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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辆密度的加大，自动变速器已逐渐成为汽车的必要装备，而不
仅仅是豪华的标志。因为有了自动变速器，改变车速变得轻松自如，且不必
频繁地踩踏板。如今，自动变速器种类繁多、技术先进，也正因如此，加大了
自动变速器维修人员的操作难度。针对自动变速器的维修保养以及行业发
展等问题，本刊记者对自动变速器专家薛庆文进行了采访。

自动变速器的养与修
◆文/本刊记者 高中伟
记者：请您简单谈谈自动变速器的发 展

目前，国产车型以应用AT六挡变速器

由于现在技术形式的改变，很多车型单从外

历程，维修人员如何才能跟上变速器技术发

为主，随着行业的发展和政策法规的完善，

观上是看不出有多少个挡位的。第二点：由

展的步伐？

四挡和五挡变速器由于达不到排放要求迟

于不知道 变 速器的类 型，维修人员在 选 择

薛庆 文：从 20世 纪 8 0 年代 到 21世 纪

早会被淘汰。高端车型多数应用挡位数较多

保养油液时 往往不知道该 如何选 择，与上

初，自动变速器的发展和变革以十年为一个

的AT自动变速器，奔驰轿车从2003年到现

述三种自动变速器的类型相对应，油液分为

周期。1982年，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控制的

在一直使用的是七挡变速器，奥迪、宝马、

ATF、CVTF和DCTF三种。第三点：自动变

自动变速器诞生，是由日本爱信公司生产的

路虎、捷豹使用八挡变速器。2013年，上海

速器在保养时，单纯换油是不够的，通常还

四挡变速器；到了1992年，德国ZF公司生产

车展上克莱斯勒切诺基展出的新车型使用

要更换滤清器。那么维修人员要面对的问题

的五挡变速器诞生；2001年，德国ZF公司又

九挡变 速器，路虎的极 光也已经在 装车使

是如何更换滤清器，有的车型把油底壳打开

推出六挡变速器。之后，自动变速器发展速

用九挡变速器。总而言之，目前无论是国产

就可以更换，而有的车型要把变速器解体才

度加快，2006年，八挡位自动变速器诞生。

车，还是 进口车，应用最多的还是 AT变速

能更换，这就要求维修人员了解变速器的结

如今，自动变速器的种类已经不仅仅是

器，但从发展趋势上看，未来DCT变速器的

构。有些车型还会把滤清器和油底壳集成在

AT，其还包括CVT和DCT(在大众车型中叫

发展会非常迅猛，因为它能够满足节油环保

一起，换滤清器的同时也要更换油底壳。第

DSG，在保时捷车型中叫PDK)。所谓AT是

的要求。现在欧洲的大部分车型已经使用了

四点：维修人员要了解变速器冷却控制系统

指带有液力传递装置的自动变速器，在这种

DCT变速器。

的结构，变速器冷却控制系统分为两种，一

变速器的结构中，除本田使用平行轴式齿轮

由于变速器发展快速、种类繁多，对于

种是独立式的，一种是集成式的。第五点：

外，其他车型均使用行星齿轮机构。CVT为

变速器维修人员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维修

根据冷却控制系统的结构确定换油时的作

无极自动变速器，顾名思义，即为没有挡位

人员在技术更新上往往会跟不上节奏，这就

业模式。若冷却控制系统为独立式，只能手

个数限额的自动变速器。此款变速器最早于

要求他们善于总结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然后

动换油；若冷却控制系统为与发动机连接的

2002年11月应用在奥迪轿车上，随后在本田

通过培训等方式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

集成式，就可以连接动态设备进行换油。第

飞度上应用，目前尼桑全系车型均采用CVT

记者：当前维修人员在自动变速器养护作

六点：从1997年国内第一辆使用自动四挡变

变速器，北汽的一些小排量车型也采用CVT

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有哪些？您经常为一线技

速器的捷达轿车诞生开始，绝大部分车辆的

变速器。CVT变速器大体分两种类型，一种

师做培训，您认为他们最为欠缺的知识与技

变速器都取消了油尺管和油尺装置，那么维

是钢链传动的，一种是钢带传动的。奥迪和

能有哪些？您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修人员就要面对怎么放油和怎么加油的问

斯巴鲁的奥虎使用钢链传动的CVT变速器，

薛庆文：在这里，我暂且不说4S店，因

题，其中操作的关键是要找到放油螺栓。除

其他车型，包括尼桑系列，国产车型中的名

为4S店针对的车型比较单一，从保养上来讲

此之外，维修人员还要找到液位观察孔，根

爵、海马等均使用钢带传动的CVT变速器。

也比较专业。

据车型的要求，在规定温度下观察油位。第

2008年，美国博格华纳公司首次推出

综合类的修理厂在自动变速器的保养

七点：维修人员在把前六点都做好的情况下

六挡DCT自动变速器，DCT自动变速器就是

中存在的问题我总结为七点。第一点：由于

还要进行路试，路试的意义在于除去加油时

把两个传统手动变速器组合在一起，加装一

综合修理厂中来厂车型比较复杂，维修人员

产生的一些气泡，然后再对油量进行调整。

个双离合器模块，再加装电液装置，利用计

在面对各种不同车型时容易搞不清楚变速

现在的新型变速器对油量的要求越来越严

算机来控制，从而完成自动化的控制功能。

器的类型，不知道是多少个挡位的变速器。

格，要求加油量既不能多，也不能少，而且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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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多加比少加产生的后果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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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与长 时 间 不保 养、久不 换 油 有关。保

维修的费用。以养代修的实现，无论从节约

2013年9月底，我去山东一家 维修厂

养 不当会 导 致自动变 速器内的 一 些 元件

社会能源的角度，还是从保护车主利益的角

做驻厂培训，经历了两个与自动变速器换油

提 前老 化。自动 变 速器工作 时，其 油 温 在

度，都是具有实际意义的举措。

有关的故障案例，其中一辆是奔驰R350轿

90～120℃之间，长时间在这样的高温下工

保证自动变速器的生存环境，包括维修

车，在维修厂里做了常规保养，一个星期以

作，自动变速器内元件的抗氧化性能、流动

前和修理后两个方面。维修前，要保证变速

后，车主反映，车辆在每天早上着车挂前进

性、抗腐蚀性均会降低，如果不及时保养必

器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就要做到及时保

挡后没有“爬行”过程，而热车以后一切正

然影响其使用性能。而且，自动变速器的大

养，不拖保、缺保。然而，自动变速器也有它

常。我判断此故障现象与温度有关，怀疑是

部分密封元件 都是橡胶的，长时间处在 高

的使用寿命，不可能做到完全避免维修。这

保养时自动变速器油液没有加够，因为热车

温环境下容易老化，从而会导致密封不良。

就要求一旦自动变速器出现问题，就应在修

后油液膨胀能够达到油平面，而冷车时则不

自动变速器的工作是靠离合器的摩擦来实

理过程中选择优质的配件并且严格按流程

行。后来，经维修人员检查发现，保养换油

现的，其扭矩取决于正向压力和摩擦系数，

操作。在修理后，要重视相应软件的升级和

时自动变速器油少加了0.3L。这个故障现象

其中一 个参数降低，摩擦扭矩就会随 之降

路试的自适应匹配，让自动变速器贴近原来

就是由于维修人员在更换自动变速器油后

低，由此出现变速器“打滑”的故障现象。

的驱动过程和健康状态。要保证自动变速器

没有进行上述第七个环节的操作，即没有作

变速器出现“打滑”，又会加剧阀门等机械

的健康环境，同时还要保证与之相关的部件

路试后的调整而引起的。在更换油液时，由

元件的磨损，导致液压控制系统压力降低

健康，比如发动机系统和冷却控制系统。

于其中混入了气泡，一开始会觉得油量足够

或 升高，从 而 使 换 挡品 质出现 问 题，不 是

了，其实这只是一个假相。

“冲击”就是“打滑”。

作为维修技师，应及时对车主进行保养
提醒工作。在与车辆接触时，也可以通过肉

第二个案例是一辆沃尔沃富豪XC90轿

变速器的日常保养很重要，应当及时保

眼观察或利用现在的比对设备帮助车主进

车，此车加载日本爱信六挡变速器，也是在

养，防患于未然。然而，变速器一旦出现故

行油液的品质检测，从而为车主提供合理性

进行常规保养后，车主反映长途行驶时仪表

障，仅靠保养是无法根除问题的，只能靠维

的建议。

板显示器上显示“由于自动变速器油温过高

修。在变速器维修中，我觉得两个方面最重

记者：您怎么看待现在倡导的绿色汽修？您

扭矩受限”，这显然是自动变速器油加多所

要，一是技术人员的根基要扎实，二是由于

认为未来的汽修行业、汽修技术会有哪些变化？

导致的故障，因为油液过多会使变速器运转

自动变速器害怕污染，维修时环境要干净。

薛庆文：我 认为所 谓的绿 色汽修就是

时内阻过大。排除多余的油液，故障排除。

我建议车主，保养换油要在规定公里数的基

尽量少换配件。在国内的维修作业中，自动

我认为维修人员在自动变速器养护作

础上提前，一定不要拖后。油的品质变化不

变速器也好，发动机也好，动辄就会更换总

业中最欠缺的有两点：一是理论知识，二是

能完全依据车辆厂家给出的理论值，因为实

成件。而在发达国家通常会使用再生件，所

操作流程。理论知识的欠缺必然导致维修人

际情况还与驾驶条件和驾驶习惯有关。而且

谓再生件，就是通过再制造产生的零件，比

员在实操中无从下手，而流程不规范很容易

即使车辆还没有达到需要换油保养的行驶

如一个元件有的部分坏了，但有的部分是好

导致工作的疏漏和错误的发生。

里程，但保养周期过长时也应及时换油，因

的，这时就可以在此基础上按照制造流程使

我给自动变速器维修人员的建议是：首

为自动变速器油具有一定的保质期，即使自

其恢复原有的功能。从节省能源和废旧利用

先要认真学习理论知识，把理论知识运用到

动变速器长期处于非工作状态，但随着时间

的角度来讲，就达到了绿色环保的目的。

实际操作中，并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发现自

的推移，油液也会老化和失效。

我认为未来的汽修行业和汽修技术的

己的不足，然后通过培训等方式解决问题，

记者：您怎样看待“以养代修”？它会成

发展方向是更细化、更专业化。如今国内已

再把正确的方 式 和思路运 用到实践中。总

为今后汽修行业发展的趋势吗？怎样保证一

经出现了自动变速器的专业维修厂、专业的

结、积累、消化，如此往复，就将是一个不断

台健康的变速器自始至终能有一个好的生存

空调维修站等。在今后的汽车后市场中，细

自我提高的过程。

环境？作为维修技师，应该怎样协助车主做好

化 程 度会 逐渐加大，这种细化会从两方面

变速器的保养？

进行，一个方面是按车系划分，另一个方面

记者：多挡位变速器已陆续进入保养和
维修阶段，这类自动变速器的故障成因主要有

薛庆 文：以养 代修 一定 是 未来汽修行

就是 按前面所 说的车 辆系统 划分，比如转

哪些？针对这些原因在维修和保养方面有哪

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车不可能越修越好，变

向系统的专修、底盘系统的专修、电路系统

些问题需要注意？

速器也好，发动机也好，维修之后的一定没

的专修等。总之，我认为未来汽修行业发展

薛庆 文：从 近 几 年来看，自动 变 速器

有原装的好。以养代修就是这个理念，保养

趋势是 更专业的人做 更专业的维 修，这种

的故障 现 象 绝大多数和换 挡品质有关。有

做得好，车辆就可以少修，甚至不修。而且

形式有 利于 资源的 整合，也有 利于 维 修质

行业数据显示，形成这些故障的原因95%

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养护的费用会远远低于

量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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