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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制动真空泵噪声诊断与优化
蒋卫伟 1袁向

宇 *1袁金

浩 1袁王晓健 2

渊1.广西汽车零部件与整车技术重点实验室渊广西科技大学冤袁广西 柳州袁545006曰
2.上海思致汽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袁 上海 200083冤

摘

要院电动车在低压供电状态制动真空泵工作时袁驾驶员左耳处噪声与怠速时差值为 6.59 dB(A)袁真空泵工作噪声

明显袁对车内噪声贡献很大. 针对某增程式电动车低压供电状态踩制动踏板时袁制动真空泵工作噪声较大的问题袁应
用 LMS Test. Lab 对真空泵噪声问题进行试验诊断测试并分析其原因袁通过更换刚度较低的隔振橡胶块并提高真空泵
安装支架的动刚度袁对整车密封性进行改进袁并进行对比测试袁结果表明院优化后真空泵本体的噪声由 90.83 dB(A)降

到 83.66 dB(A)袁驾驶员左耳噪声由 53.54 dB(A)降到 49.95 dB(A)袁改善效果明显.
关键词院噪声曰真空泵曰测试曰隔振
中图分类号院U4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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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汽车的主要性能之一制动性袁关系着汽车驾驶者和乘客的生命安全袁也是汽车高速行驶的保障.

对于广泛采用液压制动系统的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袁其制动力依靠液压传递.为了提高车辆的制动性能袁
减少制动距离袁 同时减轻驾驶员的驾驶疲劳强度袁 现代乘用车与轻型商用车的制动系统普遍加装助力装
置袁即具有助力功能的伺服制动系统袁而真空增压器是伺服制动系统中最常用的助力装置[1].

真空助力制动系统通过调节助力器真空腔内的气压值袁进而能够与大气形成一定的压力差袁并输出制

动助力袁因此真空腔内必须保证有足够的真空度[2].对于传统的汽油机而言袁进气歧管在发动机工作时产生

很高的真空度袁能够为真空助力器提供源源不断的真空源.而近年来袁随着混合动力及纯电动汽车的发展袁
新能源汽车发动机不能全时工作袁发动机进气歧管处无法随时保障足够的真空来源.电子真空泵便取代发

动机进气歧管袁为汽车真空助力制动系统提供主要真空源[3].而随着汽车工业的不断发展袁轻量化尧经济性尧

舒适性成为现代汽车的发展趋势袁汽车的 NVH 性能则尤其受到制造商和消费者的重视和关注.

本文针对某增程式电动车低压供电状态踩制动踏板时袁制动真空泵工作噪声较大的问题袁应用 LMS.

Test.Lab 的动态测试系统袁对制动真空泵工作产生的噪声进行诊断测试分析袁并根据分析结果对真空制动

泵的安装支架进行优化袁对影响整车密封性的无用孔洞和空腔进行封堵和填充处理袁优化后的测试结果表
明车内噪声有了明显降低.

1

制动真空泵噪声传递路径分析
汽车 NVH 性能主要是指车内驾乘人员在汽车行驶过程中袁直接感到的噪声尧振动和不舒适袁又称声振

粗糙度[4].振动和噪声往往密不可分且同时出现袁过大的振动会造成发动机及车辆零部件的损坏曰而噪声一

般是由振动引起的袁不仅对环境造成污染袁同时会使驾驶员及乘客产生疲劳曰声振粗糙度是指车内振动与

噪声让驾乘人员直接感受到的不舒适性.车内振动主要是指发动机及其附件尧动力传动系统运转时产生的
振动和来自路面激励产生的振动袁经由轮胎尧悬架尧悬置系统袁通过车架尧车身传递至方向盘尧地板和座椅等
收稿日期院201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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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车内人员所感知.而车内噪声
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院一是发动

轮胎噪声
路面激励

机及其附件运转时产生的燃烧

轮胎振动

悬架系统
车内噪声

噪声尧机械噪声袁轮胎滚动时与
地面之间的摩擦噪声和风激励

空气噪声

噪声经由空气媒介向车内传递曰

隔音系统

动力总成及附件噪声

二是来自发动机动力总成激励
和路面不平激励经由底盘尧车身

密封系统

车身结构振动

发动机激励

等结构件产生的振动而诱发的

动力总成振动

结构噪声 .由上述分析建立起
[5]

图1

整车振动和噪音的传递路径模

车内振动

悬置系统

车辆振动噪声传递路径

型,如图 1 所示.

试验样车制动真空泵双肩部位由安装螺栓将其固定至支架袁螺栓与安装支架间加装橡胶皮垫袁再由 4

个安装螺栓连接至车身.基于上述整车振动噪声的传递路径袁制动真空泵的工作噪声主要由以下 2 种途径

传递到车内院

1冤空气传递

制动真空泵工作时发出的噪音袁由空气传播袁分别经发动机舱与驾驶舱之间的防火墙位置和车门尧车

窗缝隙处透射到车内.
2冤车身传递

制动真空泵工作时所产生的噪音袁直接由固体传递袁通过发动机舱传递至车身袁通过结构辐射噪声至

车内袁被车内人员所感知.

2

制动真空泵噪声测试

2.1

实验设备与方案

采用 LMS Test.Lab 系统来实现制动真空泵的测试与分析. 试验测试设备有院32 通道 LMS 多功能数据

采集仪尧笔记本一台尧PCB 公司的麦克风和校准器尧LMS.Test. Lab 测试软件.测试系统具有 LMS SCADAS 可

扩展采集前端袁实验时使用 Signature Acquisition 模块固定采样数据袁声压信号采样频率 10 240 Hz袁频率分
辨率 1 Hz袁并对采集的数据做 A 计权.

针对试验样车在低压给电状态踩制动踏板后袁制动真空泵开始工作袁真空泵工作时产生的工作噪声较

大袁车内能明显听到真空泵充气的噪声.分别在制动真空泵本体主动侧与车身被动侧各布置 1 个加速度传
感器袁在真空泵附近及驾驶员左右耳布置传声器.测试点布置与测试设备如图 2 所示.

主动侧振动测试点

噪声测试点

驾驶员左耳测试点

被动侧振动测试点

图2

现场测试点布置与测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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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及分析
实验样车为一台增程式电动中巴车袁怠速时

50.00

1.00

整车由 12 V 低压电池供电. 实验时样车状态良

好袁实验在平整无积水路面袁门窗紧闭袁背景噪声

比被测噪声低 10 dB(A)以上的无风环境中进行.
接通低压电源袁电动车处于低压怠速状态袁驾驶
员踩踏制动踏板后袁制动真空泵开始工作.应用
LMS原Signature Acquisition 软件分别测试低压怠

速状态与制动真空泵工作时驾驶员左耳测点噪
声值袁 将测试所得到的数据由 LMS 后处理模块

Post Processing 生成自功率谱图袁如图 3 所示袁实

-10.00

0.00
1 000.00

0.00

图3

线尧虚线分别为制动真空泵工作时和低压怠速时

制动真空泵工作与怠速状态驾驶员左耳自功率谱图

驾驶员左耳测点噪声频域响应曲线.

由图 3 可知袁制动真空泵工作时在驾驶员左耳处测得的噪声均方根值为 53.54 dB(A)袁与怠速时此测点

的差值为 6.59 dB(A)袁车内驾乘人员能够明显听到真空泵充气噪声袁制动真空泵工作时对车内噪声贡献较

大.另测得制动真空泵工作时本体噪声值为 90.83 dB(A)袁真空泵本体振动均方根值 3.11 g袁制动真空泵车
身被动侧的振动均方根值为 0.41 g袁g 为重力加速度袁其近似值通常取为 9.8 m/s2袁真空泵主尧被动侧振动频

域响应如图 4袁图 5 所示.

1.00

0.28

0.28

1.00

g

0

0

图4

1 000.00

Hz

原状态真空泵本体振动自功率谱图

g

0.00

0

0

图5

Hz

1 000.00

0.00

原状态真空泵车身被动侧振动自功率谱图

由分析数据得知袁真空泵是影响车辆怠速噪声较大的噪声源之一.
为了抑制这一噪声源袁降低真空泵工作噪声袁现将安装支架和橡胶垫

支架

抽象为院支架要隔振橡胶块要支架的弹簧串联模型袁进一步分析安装
支架与减振橡胶块组成的隔振系统对真空泵工作时振动传递的影响袁

橡胶块

螺栓固定袁真空泵工作时产生的激振力经橡胶块衰减后再通过安装支

支架

如图 6 所示袁真空泵与安装支架一端连接袁支架另一端与车身由安装
架传递至车身.
对真空泵安装支架与橡胶块组成隔振系统的隔振性能袁用传递率

图6

支架-橡胶块-支架弹簧串联模型

来评价.传递率是指主动侧振动大小与被动侧振动大小的比值.加速度
的传递率用分贝形式表达为院TdB=20lg aa .通常袁当传递率大于 20 dB(A)时袁隔振性能被认为满足要求袁传
ap

递率大于 20 dB(A)即加速度从主动侧传递到被动侧要衰减 10 倍以上[6].本次试验测得原状态真空泵本体主

动侧加速度 A a=3.11 g,车身被动侧加速度 A p=0.41 g,计算得出真空泵安装支架传递率 TdB=17.6 dB(A),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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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隔振率不满足要求袁未起到良好的隔振效果.原真空泵与安装支架螺栓连接处橡胶块较薄袁很硬袁邵氏
硬度 70 以上袁橡胶块刚度较大袁隔振效果差袁有较多的能量通过支架传递至车身.同时袁原制动真空泵安装

支架的动刚度较低袁真空泵工作时安装支架产生强烈的高频振动袁支架的振动又在车身连接处引发较大的
结构噪声[7-8]袁这是导致真空泵工作噪声较大的主要原因.
其次袁整车密封条件较差袁检查整车密封性发现院

1冤增程发动机舱与驾驶室之间的发动机舱盖无任何隔音尧密封措施袁真空泵工作时产生的噪声直接经

空气传播到车内曰

2冤车辆的前舱尧中通道尧后车桥轮边电机上部尧车内座椅地板等多处存在无用孔洞袁未做填充处理.另

外袁转向机开孔尧乘客区加热空调开孔尧前围线束开孔等未进行密封处理袁车内直接与外界相通曰

3冤中巴车驾驶室车门与车厢中部推拉门安装间隙较大袁车门紧闭后依然与外界相通.由图 7 所示袁整车

密封性较差会导致车辆的隔音效果下降袁真空泵工作时产生的噪声过多的通过空气传递到车内袁从而诱发
较大的车内噪声.

扒拉门关闭后间隙过大
副驾驶座椅地板有孔洞与外界相通
发动机舱盖板无任何密封尧隔音措施

图7

整车密封性所存在的问题

3

制动真空泵噪声优化与测试结果

3.1

优化方案的选取
根据上述对真空泵噪音传递路径分析和真空泵工作噪声对车内噪声贡献量较大原因的探讨袁 分别从

噪声源控制和密封隔音措施的改进 2 个方面对制动真空泵工作噪声进行优化.
1冤对真空泵安装支架更换刚度较低的橡胶块并提高安装支架动刚度

根据对原始状态制动真空泵的测试结果分析得知袁原真空泵安装支架较软袁动刚度偏低袁减振橡胶块

很薄袁动刚度较大袁安装支架与橡胶块组成的隔振系统隔振效率低于 20 dB(A)袁真空泵工作时有较多的能
量通过安装支架传递至车身.针对隔振率不足袁
提高隔振系统传递率袁 在真空泵与安装支架螺
栓连接处更换较厚袁动刚度较低的橡胶垫袁如图

8 中椭圆标记所示.过低的动刚度提高隔振率的
同时袁也会导致橡胶块产生较大的静变形 [9].为

抑制因更换较软橡胶块而引起安装支架产生较
大的振动幅值袁使用钢板较厚的安装支架袁提高

其动刚度袁如图 8 中椭圆标记所示.优化后的安

橡胶垫
提
高
支
架
动
刚
度

装支架与橡胶块隔振系统能够减少真空泵工作
时激振力向车身的传递袁 从而降低由真空泵工
作而引起的结构噪声.

图8

优化后的制动真空泵安装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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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冤对整车的密封性进行改进袁降低经由空气传递的噪声

鉴于试验样车密封性能较差袁 首先对试验中发现的无用孔洞进行封堵曰 对与外界相通的空腔进行填

充曰对驾驶室车门和推拉门间隙用封条做简易密封处理曰对增程发动机舱盖铺设隔音棉袁并加装密封条曰将
制动真空泵的工作时产生的噪声隔离掉一部分袁减少向车内的传递.

3.2

实验结果分析
在试验样车上将优化后的制动真空泵与原状态的真空泵进行更换袁 对影响车辆密封性的无用孔洞和

空腔进行封堵和填充处理袁并在发动机舱盖加装吸音棉等密封性的改进后袁为了验证整车密封性改善对车

内噪声的影响袁在背景噪声低于所测试噪声 10 dB(A)的无风环境中进行怠速噪声试验袁在驾驶员左耳布置

麦克风袁电动车置于低压供电怠速状态袁测得低压怠速下制动真空泵不工作时驾驶员左耳的噪声值袁如图

9 所示袁 整车密封性改善后袁 驾驶员左耳噪声均方根值为 44.59 dB (A), 与原状态低压怠速真空泵不工作

46.95 dB(A)相比袁降低了 2.36 dB(A).

1.00 80.00

50.00

-50.00
0.00

图9

Hz

1.00

0.00 -10.00
0.00
1 000.00

密封性改善后低压怠速驾驶员左耳噪声频域图

图 10

Hz

0.00
1 000.00

优化后渊实线冤与原状态渊虚线冤真空泵本体噪声图

在同一环境中进行真空泵工作噪声试验测试袁 分别测得真空泵工作时驾驶员左耳与真空泵本体的噪

声值袁以及真空泵车身被动侧的振动加速度袁如图 10耀图 12 所示.
0.05

1.00 50.00

1.00

g

0.00

0.00

图 11

Hz

优化后真空泵车身侧振动自功率谱图

0.00 -10.00
0.00
1 000.00

图 12

Hz

0.00
1 000.00

优化后真空泵工作时驾驶员左耳噪声频响图

由图 10 可以看出袁优化后真空泵本体噪声降低为 83.66 dB(A)袁与优化前渊图 10 中虚线冤90.83 dB(A)相

比袁下降了 7.17 dB(A)曰优化后真空制动泵车身侧的振动均方根值为 0.17 g袁如图 11 所示袁相对于优化前真

空制动泵车身侧的振动均方根值为 0.41 g袁减小了 0.27 g曰传递率 TdB 由 17.6 dB(A)提高至 25.25 dB(A),安

装支架传递率大于 20 dB (A), 满足了隔振要求袁 从而降低了真空泵激振力经由安装支架向车身的传递袁

减小因真空泵工作引起的结构噪声. 由图 12 可知袁 优化后真空泵工作时在驾驶员左耳处噪声均方根值
49.95 dB(A)袁与原状态 53.54 dB(A)相比袁降低 3.59 dB(A)袁改善效果显著袁从而验证了优化方案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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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通过对某电动车制动真空泵噪声诊断与优化得出以下结论院 针对某增程式电动车低压供电状态制动

真空泵工作时噪声较大的问题袁 通过建立整车噪声传递路径并应用 LMS.Test.Lab 的动态测试系统对真空
泵进行试验测试分析袁准确诊断出真空泵工作噪声对车内噪声影响较大的原因.首先对真空泵与安装支架

连接处更换动刚度较低的橡胶块并提高安装支架动刚度袁提高安装支架与橡胶块组成隔振系统的传递率袁
其次袁针对实验样车密封性能较差袁采用对无用孔洞进行封堵尧对空腔进行填充尧对增程发动机舱盖铺设隔
音棉等吸隔音的办法袁分别从真空泵噪声源的控制和传递路径中加设吸隔音材料两个方面进行优化袁明显

改善了制动真空泵的 NVH 性能袁降低车内噪声.

汽车 NVH 控制问题一直是汽车开发过程中的难题之一, 通过应用试验测试诊断分析与验证的方法袁

能迅速有效地识别出对整车 NVH 特性影响较大的原因袁对认识汽车零部件 NVH 调校技术袁提升我国汽车
研发水平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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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ise Diagnosis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Brake Vacuum Pump
For An Electric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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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In low voltage power supply state袁when the braking vacuum pump of an electric vehicle is working, the

noise at the driver's left ear is 6.59dB (A) higher than in the idle state. The noise of vacuum pump is significant and

contributes a lot to the?interior noise of the vehicle.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reason of the above problems, LMS Test.
Lab was used to test and analyze. By replacing with a rubber block of lower stiffness, improving the dynamic

stiffness of the vacuum pump mounting bracket, and improving the sealing of the whole vehicle, the contrast

experimental were conducted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An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wn noise of the optimized

vacuum pump is reduced from 90.83 dB (A) to 83.66 dB (A), the noise at the driver's left ear by 53.54 dB (A) down
to 49.95 d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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