识，当车辆进行其他项目检修时，
维修人员告知车主自动变速器的油液已经有
变质情况需要保养换油，车主仍然认为不需
要更换油液(图4)，在后期的使用过程中不
仅会降低变速器的使用寿命(自身环境被破
坏)同时给环境带来不良影响。

您的变速器油
该换了

不用换

图4 车主对ATF的认知

(旧油的排放可以做到95%以上)；⑤到专业

例，我们总结一下几种情况供参考：①发动

店或正规店进行变速器的保养。

机转速过高车速却达不到最快；②明显感觉

(3)对变速器故障现象的识别能力

到车辆在起步阶段无力(变速器可能锁在高

变速器发生故障后对于明显的故障

挡位上)；③发动机燃油消耗明显增加；④

大部分车主都能够辨别出来，但对于表现

变速器在刚启动发动机时有吸油不足的声

不明显的故障来说，并不是所有自动挡车

响；⑤仪表中有发动机故障灯点亮、变速器

型的车主都能识别出来。前面我们提到过

挡位显示灯不正常、齿轮灯点亮等；⑥车辆

有些自动变速器没有预警功能，那么针对

彻底不能行驶。

这种车辆的用户，在平常使用中应该能够

以上几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中任意一个

感觉到变速器工作状态是否异常。比如说

条件出现时都必须及时到专业厂进行相关系

当车辆燃油经济性降低、发动机排放恶化

统的检查和维修，同时因变速器故障需要牵

时，车主不仅要考虑发动机本身的健康程

引车辆时一定要按照规定要求去进行牵引，

度，同时要注意变速器是否故障。假如车

注意总的牵引距离和牵引车速(牵引时一定

辆缺少最高挡位或液力变扭器TCC锁止不

将变速器挂挡杆置于空挡位置)，针对全时

良，从专业角度使用者一般不会知道，但

四驱车辆建议不要牵引而是找一救援车辆拉

可以通过车辆在运行过程中的异常现象来

走(图7)。

确认车辆是否故障，因为在使用中明显会

自动变速器在使用寿命内能够正常运

感觉到车辆的燃油消耗增大。如果变扭器

转除了跟使用者有着直接关系以外，车辆自

TCC锁止不良那么发动机与变速器之间存

身的工作环境也特别重要。另外，国内不同

根据以上关于自动挡车型的车主对自

在的是液体连接，这样变速器不仅会出现

区域的气候、温度、湿气、粉尘、沙尘等因

动变速器换油保养方面的分析，我们总结以

高温，排放也会变差。如果变速器缺少最

素对车辆的影响也很大。大家会在有些车辆

下几点要求：①定期到修理厂检查或更换新

高挡位，那么发动机转速高、车速达不到

维修使用手册中看到以下说明：自动变速器

的ATF；②更换ATF时一定要更换滤清器

最快，发动机转速与传动比关系被破坏，

保养周期6万公里同时如果使用环境恶劣建

(不需要解体变速器进行更换)；③独立冷却

最终导致变速器自身生存环境变差同时发

议4万或提前更换润滑油。虽然厂家给出了

控制系统的变速器只能利用传统手工方式换

动机燃油消耗加剧(图5、图6)。

自动变速器保养周期的标准，但是我们需要

油，最好多操作几遍；④与发动机冷却器集

当车主明显感觉车辆出现异常现象时

成在一起的变速器最好连接设备进行更换

应及时到修理厂检查维修，以自动变速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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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具体使用情况适当调整以保证变速器健
康生存环境。(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