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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迪空调的工作原理与诊断(上)
◆文/本刊记者 冯永忠
汽车空调已成为主动安全性中的一个
因素，而且几乎 被视为汽 车安 全技术要求

气。上 述装 置可使患有过 敏性 疾病的驾乘

器中高温高压气 态制冷剂的热 量。当达 到

人员呼吸到清新的空气，感觉更舒适。

临界凝 结温 度时，制冷剂便会冷凝 变 成液

中不可缺 少的一 部分。本文以奥 迪汽 车为
例，介绍汽车空调制冷系统的原理、零部件

体。在这个阶段，制冷剂变成液态，且处于

二、制冷剂循环的工作原理

的功能、制冷剂特 性以 及汽 车空调的故障
诊断。

一、空调对舒适度的调节
在某个特定的环境温度和大气湿度范
围内，人们会感到舒适。作为主动安全的组

高压和温度适中的状态。

要使物体冷却下来，就必须使 其释放

经过压缩的液态制冷剂继续向上流入

热 量。汽 车上使用的压 缩制冷系统就可起

狭窄通 道。这种狭窄通 道既可以是节流孔

到这个作用。制冷剂在闭路中循环，不断地

管，也可以是膨胀阀。一旦制冷剂到达狭窄

从液体转变成气体，再从气体转变成液体，

通道后，便会被喷入蒸发器中，致使其压力

如此循环往复(图2)。

下降。在蒸发器内部，喷入的液态制冷剂膨

低温低压气体

高温高压气体

时，将会被冷却，释放出蒸发所需的热量。

成部分，驾驶者的身 体 状 况是构成 驾驶能
力的一个关键因素。
“车内气候控制系统”
对驾驶者抗疲劳性和驾驶安全性有直接的
影响。车内温 度的舒适性受环境温 度和空

胀并蒸发。当新鲜暖 空气流 经蒸发器叶片

如此一 来，汽 车内的温 度便会下降到凉 爽

压缩机
气态
液态

蒸发器

气流速的影响，详见图1。

冷凝器

气态
液态

低温低压液体

状态，处于低温低压状态。
从 蒸 发 器 中 流 出 ，制 冷 剂 又 变 成 气

膨胀阀
或节流管

舒适度曲线

适宜的程度。在这个阶段，制冷剂变成蒸汽

体。制冷剂再次被吸入压缩机中，然后开始
高温高压液体

下一个循环过程。

图2 制冷剂循环原理图
车内温度

空气流速

制冷剂在压缩过程中被压缩为气态，

环境温度

图1 舒适度曲线

根据图1的舒适度曲线所示，在下列三
种情况下，汽车驾乘人员的舒适度较高。
舒适度 环境温度
车内温度
空气流速
较低(-20℃) 较高(28℃) 较高(8kg/min)
较高 较高(40℃) 较低(23℃) 较高(10kg/min)
适中(10℃) 较低(21.5℃) 较低(4kg/min)

三、制冷剂循环回路中的主要部件

在 散 热 过程中冷凝，在降压 和吸收热 量的

汽车空调的制冷能力取决于不同汽车

过程中蒸发。(注 意，制冷 过程并不生 成冷

的具体安装条 件以 及车型。每个回路中都

空气，而是将车内空气中的热量吸走。)

包含压缩机、冷凝器、储液干燥器、膨胀阀

压缩机在回路的低压端吸入低温的气态

和蒸发器。此外，还可以根据回路的设计和

制冷剂。制冷剂在压缩机中被压缩，导致热量

要求装配与维修工作、温度传感器、高压压

上升，然后再被泵入回路的高压端。在这个阶

力开关和低压压力开关以及放油塞相对应

段，制冷剂变为气态，且处于高温高压状态。

的接头。回路中各个零部件的布局也因汽

制冷剂沿着一段较短的管路流向冷凝

车的类 型而异，某些系统的压 缩机前方配

器。此时，流过冷凝器的空气将会吸收冷凝

有用于缓冲制冷剂振动的减振器(图3)。

A-压缩机

汽车空调是一种将空气温度保持在人

B-冷凝器

体感到舒适的水平以及兼具净化空气和除

C-储液干燥器

湿功能 的系 统，其目的就 是 为了减 少或完

D-高压开关

全消除气候压力。无论 汽 车处 于 停止 还是

E-高压维修接头
F-膨胀阀

行驶状 态，空调系 统都可通 过出风口吹出

G-蒸发器

远低于外界温度的冷风。

H-低压维修接头
I- 减振器

空调的另一效果是空气除湿和净化，
这与降温功能同样重要。花 粉 过滤器和活
性 炭 过 滤器 也有助于净 化 进 入车内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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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带膨胀阀的制冷剂循环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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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制冷剂循环 回路 的压 缩 机出口制
冷剂压 力约为1.4MPa，温 度 约为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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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的
限流器孔

调节阀

斜盘

滑轨

冷凝 器出口制冷剂压 力约为1.4M Pa，温
度约为55℃，膨胀阀出口制冷剂压力约为
0.12~1.4MPa之间；温度约为-7~55℃之
间，蒸发器出口制冷剂压力约为0.12MPa；

输入轴
高压

温度约为-7℃。回路中的实际压力和温度取
决于瞬时的工作状态。环境温度为20℃且发

低压

动机转速在1500~2000r/min之间时，20分
钟后达到所规定的值。
环境温度为20℃且发动机静止时，空调
管路的制冷剂压力将达到0.47MPa。下面首
上端

先介绍带膨胀阀的制冷剂循环回路中的各

活塞

个零部件。

下端

腔室压力

弹簧

驱动轴套

图6 压缩机剖视图

1.压缩机
汽车空调系统使用的压缩机是油润滑
式容积 式压缩机。只有在空调打开的情况
下，压缩机才会运转，而且是通过电磁离合

约有一半的冻机油留在压缩机中，另一半冻

压缩机输出功率可通过调节斜盘的角

机油则随着制冷剂一起循环。压缩机上通常

度来实现。在固定容积式压缩机中，压缩机

装有压力截止阀，防止系统压力过高。

通过电磁离合器定期打开和关闭，从而根

压缩机吸入流过蒸发器的低温低压的

据制冷要求来调整压缩机的输出功率。非

器加以控制(图4、图5)。

气态制冷剂。对压缩机而言，最重要的是制

自调节斜盘式压缩机的斜盘角度恒定、容

(1)压缩机的功能

冷剂需处于气态，因为液态制冷剂无法被压

积恒定，如图7所示。自调节斜盘式压缩机

压缩机可以提高制冷剂的压力。与此同

缩，而且会损坏压缩机，就如同水击力会损

斜盘的角度可变、容积可变，如图8所示。

时，制冷剂的温度也随之升高。如果压力没

坏发动机一样。制冷剂经过压缩后，将以受

有升高，空调中的制冷剂则不可能膨胀进而

热气体的形式推送到制冷剂回路的高压端。

冷却。

压缩机是制冷剂回路低压端与高压端之间

压缩机采用特殊的冷冻机油润滑。大

的接口。

(2)压缩机的运转方式
根据工作原理，汽车空调压缩机分为往
复式、盘管式、叶片式、斜盘式压缩机。下面
详细介绍斜盘式压缩机(图6)。
斜盘式压缩机输入轴的旋转运动可通
过斜盘而转换成轴向运动。一般有3~10个

吸入/
压力阀

输入轴
斜盘

活塞

活塞围绕在输入轴周围(具体个数因压缩机
类型而异)。每个活塞都配有一个吸入/压力
压缩机

电磁离合器

图4 压缩机

图7 非自调节斜盘式压缩机

阀。这些阀可以根据工作冲程有规律地自动
打开/关闭。
空调的输出功率由压缩机的最大转速
决定，压 缩机的输出功率由发动机 转 速 决
定。压缩机的转速在0~6000r/min之间变
化，这将影响进入蒸发器的制冷剂量以及空
调的制冷能力。为了使压缩机的输出功率可
根据不同的发动机转速、环境温度或驾驶员
设定的车内温度进行调节，开发出了输出功

图5 压缩机工作原理

率可调的可变容积式压缩机。

活塞

斜盘

图8 自调节斜盘式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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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变腔室压力，可在上止点
(100%)和下止点(约5%)之间调节活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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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斜 盘 的 倾 斜 度 增 大 , 冲 程 长 ， 输 出
功率高，制冷能力强(图9)。

带轴承的皮带轮

位置，从而使压缩机达到所需的输出功

腔室 压力高时，高压和低压都 相对 较

率。在控制周期内，压缩机处于持续运转

低，波纹管2自然舒展，波纹管1也因相对较

状态。

低的压力而自然舒展，调节阀关闭。低压端关

输入轴的旋转运动被传递到驱动轴

闭，腔室压力无法进入调节阀。腔室压力通

套，并通过斜盘转换成活塞的轴向运动(斜

过校准的限流器孔升高。作用在活塞上端的

盘纵向安装在滑轨上)。活塞冲程以及输出

低压与弹簧1的作用力所形成的合力要大于

功率由斜盘的倾斜度 决定。倾斜度取 决于

作用在活塞底端的腔室压力与弹簧2的作用

腔室压力，也就是活塞底部和顶部的受压情

力所形成的合力。斜盘的倾斜度减小，冲程

况。斜盘倾斜时由其前后的弹簧进行支撑。

短，输出功率低，制冷能力弱(图10)。

腔室压力取决于作用在调节阀上的高

当空调关闭时，高压、低压以及腔室压力相
等。斜盘前后的弹簧将压缩机输出功率设定

压缩机输入轴

带轴套的
弹性传动片

压缩机壳体
电磁线圈

调节阀

压和低压，并且受校准的限流器孔的影响。

yy@motorchina.com

波纹管2

波纹管1

图11 离合器分离示意图

腔室压力

为40%左右。控制输出功率的好处在于消除
压缩机的启动冲击，启动冲击在驾驶期间经

腔室压力
限流器孔

常导致振动。
腔室 压力低时，高压和低压都 相对 较
高，波纹管2受高压压缩，波纹管1受相对较
高的低压压缩，调节阀打开,腔室压力通过
低 压 端 下 降 ， 作用在活塞上端的低压与弹

磁力

簧1的作用力所形成的合力小于作用在活塞
底端的腔室压力与弹簧2的作用力所形成的

弹簧1

弹簧2

高压

波纹管2

波纹管1

低压

调节阀

图10 腔室压力高

腔室压力

腔室压力

限流器孔

汽车空调压缩机和发动机之间用传
动皮带连接，而电磁离合器控制压缩机

当压缩机通电后，电磁线圈上有电

的运转。电磁离合器的构成包括带轴承

压，这时便会产生磁场。该磁场力将弹

的皮带轮、带轴套的弹性传动片和电磁

性传动片吸向旋转的皮带轮，此时间隙

线圈。

“A”被填补，并在皮带轮和压缩机的输

弹性传动片的轴套永久地安装在压缩
机输入轴上。皮带轮安装在压缩机壳体上的

弹簧1

弹簧2

高压

低压

图9 腔室压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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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离合器接合示意图

(2)电磁离合器

入轴之间形成正极电路连接。压缩机开始
运转。

枢轴承上，位于输出轴端。电磁线圈与压缩

压缩机持续运转，直到电磁线圈的电路

机壳体永久相连。在弹性传动片和皮带轮之

断 开为止。接 着，皮 带 轮 通 过 弹 簧 拉回弹

间有一段间隙，见图11中的“A”。

性传动片。皮带轮再次转动，但不驱动压缩

汽车发动机通过传动皮带驱动皮带轮

机 输入轴。有关开启和关闭压 缩机的相关

(见图12箭头的指示方向)。当压缩机停止运

信息，将 在 下 期介 绍，敬请持 续 关注。(未

行时，皮带轮自由随动。

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