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7 卷  第 2 期
Vol. 57     No. 2 

2019 年 2 月
February  2019

农业装备与车辆工程
AGRICULTURAL EQUIPMENT & VEHICLE ENGINEERING

doi:10.3969/j.issn.1673-3142.2019.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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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依托某微型轿车，从动力总成振动能量传递路径的角度建立了车内噪声分析模型，通过对各条路

径的传递特性进行分析，识别车内噪声主要传递路径及环节。在 ADAMS 中建立动力学参数化仿真分析模

型，探讨动力总成悬置参数对车内噪声的影响。基于车内噪声传递分析模型，以车内噪声最小对悬置系统

进行优化，为动力总成悬置系统的优化设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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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a mini car, the interior noise analysis model is built from the viewpoint of transfer path analysis 

of the engine vibration energy, the transfer characteristic of transfer paths are discussed,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fer paths and 

subsystems are identified. Based on ADAMS software platform, a parametric and dynamic model of mounting system is established,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parameters of mounting system on vehicle interior noise is discussed. With the optimization objective of the 

lowest interior noise, the mounting system is optimized based on interior noise transfer analysis model. These can provid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design of powertrain moun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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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振动噪声是消费者关注的汽车技术性能指标

之一，也是汽车市场最关注的差异化竞争技术指

标之一。因此，如何有效地控制车内噪声是各大

汽车厂商在汽车产品研发阶段重点关注的问题。

其中，动力总成悬置是减振降噪的关键环节，如

何分析评估动力总成悬置对乘员舱噪声的影响对

汽车降噪具有重要意义。

传 递 路 径 分 析 方 法 (Transfer Path Analysis, 

TPA) 是一种基于试验的 NVH 分析方法，可以用

来解决振动噪声源 - 传递路径 - 响应系统的声振

问题。文献 [1] 基于互异性原理测取了机械 - 声

学频响函数，并对结传递噪声进行了分析。文献 [2]

在实车传递路径分析中，引入间接力估计技术计

算载荷。文献 [3] 提出了基于 TPA 技术的子系统

NVH 目标设置方法，将整车的 NVH 目标分解为

各子系统的目标。文献 [4] 介绍了扩展传递路径

分析方法 (OPAX)，该方法兼顾了精度和效率。

TPA 技术在汽车 NVH 领域中的应用已经被认同

并趋于成熟。

本文依托某微型轿车，基于传递路径分析方

法识别车内噪声主要来源。建立动力总成悬置系

统参数化分析模型，考察悬置系统参数对车内噪

声的影响，并基于车内噪声分析，模型以乘员舱

观测点噪声最小对悬置系统进行优化。

1  车内噪声传递路径分析模型

1.1 传递路径分析基本原理

对于一个线性系统来说，设其输入激励为 f（t），

输出响应为 x（t），则其输入与输出之间关系称

为系统的传递函数 H，在频域表达为

H（f）=X（f）/F（f）                  (1)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NCET-10-0358)；

企业委托项目“基于正向设计的动力传动系 NVH 分析评价及改

善技术”(2015~2017)

收稿日期 : 2018-03-06          修回日期 : 2018-0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