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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资料 

车轮、轮胎、轮圈 

 
结构 

 

名称 

 

运行不稳定 

 



 

有关本用户资料的提示 
 

所使用的图标 

 
为了方便理解和突出重要信息，在本用户资料

中使用了下列图标： 

 

 包含一些信息，这些信息结合对系统及其

功能的说明更便于理解。 

 

 表示提示结束。 

 
 

用户资料的显示意义 

 
由于 BMW 车辆在结构和装备上的不断发展，

本用户资料和在培训中使用的车辆之间可能有

所偏差。 

 
在出版时仅收录了左座驾驶型车辆的资料。在

右座驾驶型车辆上，部分操作元件的布局与用

户资料中插图上显示的布局不同。 

 
 

辅助信息源 

 
有关各个车辆主题的其他信息可在 BMW 诊断

和维修系统中或在因特网上从 

www.bmw.com.cn 中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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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车轮、轮胎、轮圈 

 

 

培训伴侣，实践参考 

 
该用户资料将向您提供有关 BMW 车辆上的

车轮的信息。其中还涉及到有关防爆轮胎的

信息。 

 
资料按培训进度设计，且适合于用作参考工

具。 

 
参加者将了解轮胎的基本名称。 

熟知防爆轮胎的结构和功能。 

知道不平衡将导致运行不稳定，而运行不稳

定则可以通过平衡和校正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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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概览 

车轮、轮胎、轮圈 

 

 

在车辆中，轮胎是底盘的一个高质量结构部

件。它必须具有弹性，可减震，有良好的方

向稳定性和运行平稳性，以及使用寿命长。

轮胎尤其必须能够纵向和横向传递强大的力 

(制动，加速，转向)，以获得理想的和安全的

行车稳定性。在路面抓地力较弱，潮湿，滑

溜或甚至在冰雪覆盖的情况下，所有这一切

仍必须得到保证。 

在轮胎设计时，满足各种要求有时会导致出

现折中方案，因为这常常必须对相互矛盾的

特性进行平衡。人们期望高动力性的车辆的

轮胎对于路面有着高附着力，尤其是在潮湿

和水淹的路面上。但是，对于轮胎胎面胶料

的相应改进却可能在另一方面影响轮胎的寿

命期望值、滚动阻力和行驶舒适性。 

但是有一点却是在轮胎研发中凌驾于所有标

准之上： 

 

安全性。 

 
在本用户资料中，“车轮”这一概念包括了

“轮圈”及“轮胎”这两个概念。同样也会

出现“车轮”这一概念合并了“轮圈”和

“轮盘”这两个概念的情况。 

 
 

轮胎 
 
由于在轮胎和路面之间将力传递到轮胎触地

面 (压痕) 上是通过摩擦力实现的，因此，存

在一个不允许超过的抓地力极限值。该抓地

力极限值取决于路面 / 轮胎间的相互摩擦以及

车轮触地面压力。摩擦力 (粘附力) 越大以及

车轮触地面压力 (车轮负荷) 越大，抓地力极

限值就越大。因此路面状态具有决定性影

响：在干燥的沥青或水泥路面上的粘附力为

结冰路面上的十倍。当水在轮胎和路面之间

如同一层润滑膜一样滑动时 (滑水现象)，轮胎

与路面不发生接触且粘附力将完全丧失。车

辆将无法再操控。 

 

车辆上安装的是子午线轮胎。 

 

 
子午线轮胎 

 
索引 说明 

1 胎面 

为获得良好的路面粘附性和排水

性 

2 带束层 

实现高车速 

3 钢丝帘线加固带层 

优化行车稳定性和滚动阻力 

4 胎体帘布层 

令轮胎在高内压下仍能保持其形

状 

5 内胶层 

保证轮胎的气密性 

6 胎侧壁 

防止侧面损坏 

7 型芯 

改善行车稳定性，转向性及舒适

性 

8 钢芯 

使胎圈固定在轮圈上 

9 轮缘加强层 

加强行车稳定性和精确的转向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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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午线轮胎中，胎体的帘线与行驶方向成 

90 度，即从侧面看为“径向”。这样的排列

只能部分吸收转向时的胎体横向力以及加速

时的圆周力。因此必须由轮胎的其他部件提

供支持和补充。 

该任务由钢丝帘线完成，其中有两层钢丝以

锐角相互交错。很多轮胎还通过一个尼龙线

束提高稳定性。 

 

 
子午线轮胎的帘布面 

 

轮胎花纹 
 
花纹的最重要任务是排开雨后路面上的积

水，以避免影响轮胎的地面接触性能。即使

是在车速较低时，已磨损的轮胎也会提高出

现事故的风险，尤其是在路面较湿的情况

下。 

胎纹深度的重要性可在下图中显示：已磨损

的轮胎 (胎纹深度为 1.6 mm) 的制动距离比新

轮胎 (胎纹深度约为 8 mm) 增加一倍。 

 
 

 
制动距离 / 胎纹深度之比 

 
索引 说明 

1 潮湿路面 

2 干燥路面 

3 胎纹深度 

4 制动距离 

全天候轮胎与夏季用轮胎相比，具有较软的

轮胎胎面胶料和不同的花纹，可适应不同气

候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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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标识 
 
轮胎在胎侧上标有大量标识。它们包含了大

量的信息。 

 

 
法定的和标准的轮胎标识 

 

 
RSC：BMW 防爆轮胎标识符 

 

 
“BMW 星号”表示该轮胎已针对 BMW 车辆底盘作了最优设计 

 

举例： 

 
索引 说明 

1 制造商 (商标名或商标图案) 

2 产品名称 

3 尺寸规格 

205 = 轮胎断面宽度，单位 mm 

55 = 扁平比 

以百分比表示 

R = 子午线结构 

16 = 轮圈直径 (英寸) 

4 91 = 承载参数 (负荷指数 LI) 规定了单

个轮胎的最大负荷 

V = 速度标记 

5 SSR = 特殊标记 

用于跑气保用轮胎 

(Self Supporting Runflat，自承式防爆

轮胎) 
 

 

RSC 图标 = 轮胎具有防爆特性 

(防爆轮胎) 
 

“BMW 星号”= BMW 建议使用的轮

胎，是专为 BMW 车辆底盘所设计的 

6 Tubeless = 无内胎 

7 轮胎按照国际规定进行标注。相应地

在一个圆圈内标有一个 E 和认证国家

的编号，其后是多位数认证号 E4 (4 = 

荷兰) 

8 根据欧规 R 30 的许可号 

9 制造商代码： 

轮胎厂，轮胎尺寸和规格 

制造日期 

(生产周 / 年) 

0204 表示 2004年第 2 周 

11 T.W.I.：Tread Wear Indicator 

(胎面磨损指示标记)。在纵向花纹槽中

位于多个位置上的横条，在剩余花纹

深度为 1.6 mm 时会显现 

12 制造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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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防爆轮胎目前尚没有“标准”的轮胎标

识字母，因此 BMW 与轮胎制造商商定了一

个统一的标识符： 

 

 

位于约 20 mm 圆圈中的 RSC 字符表示 

Runflat–System–Component (防爆轮胎系统

组件)。该符号在所有 BMW 防爆轮胎的两个

侧面上被永久性加在橡胶内，以便在更新时

以最简单的方式找到正确的“BMW 防爆轮

胎”。 

与 BMW Group 车辆底盘进行了最佳匹配的

轮胎还可通过各轮胎的销售名称后的 BMW 

轮胎标识 (�) 进行识别。例如： 

 

 

205/55 R 16 91V Continental Premium Contact SSR �  

 
 
承载参数 (负荷指数 LI) 规定了单个轮胎的最

大负荷。 

 

 
承载参数 LI 

 
速度标记 (GSY) 表示允许的最高车速。 

 
GSY 最高车速 km/h 

P 150 
Q 160 
R 170 
S 180 
T 190 
H 210 
V 240 
W 270 
Y 300 
ZR 240 以上 

 

 

轮胎损坏 
 
最常出现的轮胎损坏原因是在充气压力过低

时行车。充气压力过低首先将导致胎肩的磨

损加剧。胎肩和胎侧被强烈挤压而发热。在

长距离高速行车时，温度可能升高到出现熔

化的程度，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令轮胎

损坏。胎侧的个别位置损坏可能是由于路沿

的冲撞损伤所造成的。轮胎胎面区域的钢丝

断裂则可能是由于缓慢驶过锐边障碍物 (路沿) 

而产生。这两者都可能由于充气压力过低而

加剧。 

个别部位胎纹深度严重下降大部分都是由车

辆制动器抱死所造成。 

橡胶的刺穿和切割损伤在当今的路况下已较

少见，但是仍会出现。对此必须立即进行维

修，因为这种损伤的后果会令橡胶进一步撕

裂，直达帘布层。潮气渗入，并腐蚀钢丝。

这样，甚至可能导致远离原先损伤的部位的

帘布发生破裂 (所谓的毛细作用)。 

轮胎一侧的磨损 (仅在一个肩部磨损) 说明底

盘几何尺寸可能有错误。如有必要应检查车

轮外倾角和轮迹调整情况。 

如果在轮胎的多个位置出现磨损，且磨损部

位均匀分布，便说明车轮存在摆动。这一点

可从运行不稳定上进行确定。运行不稳定的

原因可能是转向系几何尺寸、车轮悬架装置

或弹簧上有间隙或损坏，或者减震器损坏。 

轮胎胎缘的损坏可能导致轮胎在轮圈上的固

定不稳固，从而导致持续缓慢漏气。胎缘损

坏通常是由于安装错误而造成的。 

 
 



 

6  

防爆轮胎 
 
采用防爆技术后，行李箱中便不再有备用车

轮。BMW 所使用的轮胎可以在完全漏气的情

况下仍能继续行驶很多公里，这种轮胎具有

防爆特性 (RSC)。 

具有防爆特性的轮胎 (防爆轮胎 RFT) 在某种

程度上将普通轮胎和备用车轮融为一体。防

爆技术还可以令车辆在严重漏气的情况继续

行驶一定的路程。 

自承载式轮胎内部有一个辅助的橡胶元件，

它能防止损坏的轮胎在漏气时瘪掉。在严重

漏气时，胎压报警显示 (RPA) 会在车辆的前

排座舱中发出一个视觉信号。这时将要求驾

驶员将行驶速度下降到规定的范围内 (最大 

80 km/h)。 

防爆轮胎 (RFT) 和防爆系统组件 (RSC) 同时

也是自支撑安全轮胎 (SST)，一种具有防爆特

性的自承载式轮胎。 

全球适用的 RFT 轮胎标准以及专门的轮胎标

识尚未问世。缩写 RFT 更多地将轮胎作为单

个元件加以突出。RSC 则将自承载式轮胎作

为从属于一个由轮胎、轮圈和预警系统构成

的总系统中的组件 (防爆系统组件)。字符行 

RSC 是 BMW 连同轮胎行业一起为 BMW 客

户所开发的可见外部识别符。从 2001 年 10 

月以来，字母 RSC 可在所有 BMW 防爆轮胎

上见到。 

自承载式轮胎 (防爆轮胎) 的原理基于增强的 

轮胎侧面。 

 
 

 
BMW 防爆轮胎的胎侧内有经过加固的橡皮簧 

 

这样一来，轮胎在失压状态下仍可行驶一段

路程而不出现瘪胎现象，可在发生爆胎的情

况下继续行驶。配备这种轮胎的 BMW 车辆

无需携带备用轮胎。 

在轮胎损坏的情况下，可以以 80 km/h 的最

高时速并根据装载情况以小心的、适当的驾

车方式继续行驶约 150 km。并且各种电子控

制系统，如 ABS、ASC 和 DSC，均仍保持

功能完好。 

 

 
防爆轮胎 (下部) 在突然漏气时仍能保持稳固 

 
原则上，只有已装有 RPA (胎压报警指示) 的 

BMW 车辆才可配备 RSC 轮胎。这些轮胎必

须安装在新开发的、轮圈凸峰经过更改的 (即

采用 EH2 轮圈) 车轮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轮胎即使是在完全漏气的情况下也不会从轮

圈中跳出。 

轮胎座与 H2 轮圈完全匹配，从而使标配轮胎

也能安装在 EH2 轮圈上。 

在 H2 轮圈上安装自承载式轮胎未获 BMW 认

可，因为人们希望在充气压力为 0 bar 时仍能

获得轮胎不跳出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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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压力监控系统 
 
防爆轮胎方案可能导致驾驶员无法察觉轮胎

漏气。出于这个原因，采用这种轮胎方案的

车辆必须同时配备空气压力监控系统。通过

这个系统，驾驶员能立即了解轮胎的漏气情

况。 

 
RDC (轮胎压力监控) 

RDC 可在行驶中和停车时持续监控轮胎充气

压力以及轮胎中的温度。这些数据用数据电

码从车轮电子系统发出，由轮罩中所安装的

天线接收并传送到 RDC 控制单元。在那里，

将这些数据与所保存的极限值进行比较。 

在校正轮胎充气压力后，应在发动机静止且

点火开关已接通的情况下按住设置按钮 (约 6 

秒钟)，直到组合仪表中 (高级组合仪表) 显示 

“轮胎压力已设置”或 (标准型组合仪表) 黄

色 LED 灯亮起为止。 

 
如果低于极限值，便会通过组合仪表分两级

向驾驶员发出如下警告： 

 
充气压力下降值在 0.2 至 0.4 bar 之间： 

 
• 黄色 LED 灯 (标准型组合仪表) 或文字：

“检查轮胎压力”高级组合仪表 

 
充气压力下降值超过 0.4 bar： 

 
• 红色 LED 灯 (标准型组合仪表) 或文本：

“爆胎”高级组合仪表 

• 声音报警信号 

 
RPA (胎压报警指示) 

RPA 通过 ABS/ASC 或 ABS/DSC 系统的车轮

转速传感器测量所有四个车轮的转速。它比

较对角分布的车轮的轮速，并算出平均车

速。由于可能出现的充气压力损失，因此车

轮的动态直径乃至车轮转速都会发生变化。

在车速 15 km/h 起直到最高车速的范围内可

识别出所有车轮上 30 ± 10 % 的充气压力损

失。 

 
如果超出了这个值，便会通过组合仪表用红

色 LED 灯或文字“爆胎”以及一个声音报警

信号向驾驶员发出警告。 

 
 

轮圈 
 

 
 
轮圈不是车轮，而是它的一个部分。轮圈和

车辆间的连接通过轮辐或金属轮盘实现。但

是常常会用“轮圈”这个概念代替“车轮”

这个概念。这一点，对于一体式浇铸或锻造

的轻质合金轮圈是很常见的。钢制和轻质合

金轮圈不允许进行修理，而是应在出现影响

车轮的功能和安全运行的损坏或怀疑有损坏

时进行更换。 

 
 

 
 
 
索引 说明 

1 轮盘 

2 轮毂偏距 

3 轮圈 

4 内部接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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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种轮圈轮廓： 

 
• 深凹式轮圈 (标准) 

• 安全轮圈 = 安全轮廓 

• 突出式轮圈 = 安全轮廓 

 
安全轮圈和突出式轮圈能通过小的弓形弧保

证无内胎轮胎能固定在轮圈上。这两种轮圈

被规定用于无内胎子午线轮胎。 

 

 
 
索引 说明 

1 角头 

2 斜肩 

3 开口宽度 

4 深槽 

5 凸峰 

6 轮圈直径 

 
对于现代的车辆结构而言，轮圈的偏距 (ET) 

是一个重要的尺寸数据。根据用于车桥形状

的轮毂偏距的含义 (例如转向节主销横偏距)，

只有当轮毂偏距与 BMW 允许的数值相符

时，才允许使用不同轮毂偏距的轮圈。 

轮毂偏距 (mm) 是从盘式轮圈的轮圈中心直到

轮毂凸缘上轮盘内部接触面为止的尺寸。该

尺寸可能是正数值或负数值。 

 
名称举例： 

6 1/2 J x 16 H2 B ET 45 

6 1/2 = 开口宽度 (英寸) 

J = 角形结构 

X = 深槽 

16 = 直径 (英寸) 

H2 = 双凸峰 

B = 不对称深槽 

ET45 = 轮毂偏距，单位 mm 

 
为自承载式轮胎 (防爆轮胎) 开发了凸峰经过

更改的 EH2 轮圈 (EH2 = 扩展凸峰)。扩展凸

峰轮圈以其特殊的外形能有助于该车轮轮胎

系统的稳定。EH2 轮圈的识别特征是更改后

的凸峰，它们在轮圈的两侧上进一步向内偏

移，并且结构位置更高。 

轮圈的深槽同样向内偏移数毫米，因此深少

许。这样能够在胎内无气的状态下防止轮胎

从轮圈中跳出。 

轮胎的装配 / 拆卸可以使用较新型的，通用的

轮胎安装机进行 

EH2 轮圈与普通轮胎 100 % 匹配。 

将来在 BMW 中，所有新的轮圈将主要使用 

EH2 轮圈结构，因为它们即使在使用普通轮

胎时也能获得极大的安全性。试验显示，即

使是在 200 km/h 下，在轮胎突然出现充气压

力损失时，仍能获得明显的安全性能。 

 

 
H2 轮圈 

 

 
EH2 轮圈 

在轮圈上进行轮胎安装时，必须注意以下各

项：轮胎和轮圈的直径必须相符，作为组合

应用于相应的车型上必须获得批准。只能使

用尺寸正确，清洁的和没有生锈的轮圈，它

们既不允许有损坏，也不允许有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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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不稳定 
 
轮圈和轮胎在其结构上有着各种会导致运行

不稳定的因素： 

 
• 轮圈存在一个较重的部位，即存在不平

衡，从而导致在行驶中产生运行不稳定。 

在车轮平衡后，便能完全排除轮圈的运行

不稳定。 

• 轮圈有一个 (由制造商造成的) 允许的外

观错误 (转动偏差或端面跳动)。 

由此所产生的运行不稳定在轮胎平衡后仍

能察觉到。 

• 轮胎存在一个较重的部位 (不平衡)。 

在车轮平衡后，便能完全排除所产生的轮

胎运行不稳定。 

• 轮胎在其内部结构中存在软的和硬的部

位，并由此在行驶中产生不均匀的摆动。 

尽管轮胎的平衡正确，但是在行驶中仍能

察觉到该轮胎的运行不稳定。 

 
 

不平衡 
 
不平衡是轮胎和轮圈结构中由制造商造成的

较重部位。如果这些较重的部位 (也可称为

“不相同的质量分配”) 未进行平衡，便会在

行驶中令车轮乃至转向系发生抖动。 

原则上可分为两种不平衡类型。 

 

 
静态不平衡 (左)，动态不平衡 (右) 

 

静态不平衡 

当轮胎存在一个较重的部位时，便会存在静

态不平衡。如果令这样的车轮自有摆动，最

后在静止时，较重部位总是会在下部。由此

所产生的力可通过反作用力进行平衡。为此

需要平衡补偿重量，并将其固定在轮圈上。 

 
动态不平衡 

如果轮胎有两个对角相对的较重的部位，便

说明存在动态不平衡。尽管车轮已进行静态

平衡，却仍可能出现动态不平衡。因此必须

加上平衡补偿重量，使它能消除动态不平衡

或其本身不会产生动态不平衡。 

 
如果运行不稳定不是由于不平衡，而是由于

不圆度造成的 (例如端面跳动或径向跳动)，它

便无法通过平衡予以排除。 

 
校正 

在采用该修理厂技术时，轮胎将在轮圈上被

偏转，直到轮胎的不平衡部位正对着轮圈的

不平衡部位为止 (因此部分得到排除)。然后将

通过平衡重量消除较小的剩余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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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安装机及平衡校正仪 

 

 
轮胎安装机 

 

 

 
平衡校正仪 

 
 

为了使用安装机及平衡校正仪实现完备的工

作结果，务必使用修理厂中现有装置的操作

说明，并按照它进行操作。 

重要提示可从 BMW TIS，轮胎安装服务信息

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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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您可就本主题作其它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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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 售后服务 

售后服务培训 

 
100027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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