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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车增压式高压共轨喷射系统解析
◆文/江苏 范明强

越来越规范的废气排放法规迫使柴油

快，而废气再循环(EGR)在所有燃烧过程中

系统(CRS)的两种变型来支持高负荷运转

机制造商不断采取各种机内净化措施和废气

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推动者，由此而产生的

工况的燃烧过程设计。其中，CRSN3.3高

后处理方法来降低柴油机的排放，各种废气

发动机对部分负荷时更高喷油压力的需求只

压共轨喷射系统提供了可选择的柔性多次喷

后处理装置应运而生。但是，柴油机的低排

能由带有蓄压器的喷射系统采用液力方式才

射的自由度，它可用于采用高增压压力和

放与经济性是相互矛盾的，以往不断加严的

能有效地实现。

高EGR率的燃烧过程。目前，喷油压力为

排放限值已导致燃油消耗的不断增加，而即

开发重型商用车柴油机燃烧过程成功

2200~2500bar(1bar=105Pa)的高压共轨

使在采用机外净化措施的情况下，原始排放

的关键在于把握好高负荷运转工况，为此博

喷射系统产品等级(图1)可满足特殊柴油机

的高低对确定废气后处理部件的尺寸起着决

世公司开发了一种喷油特性(即喷油规律)曲

的使用要求，而CRSN4.2增压式高压共轨

定性的作用，直接影响到购置费用和运行成

线形状可变的增压式高压共轨喷射系统，其

喷射系统不但能以较低的共轨压力获得比一

本，因此为了降低制造成本和运行费用，必

喷油器中除了控制喷油的电磁阀之外，还具

般共轨喷射系统高得多的喷油压力，而且除

须进一步采用机内净化措施来降低柴油机的

有第二个电磁阀，它能激活集成在喷油器中

能进行多次预喷射和后喷射之外，还能提供

原始排放和燃油消耗，而其中燃油喷射系统

的一个压力放大器，并通过优化电磁阀喷油

可选择主喷射开始时喷油速率的柔性功能，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嘴针阀控制时间的偏差，可使喷油开始时的

即喷油规律(针阀升程和喷油压力)曲线形状

随着未来排放法规US10/欧Ⅵ在重型

喷油速率减半，从而限制氮氧化物的形成，

可选择从矩形变化到斜坡形直至靴形，在

商用车柴油机上的实施，欧美各国采用高压

使得柴油机制造商有可能在达到废气排放法

宽广的发动机特性曲线范围内与柴油机的

共轨喷射系统替换目前还在许多场合使用的

规限值的同时进一步降低燃油消耗。

运转工况达到最佳的匹配，特别是能够降低

单体泵或泵喷油嘴系统的趋势将进一步加

CRSN3.3

博世公司的产品系列以高压共轨喷射

对NO X 敏感的发动机特性曲线场范围内的

2500bar

2500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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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商用车共轨喷射系统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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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稳态标准测试
循环(ESC)试验点

用车上采用发动机机油润滑的共轨高压泵改
用燃油润滑。

1

发动机扭矩

4
3

技术论坛

共轨选用具有同重型柴油机一样长度的
结构型式，与原来的紧凑型结构型式相比具

2

有以下优点：①高压油管的变型数目减少了三
3

2

成；②高压油管结构紧凑；③减少了共轨、高
压油管、喷油器中的压力波动；④因共轨和高

4

1

压油管的连结刚度好，减少了振动加速度。

发动机转速

图2 发动机特性曲线场中的最佳喷油特性曲线

二、喷油器

NOX的形成，其应用实例示于图2。在与传

器等废气后处理装置的再生)可采用小于或

用于商用车的第四代喷油器，因对其

统的高压共轨喷射系统相同的喷油压力下，

等于900bar的共轨压力进行喷射，以降低

所提出的任务和要求而与其老产品有所不

增压式高压共轨喷射系统生成NO X 较少的

油束的动量及其贯穿度，可减小燃油对汽缸

同，主要是在功能以及设计方面，因此在形

优点可以用来降低高负荷运转工况的燃油消

工作表面的浸湿及其对发动机机油的稀释；

式上就考虑到了增压式喷油器的构思，以至

耗，因此显示出明显降低排放和燃油消耗的

③将喷油器中少数几个零件上承受最高压力

于使得原来采用电执行器行使喷射及其控制

潜力。此外，还能够减少发动机在进气增压

的部分减少到最小程度，而高压泵、共轨和

功能的喷油器尺寸减小到了只有普通商用车

和废气再循环冷却方面的费用。

高压油管至多只须按900bar压力来设计。

高压共轨喷射系统喷油器尺寸的一小部分

在柴油机采用增压式高压共轨喷射系

避免发动机机油掺入到燃油中是尽可

统进行全面优化的情况下，在满足未来重

能延长废气后处理装置使用寿命的重要因

型商用车柴油机排放法规US10/欧Ⅵ的同

素，因此增压式高压共轨喷射系统将通常商

时，实际行驶循环中的燃油消耗最多能降低

(图4)，这是为扩展喷油器功能范围需要空
间所必需的。
从图4所示可以看到，喷油控制模块

共轨

3.5％。有关研究预测表明，在4年使用期内

共轨压力传感器

限压阀

喷油器

欧洲长途运输因此而能削减的CO2排放高达
200t，并能节省10000欧元的燃油成本。

滤清器

一、设计特点
与传统的非增压式高压共轨喷射系统

执行器

传感器
P喷嘴

油量控制式高压泵

一样，增压式高压共轨喷射系统(图3)的基
本构成及其功能如下：①共轨高压泵供应燃

时间

燃油箱
和滤网

油；②共轨储存压力并分配到各个汽缸；

电控单元

③喷油器喷射燃油。而其与传统高压共轨
图3 增压式喷油器共轨喷射系统

喷射系统的最大区别是其系统中“产生压
CRIN3

力”的功能被分成两级：高压泵作为产生
压力的第一级将燃油压缩到250~900bar范
围；第二级由集成在喷油器中的增压模块

1

1

2

CRIN4.2
2

喷油嘴控制

增压和喷油特性曲线成形

的一个阶梯型柱塞再将燃油增压到额定喷
油压力2100bar，而增压模块由其自身的
电磁阀来控制。
这种带有增压模块的系统配置为开发
先进的柴油机方案提供了以下优点：①柔性
和高液力效率的喷油特性曲线可优化高负
荷运转工况的燃油消耗；②预喷射(为降低
噪声)和后喷射(为减少炭烟排放或颗粒捕集

图4 增压式喷油器喷油模块中传统喷油嘴控制功能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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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 模 块 化设 计，将上 述 所 介 绍的 功
控制模块

压力放大器模块

能进行组合，就能显示出第四代喷油器的特

喷油模块

点：将喷油控制与压力放大控制功能块分开，
使得有可能实现喷油特性曲线的柔性设计，
图5 增压式喷油器的模块化结构

不仅能在无增压喷射和增压喷射之间进行

通过应用一个新开发的压力平衡电磁阀与喷

放大器做成可更换的选装件，因此它与将压

选择，而且能够与喷射始点无关地控制压力

嘴针阀直接液力连结，成功地实现了超微型

力放大功能与喷油器的喷射功能直接耦合的

放大到开始的时刻，从而能够获得“靴形”、

化，同时与已应用于博世第三代轿车喷油器

其他设计方案有着重大的区别。通过开发和

“斜坡形”和“矩形”喷油特性曲线(图7)，并

的喷嘴模块相组合，从而得到了一个结构紧

集成另一个模块——控制模块，第四代喷油

与多次喷射能力相结合，为发动机开发者提

凑且具有高动态性能的“喷油模块”(图5)，

器已经实现了这种自由度。在喷油时，根据发

供了燃烧技术向更低的燃油消耗、更少的排

它具有经典喷油器的完整功能。

动机特性曲线场中的运转工况点是只需采用

放和更高的升功率进一步优化的可能性。因

这种模块化结构方案具有许多优点，

共轨压力喷射还是应喷射经增压的更高压力

此，对于不同用途的匹配，例如在不同地区或

第四代喷油器完全参照这种方案来设计，因

的燃油，然后由控制模块阻止或激活压力放

根据不同排放法规的要求，只要借助于这些

此新扩展的可变增压功能也被设计成模块形

大器的柱塞运动。这种控制功能由一个新开

附加的自由度就变得更容易了。

式：压力放大模块(或称之为“增压模块”)

发的直接控制的电磁阀来进行切换。当需要

此外，还可以获得其他一些优点：由

及其附属的控制模块。

应用增压功能时，由该电磁阀使压力放大器的

于在喷油器中集成了增压功能，减少了喷油

增压式喷油器的工作示意图如图6所

控制室与共轨压力断开，并旁通到燃油回油管

器下面一半中承受高压的零件数目，而高压

示，其中增压模块的功能原理相当于一个液

路。由于控制室的液力卸载，使得压力放大器

泵、高压油管、共轨以及喷油器的大部分都

压柱塞的工作原理：一个液体压力，在这里

阶梯型柱塞大端共轨压力作用侧的力剩余，于

仅仅承受共轨压力，因此由高压力所引起的

也就是当前共轨中的系统压力，通过面积比

是压力放大器的柱塞就开始运动，集成在柱

对零件的更高要求在这里是较少的，而其下

转换成一个较小面积下液柱的较高压力，因

塞上的止回阀(图6中为清晰起见将其画在柱

半部的压力提升也变得非常简易。另外，制

此液压柱塞大小两端的面积之比就决定了压

塞外面)。将“高压室”关闭，所关闭的容积被

造和批量生产中的调试也能从喷油器的模块

力放大的倍数。这种由几何尺寸所决定的固

阶梯型柱塞的小端以相应的增压比被压缩到

化结构中得到好处，因为这些模块能够单个

定不变的压力放大器放大倍数与共轨系统原

更高的压力水平进行喷射。

地对其功能值或误差进行检验和调试。

理所形成的可自由选择的系统压力相结合，

在无需增压喷射时，控制模块的电磁阀

使得增压后的压力能够覆盖发动机特性曲线

使压力放大器的控制室与共轨压力相通，压

场中从最低压力到最高压力的整个压力范

力放大器柱塞由于在弹簧力支持下达到力平

在两级产生高压的第一级中，采用了

围。因此，根据所设定的目标，能够通过选

衡而停留在其上端位置，因此弹簧除了支持

CPN5共轨高压泵系列中的CPN5－9/2

择恰当的放大器放大倍数在喷油压力和液力

柱塞复位外，还保证在系统开始工作时柱塞

高压泵(第五代，泵油压力900bar，2个柱

效率之间达到尽可能最好的折衷。

总是在一个相同的位置，因而在无需增压喷

塞)。通过对其基本设计方案的进一步升级

射时共轨中的燃油经过压力放大器柱塞中的

开发，这种高压泵方案还能满足未来高压共

通孔和开启的止回阀流向喷油嘴进行喷射。

轨喷射系统更高的要求，在相同或甚至减少

同时，为了使得这种喷油器既能应用压力
放大功能，也能不用压力放大功能，已将压力

三、共轨高压泵系列

斜坡形
共轨：共轨压力=900bar

矩形

靴形

增压模块
喷油电磁阀

高压泵
控制模块
喷油模块

燃油箱

[ms]

图6 增压式喷油器的工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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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多次喷射和喷油特性曲线形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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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油组件与滚轮挺柱

CPN5-25/2

输油泵与轴承盖板
计量单元
CPN5-9/2

竞争者１

CPN5-22/2
竞争者2

CPN2-16/2
压力分级共轨系统
传统共轨系统高压泵
高压泵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200 2400 2600 2800
泵油压力 (bar)

图8 CPN5系列高压泵与传统高压泵泵油压力对比

凸轮轴

带安装法兰的铝泵体

图9 CPN5-90-2高压泵组件

泵重量的情况下将能够明显地提高液力功

使喷油压力特性曲线的偏差对各次喷射之间

化，以达到最好的噪声排放结果。通过凸轮

率(图8)。

喷油量公差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几何形状廓线的适当设计来降低扭矩波动的

CPN5系列共轨高压泵是以直列泵原理

这种第五代共轨高压泵CPN5的模块化

激励作用能够达到最好的结果，而将油泵传

为基础的。首先，与这种功率范围内的其他共

结构以CPN5－9/2型为例示于图9。燃油的

动机构和发动机齿轮传动中的阻尼措施结合

轨高压泵不同，它用燃油润滑替代了发动机机

低压输送由集成在泵体上的一个齿轮泵来完

起来能够明显地降低噪声级。

油润滑，促使这种润滑方式变换的主要原因是

成，而油量的计量控制功能由计量单元的电

对排放特别是颗粒排放要求的进一步提高。

磁阀来承担。凸轮轴根据所选择的传动比组

四、展望

虽然机油润滑方案能够将由工作原理所

合具有2个或3个凸轮与泵油元件相对应。

通过各种试验研究能够进一步改进商用

产生的沿泵油柱塞的燃油泄漏对机油的损害

泵头用钢制成，它与泵油柱塞副组成的组件

车传统的燃烧过程，以进一步降低其燃油消

降低到最小程度，然而燃油润滑方案却能使机

以单元形式装入铝泵体中。

耗。其中一种重要的改进措施是进一步提高

油回路和燃油回路彻底分开，因此完全避免了

商用车对噪声排放的要求也变得越来

喷油压力。基于上述所介绍的特点，喷油器具

燃油对机油的损害，至于由于燃油的润滑性能

越 重 要，因此对喷 油系 统 提出了相应的要

有增压功能的CRSN4.2高压共轨喷射系统对

较差对可靠性的影响可通过结构设计和工艺

求。为了降低燃烧噪声，除了燃烧技术措施

于进一步提高喷油压力是最合适的。无论是

措施来予以弥补。为此，有针对性地通过摩擦

之外，对喷油系统部件的要求也提高了，以便

这种高压共轨喷射系统的产品平台还是单级

副有利于流动的设计及其周边环境来促进彼

降低由其发出的噪声。其中，在高压泵中产

产生压力的传统高压共轨喷射系统都已经开

此相对运动的零件之间润滑油膜的建立，因此

生压力是重要的噪声源之一。在泵油压力进

始进行喷油压力高达2500bar的进一步开发，

在凸轮传动机构中应用了滚轮座方案，并且已

一步提高以后，这些方面的要求就更高了。

因此能够满足所有特殊用途的用户要求。

经在用于轿车以及轻型和中型商用车的较新

影响油泵噪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基于

考虑到未来的需求，为了进一步超越

的高压共轨喷射系统CP4高压泵中的应用中

柱塞运动的动力学。供油柱塞运动到将泵

这样的极限喷油压力，博世公司进行了喷油

证实，采用这种滚轮座方案是有效的。另外，

油室中的燃油封闭并开始压缩的时刻是高

压力高达3000bar的共轨系统的开发。当

还应用了减少摩擦的涂层和特殊的轴承材料，

压泵本身的一个重要噪声源。作为整个系

然，如此高的喷射压力只能采用液压转换的

以改变材料的品质达到更满意的程度。

统噪声激励的“发动机”，油泵传动机构中

方法来达到，但是这种液压转换并非一定要

CPN5系列共轨高压泵的特点是其模块

的有效扭矩是一个重要参数。这种扭矩先

在喷油嘴中进行。至于这种更高压力的共轨

化结构，通过凸轮数目、柱塞直径和行程以及

将传动机构朝着转动方向压紧，而在松弛

喷射系统进入市场的时间问题，最终还必须

对发动机的传动比等方面的适当组合，其泵油

的时候又促使在传动部件之间产生间隙，

看在批量生产中如何能达到几微米这样非常

量和压力谱将能覆盖从250L/h(2500bar)到

两者的交替重复随即在彼此之间产生金属

小的制造公差，这可能是当前机械制造业所

520L/h(900bar)的范围。特别是，选择传动比

冲击，发出异响。

能达到的物理极限了。发展到如此高的喷

和凸轮数目的适当组合有助于达到最小的喷

油泵进油阶段的反向扭矩具有与之相

射压力的背景是越来越严格的废气排放法

油量公差。在组合得当的情况下，就能够做到

似的效应，只是具有相反的症状。这种“扬

规。采用3000bar喷射压力或许可能取消

或是泵油元件的供油行程与喷油同步，或是每

声器效应”通过将这种噪声激励传递到发动

SCR催化器或颗粒捕集器，或者是第3种可

个喷油器都能对应一个相同的泵油元件。采用

机齿轮传动机构并产生噪声，因而使扭矩成

能性——在优化废气排放的同时能够再获得

这种所谓的喷油同步或泵油元件同步供油将

为液力系统中的重要参数，必须对其进行优

3%~4%的节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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