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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柴油发动机的发展进程，分析了柴油汽车排放物产生的机理和化学成分，并对柴油汽车排放物 

的环保检测标准和检测方式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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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Environment Inspection of Diesel Vehicle Emission 

WANG Jian-kang 

(College of Vehicle and Traffic Engineering，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37，China) 

Abstract：The course development of diesel engines is stated，the mechanism of causing emission and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the emissions are analyzed，and some environment testing standards and testing methods of the diesel 

automobile emission are discussed de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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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08年我国生产及销 售的汽车分别达 934．51万辆和938．05万辆，产销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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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FVS关键技术 

3．1 林火蔓延与扑救混合建模 

FFVS中包括林火蔓延与林火扑救，它们各自的模 

型构建方法分属不同的两类。前者是一个连续型过程， 

通常用数理方程来描述，而扑救活动中涉及的人员或 

设备，虽然其个体行为也属连续型的(例如扑火人员的 

移动)，但通常情况下更关心它的指派、调度等，即其逻 

辑连接关系，所以更多地用离散事件模型来描述。因此 

必须解决同一仿真环境下两类不同性质模型的统一构 

建问题。 

3．2 几何建模 

FFVS系统中涉及大量的三维几何模型，特别是树 

木和森林的三维几何建模问题非常关键，它直接影响 

到可视化效果。而这些问题相当复杂，包括如何快速地 

构建树木几何模型；如何快速构建森林几何模型；如何 

基于视点距离对树木和森林进行安排，特别是树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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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林在与林火交互时，如何动态实时地改变其形态，这 

些都是非常有挑战性的课题。 

3．3 优化分析预测 

仿真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模型的试验活动，虚拟仿 

真也不例外。除非事先通过其它方法已经证明其可行 

性，否则仿真试验结果并不能说明诸如扑救策略是否 

可行等决策问题；优化分析是基于多次仿真试验结果 

来寻找更恰当合适的扑救方案或林火蔓延的基本特 

征。因此，如何在有限的仿真试验结果数据之上进行优 

化分析，从而正确预测未来火势和扑救效果等，是虚拟 

仿真系统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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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底，我国机动车保有量为 16988万辆 ，汽车工 

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伴随中困汽 

车工业的发展，节能和环保部门同时提出了更科学更 

严格的要求。我国为推行“绿色奥运”治理环境污染， 

在2007年和2010年开始分别执行国Ⅲ、国Ⅳ汽车排 

放法规 

1 柴油发动机的发展进程 

1．1 普通柴油发动机 

德国工程师 Dr．Rudolf Diesel在 1892年试制成了 

第一台压燃式内燃机，也就是柴油机。柴油发动机属于 

内燃机，是燃烧柴油来获取能量的发动机。柴油发动机 

热效率和经济性较好，它采用压缩空气的方法提高空 

气温度，使空气温度超过柴油的自燃燃点，这时喷人柴 

油，雾状柴油和空气混合的同时实现自燃。在相同功率 

的情况下，柴油机的扭矩大，最大功率时的转速低。但 

普通柴油发动机存在高噪声、高污染(黑烟)，即标志性 

的“黑尾巴”，极不适合在城市公交汽车、尤其是轿车上 

使用。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柴油机技术的进步，使 

普通柴油发动机存在的缺点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现代 

轿车上使用的主要是SDI、TDI和CRDI电控柴油机，可 

以很好地解决高噪声、高污染(黑烟)问题。新一代混合 

动力系统也是 由 CRDI共轨式电控柴油机和电力系统 

构成的。 

1．2 SDI柴油发动机 

SDI是英文 Suction Direct I．jection的缩写，意为 自 

然吸气直接喷射。其称为第一代柴油机电控燃油喷射系 

统(也称位置控制系统)，它用电子伺服机构代替传统的 

调速器控制供油位置以实现供油量的调整，这类技术已 

发展到可以同时控制定时和预喷射的TICS系统。 

SDI柴油机尾气排放可以达到欧Ⅲ标准。 

1．3 TDI柴油发动机 

TDI是英文 Turbo Direct Injection的缩写，意为涡 

轮增压直接喷射。其称为第二代柴油机电控燃油喷射 

系统(也称时间控制系统)，它仍维持传统的脉动式柱 

塞泵油方式，但油量和定时的调节则由电脑控制的强 

力快速响应电磁阀的开闭时刻来决定。 

TDI柴油机排放指标可满足欧Ⅳ标准。 

1．4 CRDI柴油发动机 

CRDI是英文 Common Rail Direct Injection的缩 

写，意为高压共轨式电控燃油喷射技术。其是第i代柴 

油机电控燃油喷射系统(也称为直接数控系统)，它完 

全摆脱了传统的油泵分缸燃油供应方式。共轨式电控 

燃油喷射系统是 20世纪90年代研制出的一种全新的 

燃油喷射系统，这种燃油喷射系统通过各种传感器检 

测发动机的实际运行状态，通过发动机电控单元的计 

算和处理，可以对喷油时间、喷油压力和喷油率进行最 

佳控制。 

我国引进圈外博世 、德尔福和日本电装公司技术 

合资生产了 30多种欧Ⅲ排放标准的高压共轨 电控柴 

油发动机 ，仅 2005年柴油发动机的总产量就已达到 

127．4万台。康明斯 ISBe、ISCe、ISLe，玉柴 YC6G系列， 

上柴 6CK300—3，南京 IVECO都灵 A系列汽车发动机 

都是高压共轨电控柴油发动机，这些机型均可达到国 

Ⅱ、国Ⅲ排放标准。 

2 柴油汽车排放物分析 

① CO：CO是汽车排放气体所含成分中最有害的 

物质，其是燃料在氧气不充分的状态下不完全燃烧所产 

生的，在排放的CO气体中约 90％的排放量来自汽车。该 

气体被吸入人体后，会产生溶血反应导致中毒。但柴油 

发动机与汽油发动机相比燃烧比较充分，所以 CO的产 

生量非常少。 

② HC：HC是氢和碳化合物质的总称，也是光化 

学烟雾的形成原因，会对人的呼吸系统产生影响。 

③ NO ：NO 是在高温完全燃烧状态下生成的。 

NO 在柴油发动机中的排放量较多，而汽油发动机的排 

放较少 ，原因是柴油发动机不用点火装置，自燃着火。 

其燃烧分为着火延迟期 、速燃期 、缓燃期 、补燃期 4个 

阶段，其中速燃期发生的爆发性燃烧会产生高温、高 

压 ，气缸内的温度急速上升产生 NO ，N和 O在高温时 

促进反应是产生 NO 的主要原因。 

④ PM：PM(粒子物质)是排放废气的主要限制对 

象，PM是从柴油发动机中排放 颗粒状物质的总称。 

其主要是黑炯，由 SOF(Soluble Organic Fraction，可溶有 

机成分 )燃烧后剩下的燃料和润滑油成分 、轻油燃料中 

硫黄成分燃烧后生成的产物所构成。 

PM是在低温时不完全燃烧状态下生成的。与 NO 

相同，这种物质柴油发动机比汽油发动机排放的多。柴 

油发动机是向气缸内部喷射燃料、混合燃料和空气，混 

合状态通常不均匀，而且在缓燃期和补燃期气缸内的 

温度及压力下降，燃烧状态恶化，导致燃料不完全燃烧 

而产生 PM ． 

3 柴油汽车的环保检测 

根据国标 《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 



58 林 业 机 械 与 木 工 设 备 第37卷 

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GB3847—2005)的规 

定(自2005年 7月 1日起实施 )，全国各地开始了汽车 

排放的环保检测。汽车排放的环保检测已逐步由公安 

部门的汽车安全检测站，分离到环保部门的环保检测 

站来执行。笔者所在地区已从2008年开始根据车辆排 

放环保检测结果 ，分别发放绿、蓝 、黄三种车辆排放环 

保标志。 

国标规定，可选择自由加速法或加载减速法中的 
一 种进行在用汽车排放污染物检测。 

3．1 汽车自由加速一不透光烟度法检测 

自由加速工况是指柴油发动机于怠速工况 (发动 

机运转；离合器处于接合位置；油门踏板与手油门处于 

松开位置；变速器处于空档位置；具有排气制动装置的 

发动机，碟形阀处于全开位置)，将油门踏板迅速踏到 

底，维持 4s后松开。 

烟度是指定容量排气透过滤纸的染黑度。 

按测量规程进行 自由加速不透光烟度检测时 ，将 

油门与脚踏开关一并迅速踩到底，至4s时立刻松开，维 

持怠速运转 16s(共计 20s o从第 1次开始加速至第 2 

次开始加速为一个循环，每个循环共计20s时间。检测 

中需操作4个循环，取后 3个循环烟度读数的算术平 

均值作为所测的烟度值。 

根据 GB3847—2005规定 ，在用柴油汽车烟度排放 

限值的要求如下： 

①对于2001年10月 1日以前生产的在用车，按其 

自由加速法进行试验，所测得的滤纸烟度值不得大于 

表 1所列限值。 

表 1 装配压燃式发动机的在用车滤纸烟度限值 

车辆类型 滤纸烟度值／Rb 

1995年7月 1日～2001年 9月 30日生产的在用车 

1995年6月 30日以前生产的在用车 

4．5 

5．0 

②对于 2001年 10月 1日～2005年 6月 30日生产 

的在用车，按其自由加速法进行试验，所测得的排气光 

吸收系数不得大于表 2的限值。 

表2 装配压燃式发动机的在用车不透光烟度限值 

③对于2005年7月 1日以后经型式核准批准生产 

的在用车，按其自由加速法进行试验，所测得的排气光 

吸收系数不得大于该车型核准批准的自由加速排气烟 

度排放限值加0．5m～。 

3．2 加载减速工况法检测 

加载减速工况检测相当于发动机的全负荷工况试 

验，油门最大、不断增加负荷来改变发动机扭矩和车辆 

输出功率。主要测量受检柴油车在满负荷时三个速度 

点的不透光烟度，同时测量车辆的最大轮边功率，并规 

定车辆最大轮边功率不得低于制造厂规定的发动机标 

定功率值的50％。这样的检测能够有效地将黑烟车判 

定为不合格，克服自由加速方法的缺点。进行功率扫描 

时，检测系统应显示发动机转速、车速、吸收功率和排 

气烟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达标双重要求加载减速法检测后，如果在 3个 

工况点测得的光吸收系数 k中，有一项超过排放限 

值，则判定受检车辆排放不合格。如果受检车辆在功 

率扫描过程中测得的实际最大轮边功率值低于制造 

厂规定发动机标定功率值的50％，也将被判定为排 

放不合格。 

测试设备主要包括底盘测功机、不透光烟度计和 

发动机转速计，由计算机控制系统集中控制。底盘测功 

机主要由滚筒、功率吸收单元(PAU)、惯量模拟装置等 

组成。不透光烟度计采用分流式测试，需满足以下技术 

要求：采样频率为每秒至少 10次；须配备与测功机控 

制系统兼容的数据传输装置。由于标准要求检测和数 

据采集是自动进行的，因此要配备控制软件，通过计算 

机来完成整个的烟度检测过程。控制软件应能控制底 

盘测功机的加载、功率扫描、发动机转速与转鼓线速度 

的测量和不透光烟度计对排气烟度的测量，自动完成 

测试程序。 

控制软件通过监控下述参数来完成检测规程和数 

据采集：车辆行驶速度、测功机的吸收功率、发动机转速 

和排气烟度。加载减速检测一般应在2rain内完成，最 

长不能超过 3min。 

4 小 结 

随着国家对汽车排放控制的日趋严格及汽车排放 

环保检测的广泛进行，大城市汽车排放污染得到有效 

遏制，城市的空气质量得到进一步改善。同时也使我国 

在用车排放的检测和维护制度(即I／M制度，Inspecti0n 

&Maintenance Program)更加完善，“定期检测、强制维 

护、视情修理”的方针得到更彻底地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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