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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克服高压源设计和喷油器内零部件难于集成的困难，实现超高压力喷射和可控喷油速率喷

射，立足国内基础材料及加工制造工艺水平，提出并设计了超高压共轨系统。 介绍了系统的工作原

理，搭建了超高压共轨系统性能测试台架，定量分析了增压装置结构参数对增压峰值的影响，选取最

佳参数组合开展了压力特性和喷油速率控制特性试验。 结果表明：超高压共轨系统能够将燃油压力

放大至超高压状态（大于 ２００ ＭＰａ），并且通过改变增压装置和喷油器各自电磁阀的控制信号时序，能
够实现灵活可控的喷油速率。 在相同的增压比条件下，随着进油节流孔直径的增加，增压峰值逐渐增

大，并且随着增压比的增大，增压峰值呈现非线性的增加趋势。 同时，在相同弹簧预紧力的情况下，弹
簧刚度越大，可承受的轨腔基压越高，这就意味着增压装置可在更高的基压下实现增压。 但弹簧刚度

过大会导致增压装置电磁阀电磁力不足无法打开，具体选择时应当折中考虑。

关　 键　 词：可控喷油速率；超高压共轨系统；性能；试验研究

中图分类号：ＴＫ４２１．８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２７５８（２０２１）０４⁃０８８３⁃０８

　 　 柴油机作为动力机械的心脏，在各个领域都有

着广泛的应用，世界各国对柴油机高效率低排放的

要求也变得愈发迫切［１⁃３］。 为满足未来能源的需求

和日益严格的排放法规要求，开发新的柴油机技术

势在必行，例如新燃烧控制策略、超高压力喷射、代
用燃料以及后处理装置等［４⁃６］。 其中，超高压力喷

射能够细化喷油液滴直径，改善雾化和可燃混合气

形成效果，进而减短着火延迟期和预混燃烧比例，有
效缓解 ＮＯｘ 和 ＰＭ排放之间的矛盾［７⁃８］。

为实现超高压喷射（即喷油压力达到 ２００ ＭＰａ
以上的喷射［９］ ），国内外研究学者主要采取 ２ 种方

法。 一是通过高压油泵直接产生超高压燃油，并输

送给喷油器，以满足超高压喷射。 Ｌｕｃａｓ 公司［１０］研

制的泵喷嘴，采用顶置式大基圆凸轮驱动，利用内柱

塞的液力作用可获得高达 ２００ ＭＰａ 的喷射压力。
Ｋｅｉｙａ等［１１］设计了一套手动操控的高压发生系统，
该系统通过手动的螺旋杆压缩燃油而获得超高喷油

压力（接近 ３００ ＭＰａ）。 二是在喷油器中集成液压增

强部件，以满足超高压喷射［１２］。 ＢＯＳＣＨ 公司［１３］研

发了第 ４代高压燃油共轨装置，该装置独有的压力

放大模块使得燃油喷射压力达到 ２２０ ＭＰａ 左右。
但方法一对高压油泵的泵油能力和系统中各个部件

的结构强度与工作可靠性有极高的要求；而方法二

则需要对喷油器进行重新改进设计，增加了喷油器

的复杂性。
喷油压力提高后，意味着喷油速率的增大，即着

火延迟期内喷入的燃油数目增多，使得燃烧初始阶

段的放热率迅速升高，造成 ＮＯｘ 排放量和燃烧噪音

加大［１４⁃１５］。 这就需要通过对喷油速率的有效控制

来调整预混燃烧的油量，形成更为优质的可燃混合

气时间和空间分布。 与此同时，为实现全工况范围

内的优化，喷油速率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柴

油机转速和负荷的变化相应调整成最佳的曲线形

状［１６］。 因此，人们在对喷油压力要求不断提高的同

时，对理想喷油速率的不懈追求也一直没有间断过。
基于此，为克服高压源设计和喷油器内零部件

难于集成的困难，实现超高压力喷射和可控喷油速

率喷射，本文提出了立足国内基础材料及加工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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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水平的超高压共轨系统，介绍了系统的工作原

理，搭建了超高压共轨系统性能测试台架，定量分析

了增压装置结构参数对增压峰值的影响，并在选取

了最合适参数组合的基础上，开展了压力特性和喷

油速率控制特性试验，以验证该系统实现超高压力

和可调喷油速率喷射的潜力，并为下一步配机试验

的开展和配超高压共轨系统柴油机整体性能的全面

提升奠定了基础。

１　 超高压共轨系统工作原理

图 １为超高压共轨系统总体结构。 相比于常规

高压共轨系统，该系统的主要特点是在共轨管和喷

油器之间加装了自行设计的增压装置。 该系统采用

双电磁阀控制，一个用于控制增压装置，另一个用于

控制喷油器。

图 １　 超高压共轨系统总体结构

增压装置的结构如图 ２所示，主要由入口接头、
活塞体、增压活塞、节流压板、芯轴以及调整垫圈等

零部件组成。 增压装置的具体工作原理为：在部分

负荷工况下，共轨管内燃油经过单向阀与增压室进

油通道，向喷油器提供低压燃油；在高负荷工况下，
增压装置电磁阀开启，控制室内燃油从控制室出油

口泄出，压力降低，使得增压活塞两侧受力失衡，并
向增压室方向移动，此时单向阀自动关闭，增压室内

油压急速上升，向喷油器提供超高压燃油。 当电磁

阀关闭后，基于共轨管燃油的补充，促使控制室内油

压得到回升，随同复位弹簧一起使增压活塞得以复

位，并等待下一次的动作［１７］。
根据上述增压装置的工作原理可知，该装置是

参考“液力放大”的思路实现增压的，故共轨管内压

力（轨压）和装置内增压活塞面积比（以下简称增压

比）的大小是决定增压效果的主要因素。 进油节流

孔直径作为燃油进入控制室的通道，会直接影响控

制室的进油速率和泄压过程，进而影响增压压力。
电磁阀弹簧刚度和预紧力的增加，会减缓控制室出

油孔的泄油速度，进而对增压压力产生影响。 因此，
在开展试验的过程中，主要研究轨压、增压比、进油

节流孔直径、电磁阀弹簧刚度以及预紧力等参数对

增压效果的影响，以期选取出合适的参数组合。

图 ２　 增压装置结构

２　 试验系统

为开展超高压共轨系统性能试验研究，搭建了

超高压共轨系统性能测试台架，其原理示意和实物

图如图 ３所示。 该台架主要包括燃油喷射系统、控
制系统以及测量系统等。

燃油喷射系统主要包含高压油泵、共轨管、增压

装置以及喷油器等部件。 其中，高压油泵提供燃油

·４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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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超高压共轨系统性能测试台架

给共轨管，而后燃油通过增压装置的加压作用，基于

喷油器喷出。 增压装置与喷油器的工况状态分别利

用各自的电磁阀控制。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为提高

系统的可靠性，在共轨管设计试制之初，提出了在充

分保证轨压稳定性指标的同时，还应可兼顾轨压跟

随性指标，故系统共轨管容积相比原有容积进行了

适当加大；为了防止增压装置增压后的燃油压力过

高，造成增压装置与喷油器二者之间高压油管的较

大形变，试验中直接将增压装置出口与喷油器入口

相连，取消了二者之间起连接作用的高压油管。
控制系统主要由电控单元、ＵＳＢ⁃ＣＡＮ 适配器、

ＢＤＭ调试器以及 ＰＣ机等构成。 其中，ＰＣ机作为上

位机，利用 ＵＳＢ⁃ＣＡＮ 适配器与电控单元通信，实现

对电控单元状态变量的监测和控制参数的标定。 电

控单元的作用则是提供增压装置和喷油器电磁阀的

驱动电流，以保证增压和喷油控制信号时序的灵活

可调，实现可控喷油速率。 其监控软件界面如图 ４
所示，通过它能够实现对系统的实时监控。

图 ４　 电控单元监控软件界面

测量系统主要包含压电传感器、电荷放大器、喷
油规律测试仪以及数据采集仪等。 基于压电传感器

和配套的电荷放大器测量增压压力，利用喷油规律

测试仪测量喷油速率，最后通过数据采集仪实时观

测收集增压压力和喷油速率的测试结果。 值得注意

的是，为获取准确的增压压力值，需要对压电传感器

进行标定。 根据标定数据，得出的压力与输出电压

的关系为：

Ｐ ＝ Ｖ
Ｋ１Ｋ２

－ ｂ
Ｋ２

＝ Ｖ
５５．４

＋ ３７．９ （１）

式中： Ｐ 为压力，ＭＰａ；Ｖ 为传感器测量输出电压，
ｍＶ；Ｋ１ 为电荷放大器放大倍数；Ｋ２ 为传感器灵敏

度；ｂ 为传感器截距。 本文中 Ｋ１ ＝ １ ｍＶ ／ ｐＣ，Ｋ２ ＝
５５．４ ｐＣ ／ ＭＰａ，ｂ＝ －３７．９ ｐＣ。

３　 试验结果及分析

３．１　 增压装置结构参数选取分析

根据试验需求，设计了平面阀、球阀以及锥阀 ３
种不同结构的增压装置。 但考虑到锥阀同轴度要求

太高，在试验过程中难以满足自动对中性能和动态

密封要求，因此锥阀方案最终未被采用。 平面阀和

球阀每种结构按照不同增压比（３，４，５，６）和不同进

油节流孔直径（０．２ ｍｍ，０．２５ ｍｍ）研制，共计 １６ 种

不同规格。 为选取出最合适的增压装置参数组合，
以便进行下一步系统增压压力潜力挖掘，对这 １６ 种

不同规格的增压装置进行了初步的增压压力测试。
试验基准工况设置为：共轨压力为 ２０ ＭＰａ，电磁阀

弹簧刚度为 ５０ Ｎ ／ ｍｍ，预压缩量均为 １．１ ｍｍ，增压

装置电磁阀控制信号范围为 １～２ ｍｓ，喷油器电磁阀

控制信号范围为 １．５ ～ ２．５ ｍｓ（即先增压再喷油）。
试验结果如图 ５ 所示，对应的增压装置电磁阀驱动

·５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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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和增压压力实测信号如图 ６ 所示（以增压比为 ３、进油节流孔 ０．２ ｍｍ的平面阀为例）。

图 ５　 增压峰值随不同增压比的变化曲线

图 ６　 增压装置电磁阀驱动电流和增压压力实测信号

由图 ５可知，平面阀在进油节流孔 ０．２ ｍｍ 时，
增压比为 ６ 的增压峰值较高，进油节流孔 ０．２５ ｍｍ
时，增压比为 ４ 的增压峰值较高。 球阀在进油节流

孔 ０．２ ｍｍ时，增压比为 ６ 的增压峰值较高，进油节

流孔 ０．２５ ｍｍ时，增压比为 ３ 和 ６ 的增压峰值均较

高。 即平面阀在增压比为 ４ 时增压压力峰值较高，
球阀在增压比为 ６ 时的增压压力峰值较高。 同时，
无论是球阀还是平面阀，在相同增压比下，进油节流

孔为 ０．２５ ｍｍ时的增压峰值普遍高于 ０．２ ｍｍ 时的

增压峰值。 从整体上看，增压峰值相对较高的增压

装置参数组合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增压装置参数组合

序号 阀类型 增压比
进油节流孔

直径 ／ ｍｍ
增压峰值 ／
ＭＰａ

１ 平面阀 ４ ０．２５ ９２

２ 平面阀 ５ ０．２５ ６８

３ 球阀 ６ ０．２５ ６６．８

接着，为获取增压峰值随不同弹簧刚度和弹簧

预紧力的变化规律。 对上述 ３种不同规格的增压装

置进行进一步的增压压力测试试验，以寻找满足试

验需求的组合。 以 １ 号组合为例，按照 ２６，５０，９５，
１５５．５ Ｎ ／ ｍｍ ４种不同弹簧刚度进行增压压力试验，
得出不同弹簧刚度下增压峰值变化曲线如图 ７
所示。

图 ７　 不同弹簧刚度下增压峰值变化曲线

由图 ７可以看出，随着弹簧刚度的增大，增压峰

值逐步上升。 当弹簧刚度为 １５５．５ Ｎ ／ ｍｍ 时，由于

弹簧预紧力过大，电磁阀不能正常开启。 这是因为

弹簧刚度的选择决定了系统轨压增加的极限，在相

同压缩量的情况下，弹簧刚度越大，可承受的轨腔基

压越高，也就意味着增压装置可在更高的基压下实

现增压。 但弹簧刚度过大会导致增压装置电磁阀的

电磁力不足而无法打开，即增压装置控制室出油通

道不能打开，使增压装置无法实现增压，具体选择时

应折中考虑。 基于此，选择弹簧刚度 ９５ Ｎ ／ ｍｍ进行

下一步试验。
最后，在弹簧刚度 ９５ Ｎ ／ ｍｍ 的基础下，依托之

前选择的增压峰值效果较好的 １～３ 号增压装置（见
表 １），增加不同厚度的垫片，进一步挖掘系统增压

潜力。

·６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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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号增压装置

在加 ０．４ ｍｍ垫片的情况下，试验过程中超高压

共轨系统随轨压变化的增压峰值曲线如图 ８所示。

图 ８　 随轨压变化的增压峰值曲线

由图 ８可以看出，轨压在 ９０～１００ ＭＰａ 范围内，
随着轨压的上升，增压压力逐步上升。 当轨压超过

１００ ＭＰａ时，打破电磁阀衔铁预定平衡受力状态，使
电磁阀动态响应变慢，进而导致增压压力下降。 轨

压 １００ ＭＰａ时，增压峰值最高，达到 ２４７ ＭＰａ，轨压

超过 １００ ＭＰａ 时， 增 压 峰 值 开 始 下 降， 降 为

２１３ ＭＰａ。
在加 ０．５ ｍｍ垫片的情况下，试验过程中超高压

共轨系统随轨压变化的增压峰值曲线如图 ９所示。

图 ９　 随轨压变化的增压峰值曲线

由图 ９ 可以看出，轨压在 １０３ ～ １３０ ＭＰａ 范围

内，随着轨压的上升，增压峰值从 ２４８ ＭＰａ 逐步下

降到 １９７ ＭＰａ。
２） ２号增压装置

在加 ０．４ ｍｍ垫片的情况下，试验过程中超高压

共轨系统随轨压变化的增压峰值曲线如图 １０所示。

图 １０　 随轨压变化的增压峰值变化曲线

由图 １０ 可以看出，轨压在 ９０ ～ １２０ ＭＰａ 范围

内，随着轨压的上升，增压压力逐步上升。 轨压为

１２０ ＭＰａ时，增压峰值最高，达到 ２３２ ＭＰａ。 当轨压

超过 １２０ ＭＰａ时，增压峰值开始下降。
３） ３号增压装置

在加 ０．４ ｍｍ垫片的情况下，试验过程中超高压

共轨系统随轨压变化的增压峰值曲线如图 １１所示。

图 １１　 随轨压变化的增压峰值变化曲线

由图 １１可以看出，轨压在 １１５ ～ １３０ ＭＰａ 范围

内，随着轨压的上升，增压峰值逐步上升。 当轨压超

过 １３０ ＭＰａ时，增压峰值开始下降。 轨压 １３０ ＭＰａ
时，增压峰值最高，达到 ２６３ ＭＰａ。

综上所述，３ 号增压装置驱动后所获得的增压

压力峰值最高。 试验结果进一步表明了增压装置进

油节流孔直径为 ０．２５ ｍｍ时的增压压力峰值大于进

油节流孔直径为 ０．２ ｍｍ时的增压压力峰值，球阀结

构增压装置的增压压力峰值大于平面阀结构的增压

压力峰值。 将增压装置其加装到超高压共轨系统性

能测试台架上，即可进行压力特性和喷油速率控制

特性试验。
３．２　 压力特性分析

利用超高压共轨系统性能测试台架，对超高压

·７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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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轨系统进行了压力特性分析。 试验工况设置如

下：增压比为 ３，轨压为 １００ ＭＰａ，增压装置电磁阀启

闭时间为 １．５～ ２．５ ｍｓ。 图 １２ 为得出的增压装置增

压压力曲线。

图 １２　 增压装置增压压力曲线

由图 １２可以看出，在增压装置电磁阀整个启闭

过程中，增压压力先上升后下降。 究其原因，是因为

增压装置电磁阀开启后，控制室内燃油从出油孔泄

出，压力下降，增压活塞两侧受力失衡，随即向增压

室方向移动，压缩增压室内部燃油，造成其压力上

升。 当电磁阀关闭后，控制室获得了共轨管内燃油

的补充，压力回升，与此同时，在复位弹簧的弹力作

用下，增压活塞向控制室方向移动，容积加大，故增

压室压力又随之下降。 同时可以看出，通过开启增

压装置电磁阀，增压后压力从基压的 １００ ＭＰａ 上升

到了 ２４０ ＭＰａ左右，实现了超高的压力喷射。 增压

压力并没有按照增压比例理论设计值增加到 ３００
ＭＰａ，这是由于在增压过程中增压阶梯柱塞偶件环

形间隙的燃油泄漏及实际响应滞后等导致的。
３．３　 喷油速率控制特性分析

利用超高压共轨系统性能测试台架，对超高压

共轨系统进行了喷油速率控制特性分析，以验证其

能够实现可控喷油速率喷射的效果。 试验工况设置

如下：增压比为 ３，共轨压力为 １００ ＭＰａ，增压脉宽

（增压装置电磁阀控制信号作用时间）为 ２．５ ｍｓ，喷
油器电磁阀控制信号范围为 １．５ ～ ２．５ ｍｓ。 图 １３ 为

得出的喷油速率控制特性曲线。

图 １３　 喷油速率控制特性曲线

由图 １３可以看出，当控制时序（增压装置电磁

阀控制信号开始时刻与喷油器电磁阀控制信号开始

时刻之差）为 ０．５ ｍｓ，即增压时刻相对喷油时刻提前

０．５ ｍｓ时，增压先于喷油，此时喷油速率形态近似于

矩形；当控制时序为 ０ ｍｓ，即增压时刻与喷油时刻

同步时，喷油速率形态近似于斜坡形；当控制时序为

－０．５ ｍｓ，即增压时刻相对喷油时刻滞后 ０．５ ｍｓ 时，
喷油先于增压，喷油速率形态近似于靴形。 综上所

述，随着增压时刻的滞后，喷油规速率形态由矩形过

渡到斜坡形再到靴形，实现了灵活可控的喷油速率。

４　 结　 论

１） 通过选型、安装以及调试控制系统和测量系

统等，自行设计了超高压共轨系统性能测试台架，实
现了对喷油与增压控制信号的调节，满足了超高压

共轨系统性能试验的需求。
２） 超高压共轨系统能够根据柴油机工况的变

化，通过改变增压装置和喷油器各自电磁阀的控制

信号时序，将燃油压力放大至超高压水平，并且实现

矩形、斜坡形以及靴形等不同形式的喷油速率曲线

形态。
３） 在相同的增压比条件下，随着进油节流孔直

径的增加，增压峰值逐渐增大。 同时，随着增压比的

增大，增压峰值呈现非线性的增加趋势。
４） 在相同弹簧预紧力的情况下，弹簧刚度越

大，可承受的轨腔基压越高，也就意味着增压装置可

在更高的基压下实现增压。 但弹簧刚度过大会导致

增压装置电磁阀电磁力不足无法打开，具体选择时

应当折中考虑。

·８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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