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一 汽车使用条件与性能指标 

【项目导读】 

通过本项目的学习，要求掌握汽车使用条件的含义，掌握汽车运行工况研究的方法与意 

义，掌握汽车主要的使用性能，掌握汽车主要使用性能的评价指标。 

任务一 汽车使用条件 

【任务描述】 

汽车完成运输工作，都是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进行的，外界条件包括环境温度的高低、 

道路的好坏、 运输对象的特征等。 由于这些条件的不同， 同一汽车会有不同的使用效果。 例如， 

在恶劣的道路条件下，通过变速器低挡来降低汽车速度。另外，汽车车速、汽车燃料经济性、 

汽车各总成和轮胎的可靠性、耐久性以及驾驶人疲劳程度等，都与汽车使用条件有关。 

【相关知识】 

汽车使用条件，是指影响汽车完成运输工作的各类外界客观条件，主要包括气候条件、 

道路条件与运输条件。 

一、气候条件 

气候，主要用气温、湿度等指标表示。 

环境温度（气温）对汽车，特别对发动机的热工况影响很大。 

寒冷地区，发动机起动困难，运行油耗增加，机件磨损量增大；风窗玻璃容易结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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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冰雪道路易发生交通事故。 

炎热地区，发动机容易过热，燃料消耗增加。汽车电气系统、燃料供给系零部件易过热， 

导致故障，如蓄电池电解液蒸发过快所引起的故障。环境温度过高，若散热不良，容易在燃料 

供给系形成气阻，影响发动机正常工作。高温可能造成润滑脂熔化，被热空气从密封不良的缝 

隙挤出，增加机件磨损，导致故障。高温还会导致制动液粘度下降，在制动系中形成气阻，导 

致制动故障。高温会加速非金属零件的老化及变形。另外，高温影响驾驶人的工作条件，影响 

行车安全。 

气候干燥、风沙大的地区，汽车及其各总成的运动副容易因风沙侵入而加剧磨损。 

气候潮湿和雨季较长的地区及沿海地区，如果发动机、驾驶室、车厢的防水和排水不良， 

将引起零件锈蚀以及因潮湿使电气系统工作不可靠。 

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大气压力低，水的沸点下降且昼夜温差大。因此发动机冷却液易 

沸腾，气压制动系统可能出现气压不足以及驾驶人体力下降等问题。 

不同气候条件对汽车结构和使用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应针对具体的气候条件，合理选用 

汽车，并制定相应的技术措施，努力克服或减少气候条件造成的各种困难，做到合理使用，取 

得较佳的使用效果。 

二、道路条件 

道路条件是指由道路状况决定的并影响汽车使用的因素。 

汽车运输对道路的要求是：在充分发挥汽车动力性的情况下，保证车辆安全行驶；满足 

该地区对道路所要求的最大通行能力；车辆通过方便，乘客有舒适感；车辆通过道路的运行材 

料消耗量最低，零件损坏最小。 

车辆运行速度和道路通行能力是道路条件的主要特征指标，是确定道路等级、车道宽度、 

车道数、路面强度以及道路纵断面和横断面的依据。 

根据公路交通量及其使用任务和性质，交通运输部标准《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将公路分 

为五个等级：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和四级公路。另外，高等级公路是指 

高速公路、汽车一级专用公路与汽车二级专用公路。 

道路条件对汽车行驶速度、平顺性及装载质量利用程度的主要影响，来自道路等级和道 

路养护水平。例如，汽车在良好路面上行驶，可获得较高的车速和良好的燃料经济性；汽车在 

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行驶，平均技术速度低，需要频繁地进行换挡和制动操作，加剧了零件的磨 

损，增加了油耗和驾驶人工作强度；路面不平也使零部件冲击载荷增加，加剧汽车行驶系损伤 

和轮胎磨损，影响汽车的运行油耗、维修费用与大修里程。 

三、运输条件 

运输条件，是指由运输对象的特点和要求所决定的影响汽车使用的各种因素，分为货运 

条件和客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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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运条件 

货运条件主要包括货物类别、货物运量、货物距离、货物装卸条件、货物运输类型和货 

物组织特点。 

（1）货物类别 

货物，是指从接受承运起到送交收货人止的所有商品或物资。通常，根据汽车运输过程 

中的货物装卸方法、运输和保管条件以及批量对货物进行分类。货物按装卸方法可分为堆积、 

计件和灌装三类。按运输保管条件分，货物可分为普通货物（一等货物、二等货物、三等货物） 

和特殊货物（长大笨重货物、危险货物、贵重货物、鲜活货物）。按一次托运货物的数量，可 

分为小批和大批货物。 小批货物又称为零担货物， 如食品、 邮件和行李等个别少量运输的货物。 

大批货物指大批量运输的货物，又称大宗货物。 

（2）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 

在汽车运输中，完成或需要完成的货物运输数量称为货运量，通常以 t 为计量单位。完成 

或需要完成的货物运输工作量， 即货物的数量和运输距离的乘积称为货物周转量， 它以复合指 

标 t ⋅ km为计量单位。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统称为货物运输量。 

按托运货物的批量，货运量可分为零担和整车两类。在我国，凡是一次托运货物在 3t 以 

上为整车货物，不足  3t 为零担货物。需要较长时间和较多车辆，才能运完的整车货物为大宗 

货物，而短时间内或少数车辆即能全部运完的货物为小宗货物。 

小批量货物宜采用轻型汽车运输，而大宗货物采用大型汽车运输时技术经济效益高，所 

以汽车运输行业应配备不同吨位的汽车，合理地组织运输，提高运输经济效益。 

（3）货物运距 

货物运距是货物由装货点至卸货点间的运输距离，一般用 km作为计量单位。 

货物运距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运输汽车的利用效率指标，并对汽车的结构和性能提出不同 

的要求。当运距较短时，要求汽车结构能很好地适应货物装卸的要求，以缩短货物的装卸作业 

时间，提高汽车短运距的生产率。长途运输汽车，其运输生产率随汽车的速度性能提高和载质 

量的增大而显著增加。 

（4）货物装卸条件 

货物装卸条件决定了汽车装卸作业的停歇时间、装卸货物的劳动量和费用，从而影响汽 

车的运输生产率及运输成本。运距越短，装卸条件对运输效率的影响越明显。 

装卸条件受货物类别、运量、装卸点的稳定性、机械化程度以及装卸机械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

一定类别和运量的货物要求相应的装卸机械，也决定了汽车的结构特点。如运输土、砂 

石、煤炭等堆积货物的汽车，要考虑铲斗装卸货物时，货物对汽车系统及机构的冲击载荷，以 

及汽车的装载质量和车厢容积与铲斗容积的一致，才能保证获得最高的装运生产率。 

带自装卸机构的汽车可缩短汽车装卸作业时间，但是，自装卸机构使汽车的成本及载质 

量比相同吨位的汽车要小。实践表明，只有在短运距运输时，自装卸汽车才能发挥其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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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货运类型与组织特点 

货物运输类型有多种分类方法，如短途货运、长途货运、城市货运、城间货运、营运货 

运、自用货运、分散货运、集中货运等。 

自用货运是指利用本单位的汽车完成货运任务。 

分散货运是指在同一运输服务区内，若干汽车货运企业或有车单位各自独立地调度汽车， 

分散地从事货运工作。显然分散货运的汽车，里程、载质量利用率都低，从而降低了汽车运输 

生产率，增加了汽车运输成本。 

集中运输是指在同一运输服务区内的汽车和完成某项货运任务的有关单位汽车，集中由 

一个机构统一调度， 组织货物运输工作， 这种运输类型可提高汽车载质量利用率和时间利用率， 

从而有利于提高汽车运输生产率，降低运输成本。 

货运汽车结构应与选择的路线相适应。 

往复式行驶线路是指在货物运送过程中，车辆在两个物流结点之间往返运行的线路形式。 

根据汽车在行驶时的载运情况， 又可分为单程有载往复式、 回程部分有载往复式和双程有载往 

复式行驶线路。 
1）单程有载往复式行驶线路：如图  11（a）所示，这种车辆行驶线路也就是车辆在运送货 

物过程中回程不载货。由于回程不载货，车辆的利用情况相对较差，里程利用率不到 50%，即 β 
≤50%。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利用装卸作业点之间的最短路线，才能缓解车辆被利用的情况。 

2）回程部分有载往复式行驶线路：如图 11（b）所示，车辆在回程部分有载往复式行驶 

线路上行驶时有回程货物运送， 但回程货物不是运到线路的端点， 而只是运到线路中间的某个 

结点，车辆在每一周转中须完成两个运次。这种行驶线路，由于它回程部分有载，车辆的里程 

利用率有了一定的提高，即 50%≤β＜l00%，车辆的利用效果有所改善。 

（a）单程有载往复式行驶线路示意图 （b）回程部分有载往复式行驶线路示意图 

（c）双程有载往复式行驶线路示意图 

图 11  车辆在两个物流结点之间往返运行的线路形式 

3）双程有载往复式行驶线路：如图 11（c）所示，车辆在双程有载往复式行驶线路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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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时，回程（从卸货点到装货点）全部载有货物。车辆在每一周转中同样完成了两个运次，空 

载行程为 0。这种行驶线路，由于它回程全部有载，因此，它的里程利用率得到了最大的提高， 

即 β=100%，车辆的利用效果也得到充分改善。 

由上可见，车辆在双程有载往复式行驶线路上运送货物时效果最好，在回程部分有载往 

复式行驶线路上次之；在单程有载往复式行驶线路上最差。 

长运距的往复式运行路线，宜使用速度性能优良、载质量大的汽车列车。为了提高汽车 

运输的时间利用率，牵引车驾驶室设有卧铺，便于两个驾驶人轮班驾驶，减少因停车休息而延 

长的运行时间，也可在中途设站更换驾驶人驾驶。 

环形式运行路线是指汽车运输过程中，在由若干装卸作业点组成的封闭行驶线路上，作连 

续单向运行的一种行驶线路，可分为简单式、交叉式、三角形式和复合式四种，如图 12所示。 

（a）简单式 （b）交叉式 

（c）三角式 （d）复和式 

图 12  环形式运行路线示意图 

汇集式行驶线路指车辆沿分布于运行线路上各物流结点依次完成相应的装卸作业，且每 

次的货物装卸量均小于该车额定载货量， 直到整个车辆装满 （卸空） 后返回出发点的行驶线路。 

汇集式行驶线路有环形的，也有直线形的，一般情况下为封闭路线。这种线路主要有以 

下三种形式： 

分送汇集式运行路线：车辆沿运行线路上各物流结点依次卸货，直到卸完所有待卸货物 

返回出发点，如图 13（a）所示。 

收集汇集式运行路线：车辆沿运行线路上各物流结点依次装货，直到装完所有待装货物 

返回出发点，如图所示 13（b）所示。 

分送—收集汇集式运行路线：车辆沿运行线路上各物流结点分别或同时装、卸货物，直 

到完成对所有待运货物的装卸作业返回出发点，如图示 13（c）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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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分送汇集式运行路线 （b）收集汇集式运行路线 （c）分送—收集汇集式运行路线 

示意图 示意图 示意图 

图 13  汇集式行驶线路 

环形式或汇集式运行路线，车辆载质量应与每运次的运量相适应，其结构还应便于途中 

装卸货物。 
2．客运条件 

客运分为市内客运和公路客运，各种客运应配备不同结构型式的客车。 

市区公共客车采用车厢式多站位车身，通道很宽，车门数目多，车厢地板较低。有的客 

车为方便残疾人轮椅上下， 车门踏板采用可自动升降结构。 市区公共汽车为了适应乘客高峰满 

载的需要，要求有较高的动力性。为了适应城市道路的特点，还要求汽车操纵方便。 

城间客车，要求有较高的行驶速度和乘坐舒适性。通常座位宽大舒适，椅背倾斜可调， 

车门数少，其他辅助设施较齐全。为了适应旅游的需要，高级旅游客车还配备卫生间、微型酒 

吧以及汽车两侧下部设有较大空间的行李舱。 

【任务实施】 

运用本任务所学知识，讨论在实际行车中影响汽车使用效果的具体因素。 

任务二 汽车运行工况 

【任务描述】 

汽车完成运输任务是在一定的道路和交通条件下进行的。为了提高汽车运输生产率、降 

低汽车运输成本、 提高汽车运行品质， 就必须研究汽车在所运行的道路和交通条件下的运行工 

况，即汽车运行工况。 

【相关知识】 

汽车运行工况是指用多参数描述的汽车运行状况。 

汽车运行工况参数包括车速、变速器挡位、发动机转速、节气门开度、制动频度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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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汽车运行工况研究中，还包括发动机输出功率、发动机输出转矩、汽车油耗、冷却液温 

度、各总成润滑油温度、各挡使用频度、离合器接合频度等。 

汽车运行工况是一个随机过程，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汽车运行工况的研究常采用测试 

统计方法和计算机数字仿真方法。 在汽车运行工况研究中， 汽车运行工况调查是首先要进行的 

工作。通过汽车运行工况调查，掌握在特定的使用条件下，反映汽车运行状况的各参数的变化 

范围和变化规律， 为评价汽车的合理使用以及汽车结构、 性能是否满足使用要求提供基础资料。 

一、汽车运行工况调查一般步骤 

1．汽车运行工况调查的准备工作 

（1）选线 

选择反映汽车运行状况，具有代表性的典型试验路线，并取得道路资料和交通状况的调 

查数据。 

（2）选参数 

车速、发动机转速、汽车油耗、节气门开度、变速器挡位、累积停车次数和累积制动次 

数等。必要时还要记录交通流情况，如交通量、交通构成等。汽车运行工况调查的内容，应根 

据研究任务的需要而增减。 

（3）选择汽车 

汽车运行试验所用的汽车，必须符合国家标准规定。 

（4）选择试验仪器设备 

传感器、工况记录仪等。在汽车运行试验中，主要使用非电量的电测法，即在测量部位 

安装将非电量状态参数转换为电信号的传感器， 将信号直接或经放大后传送至测量仪表和记录 

器（如磁带机、示波器、x－y记录仪或计算机硬盘），供统计分析使用。 

（5）选择驾驶员和试验人员 

要求驾驶员驾驶技术熟练、试验人员能够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2．汽车运行工况实验 

汽车运行工况试验是汽车运行工况调查的重要步骤。 

汽车运行工况的计算机模拟方法采用数学模型方法，将汽车运行工况看成由汽车动力传 

动系模型、道路模型、驾驶人模型及交通流干扰模型组成的系统的输出。输入有关道路及设施 

数据、发动机数据、汽车传动系数据、轮胎数据、气温、风速、驾驶人习惯、换挡过程时间分 

布、自由行驶－跟驰行驶－超车行驶的概率，在计算机上模拟汽车的运行，并统计出反映汽车 

运行状态的各个参数。 

在测试汽车运行工况时，风速、气温、海拔高度等试验条件应符合试验规范或对测试参 

数进行修正。 

运行试验中所做的记录称为汽车运行工况记录。某城市公交客车运行工况记录中车速曲 

线，如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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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4  307  460  613  766  919  1072  1225 1378  1531 1684  1637 1990 2143 2296 2449 2602  2755  2908  3061 3214  3367  3620  时间/s 

图 14  某城市公交客车车速曲线 

二、汽车运行工况调查分析 

汽车运行试验的试验数据必须经过处理后，才能得出汽车运行工况的统计特征和分布。 

在汽车运行工况记录中，速度、转速、节气门开度、曲轴转矩等模拟量曲线，需要进行数字化 

处理，然后才能进行分布及统计特征分析。 

速度模拟量数据处理的基本步骤为：模拟量速度曲线的离散化，即根据香农（Shannon） 

采样定理确定取样间隔；判别并剔除异常数据；求均值；求频率分布，并绘制频率分布图。某 

城市公交客车运行工况的速度统计分布，如图 15 所示。 

图 15  某城市公交客车运行工况的速度统计分布 

通过频率分布图可了解汽车运行工况样本的一些分布特征。例如，数据的密集位置、离 

散程度以及分布的大体情况等。 

同样，还可对汽车运行工况记录中的挡位使用情况，发动机转速变化情况及节气门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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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情况等进行数据处理。 

在汽车运行工况调查中，当有特殊要求时，除了要按需增加测量参数之外，在数据处理 

时， 还可进行数学特征计算、 区间估计和分布检验， 以便对汽车运行工况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为了获得良好的使用效果，必须在汽车运行工况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汽车的结构特点 

及具体的使用条件，确定汽车的常用工况及其特征。对于所处的常用工况是否合理进行认 

真分析，评价汽车常用工况的使用合理性及其影响因素，并且寻求改善汽车使用合理程度 

的措施。 

【任务实施】 

一、实验目的 

（1）掌握“汽车运行工况实验”方法。 

（2）通过对被实验汽车在一定使用条件下工况参数的测量和调查，分析汽车常用工况， 

研究充分发挥汽车运输能力的措施，为合理选用汽车提供依据。 

二、实验内容 

记录汽车实验距离/时间、各排挡的使用次数、离合器的使用次数、制动器的使用次数、 

汽车车速/发动机转速。 

三、实验仪器、设备 

测试汽车、测试仪器设备 

四、实验步骤 

1．准备 

（1）选定实验路线。 

（2）调整实验车辆，使其技术状况良好。 

（3）安装实验用仪器设备。 
2．实验 

（1）进入实验路段，实验开始；记录汽车各排挡的使用次数、汽车离合器的使用次数、 

汽车制动器的使用次数、实验时间、实验距离、汽车车速/发动机转速。 

（2）返程重复上述操作。 

五、实验数据 

将实验数据填入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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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日期： 实验地点： 

车型： 发动机型号： 行驶里程：  km 

表 11  实验原始数据表 

实验路线 往 返 

实验距离 

实验时间 

汽车车速（km/h） 

发动机转速（r/min） 

离合次数 

空 Ⅰ Ⅱ Ⅲ Ⅳ Ⅴ 空 Ⅰ Ⅱ Ⅲ Ⅳ Ⅴ 
排挡次数 

制动次数 

六、实验结果分析 

1．绘图 

（1）汽车发动机转速随时间变化曲线。 

（2）汽车车速随时间变化曲线。 

（3）操纵装置单位里程使用次数直方图。 
2．计算汽车平均技术速度 
3．结合实验道路、交通状况以及对驾驶员的调查等，谈谈如何高效运用汽车 

任务三 汽车使用性能指标 

【任务描述】 

汽车使用条件复杂，运输任务各异，要求选用的汽车满足使用要求。为了评价汽车结构 

的完善程度， 即在给定的使用条件下评价汽车有效利用的可能性， 必须编制汽车使用性能指标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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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 

汽车使用性能是指汽车在一定的使用条件下，以最高效率工作的能力。它是对汽车结构 

特性的表征或描述。汽车使用性能指标体系，见表 12。 

表 12  汽车使用性能指标体系 

使用性能 量标和评价参数 使用性能 指标和评价参数 

速度性能 

（动力性） 
平均技术速度（km/h） 

容载量 

额定装载质量（t） 

单位装载质量（t/m 3 ） 

货厢单位有效容积（m 3 /t） 

贷厢单位面积（m 2 /t） 

座位数和可站立人数 

操纵方便性 

每百公里平均操纵作业次数 

操作力（N） 

驾驶人座椅可调程度 

照明、灯光、视野、信号完好 

出车迅速性 汽车起动暖车时间 

乘客上下车 

和货物装卸 

方便性 

车门和踏板尺寸及位置 

贷厢地板高度 

货厢栏板可倾翻数 

有无随车装卸机具 

越野性、机动 

性（通过性） 

汽车最小离地间隙 

接近角 

离去角 

纵向通过半径 

前后轴荷分配 

轮胎花纹及尺寸 

轮胎对地面单位压力 

前后轮辙重合度 

低速挡的动力性 

驱动轴数 

最小转弯直径 

稳定性 
纵向倾翻条件 

横向倾翻条件 

使用 

方便性 

维修性 

维护和修理工时 

每千公里维修费用 

对维修设备的要求 
安

全

性 制动性 

制动效能 

制动效能恒定性 

制动时方向稳定性 
可靠性和耐久性 

大修间隔里程（km） 

主要总成的更换里程（km） 

可靠度、故障率（1/1000km） 

故障停车时间（h） 平顺性 

振动频率 

振动加速度及变化率 

振幅 

环保性（汽车公害） 

噪声级 
CO、HC、NOx 排放量 

电波干扰 

燃料经济性 
最低燃料消耗量（L/100km） 

平均最低燃料消耗量（L/100km） 

乘

座

舒

适

性 
设备完 

备性 

车身类型 

空气调节指标 

车内噪声指标（dB） 

座椅结构 

下面对汽车性能中的容载量、使用方便性、可靠性和耐久性逐一进行介绍。 

一、容载量 

汽车容载量，就是汽车能够装载货物的数量或乘坐旅客的人数。 

容载量常用比装载质量和装载质量利用系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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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 / m = 
汽车装载质量 

比装载质量 ， 
汽车车厢容积 

（11） 

= 
实际装载质量 

装载质量利用系数（容载量利用率） 
额定装载质量 

（12） 

比装载质量、装载质量利用系数反映了汽车结构对各种货物需要的适应能力，决定了某 

车型装载何种货物能够装满车厢或充分地利用汽车的全部装载能力。 

普通货车装载密度小的货物时，不能充分利用汽车的装载质量。但为了避免汽车超载， 

不宜增加栏板高度。汽车栏板的标准设计高度一般不大于 600mm。 

汽车装载质量越大，就越不适合装载密度小的货物。为了充分利用货车的装载质量，装 

运密度小的货物时，在保证货物完整的条件下，可采用适当措施增加装货高度，否则汽车只能 

缺载。 

二、使用方便性 

使用方便性是汽车的一项综合使用性能，它是指汽车在结构上为使用者提供各种条件的 

方便程度。 
1．操纵轻便性 

操纵轻便性决定了驾驶人的工作条件，对减轻驾驶人的疲劳，保证行车安全具有重要作 

用。它的主要评价指标为操纵力、操作次数、驾驶人座位参数与可调参数、驾驶人的视野参 

数等。

驾驶人控制操纵装置的力，一般用测力计测定。为减轻驾驶人的操纵力，设置转向助力 

器、制动助力器等助力装置。 

驾驶人的操作次数通常用换挡、踏离合器和制动的次数表征。驾驶操作次数是通过在该 

类车常见路况下， 在典型道路上的使用试验确定， 并将试验路段上各类操作次数换算为 100km 
行程的操作次数。 一般选用多辆同型号汽车进行试验， 以排除驾驶人技术水平和操作习惯差异 

的影响。 

驾驶人座椅的结构和操纵杆件的配置是否舒适方便，也影响汽车使用方便性。适当增加 

驾驶座椅的高度，减小座垫与靠背的倾角，可显著改善驾驶人劳动条件。为了保证不同身高的 

驾驶人都能有合适的驾驶操作姿势， 驾驶座椅设计成可沿着水平和垂直方向调节， 并且座椅和 

靠背的倾角也可调节，即驾驶座椅应具有多维调节的功能；同时，转向盘的位置还应按着驾驶 

人的需要调节。 

为了提高汽车的操纵轻便性，各种操纵机构应有良好的接近性。显示仪表应具有必需的 

显示亮度，以利于驾驶人观察。控制参数进入临界值时，发出声、光信号，以便驾驶人能及时 

掌握汽车状况。 

驾驶人的视野性能主要取决于座椅的布置、高度以及座垫和靠背的倾角，车窗尺寸、形 

状、布置和支柱的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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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善驾驶人的工作环境，提高劳动效率，在驾驶室内应设空调及采暖通风装置。 
2．出车迅速性 

出车迅速性取决于汽车的起动性能与预热时间。 
3．乘客上下车方便性、货物装卸方便性 

（1）乘客上下车方便性 

乘客上下车方便性作为使用方便性之一，影响客车，特别是城市公共汽车站点的停车时 

间，从而影响客车的线路运行时间。 

乘客上下车的方便性，主要取决于车门的布置（轿车）和踏板的结构参数（客车）。 

对于轿车，主要取决于车门支柱的布置。特别是两门轿车，保证后座出入方便的影响尤 

其明显。车门支柱倾斜适当，可改善乘客出入的方便性。 

对于客车，主要取决于踏板高度、深度、级数及车门的宽度。踏板高度和深度应与日常 

生活中所习惯的楼梯台阶一致。 为了方便残疾人轮椅和童车的上下， 有的公共汽车踏板设计成 

高度可调式或自动升降式。 

（2）货物装卸方便性 

货物装卸方便性，是指汽车对装卸货物的适应性。它用汽车装卸所耗费的时间和劳动力 

评价。

货物装卸方便性的结构参数主要包括：货箱底板的高度；从一面、两面、三面或上面装 

卸货物的可能性；箱式车车门的结构、布置和尺寸；有无随车装卸装置及其效率。 

在载货汽车的技术规格中，一般不给出货箱底板的高度。但此参数在汽车使用中很重要， 

尤其在人工装卸时，货箱底板的高度越大，装卸货时间和劳动力消耗就越大。目前，对汽车货 

箱底板高度尚无统一的标准和要求。 在机械化装卸的场合， 货箱底板高度对装卸效率无明显影 

响。通用栏板汽车可在三面进行装卸货，它较单门箱式汽车，栏板货箱易于适应装卸货点的需 

要，可减少在装卸点的调头时间。 
4．维修方便性 

维修方便性是指汽车适应维修要求程度，如：维修部位是否容易接近、是否便于拆装调 

整、所需工具是否通用、配件是否齐全等。 

维修方便性评价指标：维修工时、维修停场车日、1000km维修费用。 
5．最大续驶里程 

最大续驶里程，是指汽车燃油箱加满燃油后，所能连续行驶的最大里程。 

合适的汽车最大续驶里程，可减少中途停车，提高汽车运输效率。电动汽车（EV）、压缩 

天然气（CNG）汽车和液化石油气（LPG）汽车的最大续驶里程短，一般用于市区客运、厂区 

运输或出租车。 

三、可靠性和耐久性 

可靠性和耐久性都表示汽车能够长期正常工作的能力，但他们是用不同的指标、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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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进行评价。 
1．可靠性 

可靠性是指汽车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和规定的行程内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常用可靠度 

或故障率评价。 

( ) R t = 
残存数 

可靠度 
试样数 

（13） 

累积故障率或不可靠度  ( ) 1 ( ) F t R t = − （14） 
2．耐久性 

耐久性是指汽车在规定的使用和维修条件下，达到某种技术或经济指标极限时完成规定 

功能的能力。或者说汽车进入极限技术状态之前，经预防维修（不更换主要总成和大修）维持 

工作能力的性能。 

耐久性常用大修间隔里程评价。 

【任务实施】 

利用网络和相关资料，查找不同的车型，找出动力性、经济性、环保性、制动性、操稳 

性、通过性、平顺性、容量等相关数据，并分析其使用性能指标要求有什么不同。 

【项目总结】 

1．汽车使用条件，是指影响汽车完成运输工作的各类外界条件。主要包括：气候条件、 

道路条件、运输条件。 
2．汽车运行工况是指用多参数描述的汽车运行状况。汽车运行工况参数包括汽车速度、 

变速器挡位、发动机转速、节气门开度、制动频度等。在特定的汽车运行工况研究中，还包括 

发动机输出功率、发动机输出转矩、汽车油耗、冷却液温度、各总成润滑油温度、各挡使用频 

度、离合器接合频度等。 
3．汽车运行工况研究中，汽车运行工况调查是首先要进行的工作。通过汽车运行工况调 

查，掌握在特定的使用条件下，表征汽车运行状况的各参数变化范围和变化规律，为评价汽车 

的合理使用以及汽车结构、性能能否满足使用要求提供基础资料。 
4．汽车使用性能是指汽车在一定的使用条件下，以最高效率工作的能力。它是对汽车结 

构特性的表征或描述。主要包括容载量、使用方便性、可靠性、耐久性、环保性、动力性、燃 

料经济性、安全性、通过性、平顺性等。 

【项目训练】 

一、概念题 

汽车使用条件、汽车使用性能、汽车容载量、汽车装载质量利用系数、汽车最大续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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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汽车常用工况、汽车运行工况 

二、判断题 

1．市区运行车速分布一般具有正态分布的特征，公路运行车速分布多为具有偏态特征的 

近似威布尔分布。 
2．交通流密度是常用车速的分布范围和均值的重要影响因素。公路行驶车辆的平均车速 

受车辆本身结构和动力性能的影响不大。 市区车辆主要受交通安全限制， 并与汽车动力性和平 

顺性有密切关系。 
3．常用车速偏低，反映出车辆动力利用率不高，将造成车辆使用效率下降。常用车速也 

是油耗量最多的行驶工况，汽车节约燃料的重点应放在努力改善常用车速下的燃料经济性。 
4．按时间统计，公路行驶车辆的高挡利用率低，低挡利用率很低。市区运行，高挡利用 

时间略有增加。 
5．公共汽车因常常起步停车，要重视改善公共车辆发动机过渡工况的燃料经济性，并注 

意改善驾驶操作条件和提高驾驶技术。 
6．汽车运行中，发动机转速处于不稳定工况，油耗较稳定工况少。 
7．现代载货汽车制造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汽车整备质量利用系数的降低。 
8．汽车额定装载质量越大，就越不适合装载密度大的货物。 
9．汽车额定装载质量越大，装载密度越小的货物，则装载质量利用系数越小。 

三、简答题 

1．汽车使用条件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并进行分析。 
2．道路分哪些等级？ 
3．货运条件包括哪些内容？ 
4．汽车运行工况参数有哪些？ 
5．简述汽车运行工况调查的准备工作与方法。 
6．简述汽车运行工况研究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