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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G\LNG重卡供气系统的原理、组成及案例分析(下)
◆文/陕西 于健
(接上期)

热材料，具有超强的隔热性能，保证内胆中

手动出液阀，液化天然气通过出液单向阀后

二、LNG供气系统的工作原理及
组成

LNG始终处于低温状态。同时内胆与外壳

流经手动出液阀和过流阀进入汽化器，被发

之间的空间被抽成高真空，以形成良好的绝

动机的冷却水加热变成气体，缓冲罐调压阀

LNG是由天然气经脱 水、脱硫、脱除

热系统。外壳和支 撑系统的设 计能够承受

将气化后的燃气压力调定后，燃气通过电磁

杂质等净化处理后，再通过多级节流(或深

运输车辆在行驶时所产生的相当于气瓶自

阀去往发动机。当过流阀的进口压力与出口

冷)技术将甲烷的温度降至-162℃，得到的

身重力及压力8倍的外力的冲击。此外，内

压力差值大于设计值(即出口压力＞进口压

一种无色、无味、无毒、易蒸发的液体。

胆设 计有两级 压力安全保 护装 置，当气瓶

力的50%)时，过流阀会迅速关闭，停止对外

作为车用燃料，与汽油相比LNG具有

压力≥1.75MPa时，主安全阀自动开启，放

供液，当关闭手动出液阀时，过流阀很快又

辛烷值高、抗爆性好、燃烧完全、可降低运

散压力，副安全阀开启压力的设定比主安全

回到开启状态。

输成本等优点。LNG除兼备CNG的相应特

阀高(开启压力≥2.9MPa)，因此只有在主

⑷自增压系统

点外，其更具安全、高效、环保、续行里程长

安全阀失灵或发生故障时，副安全阀才起作

等多方面的优势，液化后的天然气体积比气

用。这种结构设计使气瓶的使用更加安全可

态体积减少了625倍左右，具有储存效率高

靠，其具体结构形式如图5所示。

的特点，LNG车载瓶又具有压力小、质量轻

⑵充液系统

增压盘管组成。
工作原 理：当气 瓶内压 力≤0. 8 M Pa
时，自增压截止阀开启。低温液体通过升压

组成：由低温充液口、充液单向阀以及

等优点，LNG被公认为是目前最安全、最环

组成：由增压截止阀、升压调节阀、自

调节阀到达自增压盘管，吸热变为气体后进

保的车用燃料。

连接的管道组成。

入气瓶顶部气相空间。由于相同质量的气体

1.工作原理

⑶燃料供给系统

体 积 远 远 大于液体，并且气体 具有 可压 缩

陕西重汽LNG重卡燃料供应系统由单

组成：由出液单向阀、出液截止阀、过

性，从而使气瓶的压力升高。当气瓶压力升

只气瓶或多气瓶组成，在多气瓶供气系统中

流阀、汽化器、缓冲罐调压阀、缓冲罐、缓冲

至所需压力(自增压调节阀的设定压力)时，

瓶组的连接以及供气、加气管路的连接均采

罐压力表、管路安全阀、电磁阀组成。

自增压调节阀自动关闭，气 瓶 压 力不 再升

工作原理：汽车进行燃气供给时，开启

用并联形式。车辆正常行驶时，LNG通过供

高。需要注意的是，当气瓶内液位不足20L

气管路、气化装置、稳压阀(防止气化后燃料
的压力波动)向发动机提供恒定压力的气体

手动放空阀

LNG车载燃料系统主要由车载LNG低

置、安全装置及控制系统等组成。

⑴LNG气瓶

自增压盘管

温绝热气瓶、连接管路、汽化装置、调压装

充液口

主安全阀

2.组成

副安全阀

放空接口

燃料，保证发动机工作正常。

气瓶压力表

液位显示器

液位变送器 绝热材料
真空腔

充液单向阀
节约阀

LNG液体属于低温液体，承载低温液
体的容器属于 低温 绝热压力容器，其 材料
均采用304不锈钢材料。管、阀件采用含镍
的不锈 钢或镍和铜 的合 金材料，具体可参
考《GB/T19204-2003液化天然气的一般
特性》。
车载LNG气瓶作为一种低温绝热压力

自增压 自增压
调压阀 截止阀
真空塞
出液单向阀
过流保护阀

手动出液阀

冷却水 冷却水
进口
出口
汽化器

P2

稳压阀

LSV

电磁阀

缓冲塔

容器，设计为双层(真空)结构。内胆用来储
存低温液态的LNG，在其外壁缠有多层绝

图5 LNG低温绝热气瓶结构示意简图

2014/01· 汽车维修与保养

77

维修技巧

Maintenance Skill

栏目编辑：高中伟

gzw@motorchina.com

时，由于气瓶内部空间过大，自增压系统将

济阀进入供气管路，此时出液单向阀处于关

处于饱和状态并停止工作。

闭状态。供气管路中的物质是汽液混合物，

液位剩余量显示系统简称液位计，其工

⑸燃料经济回路系统

随着气体的不断使用，瓶内压力会逐渐降低

作原理见图6。变送器上可以连接两个压力

至经济阀的工作压力以下，经济阀关闭，此

传感器(选配)和一个液位传感器，所有的模

时供给系统又回到液体燃料供应状态。

拟量都通过变送器进行数据转换和处理，最

⑹安全保护系统

终数据送与液晶(数字)显示器，显示器显示

组成：由经济阀、出液截止阀、过流阀
组成。
工作原理：当气瓶内压力高于经济阀设
定的压力时，发动机处于运转状态，经济阀

组成：由主安全阀、副安全阀、气瓶压

开启，气瓶顶部气相空间的饱和蒸汽通过经

⑺液位剩余量显示系统

液位剩余量以及时告知驾驶员燃料的实时
状况。

力表、液位计、手动放空阀组成。

3.LNG气瓶充装量的计算方法
LNG气瓶总充装量：
A(L)=L×0.9×N

液晶显示器

其中：
来自发动机

压力
传感器

压力
传感器

变送器

来自气瓶

L为气瓶标定容积(L)；0.9是LNG气瓶
充装系数；N为气瓶个数。
气瓶充装容积转换为质量：G(kg)=A×ρ
其中：
ρ为液化天然气密度(0.426kg/m3)。
例:LNG车型单气瓶标定为450L，

液位传感器

则加气量A(L)=450×0.9=405(L)
G(kg)=405×0.426=172(kg)

LNG

4.LNG供给系统案例分析
(1)常见故障分析
LNG供给系统常见故障及排除见表2。

图6 液位剩余显示系统工作原理
表2 LNG供给系统常见故障及排除
序号

现象

1

发动机动力不足

2

发动机动力不稳

3

发动机无法启动
或突然熄火

4

气瓶压力升高过
快或持续升高

5
6
7

78

气瓶系统表观现象

检查内容
①汽化器进、出水管压瘪
②汽化器进、出水管泄漏
③供气管路有泄漏
汽化器表面结霜
④发动机有不工作的汽缸
⑤冷却水管过小
⑥发动机水泵流量小
⑦汽化器选配不合理
①升压调节阀失灵
气瓶压力持续下降，且增压盘管不结霜
②增压管路堵塞
经济阀的设定值低于升压调节阀的设定
气瓶压力持续下降，且增压盘管结霜
值，且低于发动机的压力需要
气瓶压力下降至一定值(低于发动机需要压力)， ①升压调节阀损坏
且增压盘管结霜
②增压盘管被泥土覆盖
气瓶压力正常，且增压盘管不结霜，调压阀后
管路漏气
压力低于发动机压力
气瓶压力表稳定，缓冲罐表跳动
管路漏气
气瓶压力表跳动
气瓶升压调节阀失灵
①经济阀设定压力低于升压调节阀
过流阀堵死
②汽车启动时，出液阀开启太快
气瓶压力显示过低
气瓶升压调节阀失灵或设定不对
气瓶表面结露、结霜
真空恶化
①小止回阀失灵
气瓶表面正常
②经济阀不工作

安全阀开启后不
密封或不排放
充装时气瓶排空
不能正常操作
-CHINA ·January

处理方式
①管路回圆或更换
②检漏并处理
③检漏并处理
④检查、维修
⑤重新配置
⑥检查更换
⑦重新配置
①更换
②增压管路排空，重新增压
联系专业人员现场调试或更换
①联系专业人员现场调试调整或更换
②用水冲洗干净
检漏并处理
检漏并处理
更换
①联系专业人员现场调试严禁自行调整
②关闭后，重新开启
联系专业人员现场调试
回厂返修
①更换
②更换

安全阀失灵

更换

加气枪软管未匹配真空管
阀门泄漏

非气瓶故障
维修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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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典型案例分析

机 型号WP10 NG 3 3 6 E3 0，行 驶 里 程

案例一：动力不足

30000km，加速时，发动机熄火，无故障代

故障现象

码。熄火后，又能顺利启动。

瓶阀时，应特别注意其高压气体(20MPa)

故障诊断与排除

可能 造 成 的 危险 性。因此，必须 对 损 坏 的

一辆德龙新M3000 LNG牵引车，发

间作为调节阀使用。
5 .维 修或 更 换已损 坏 的 CNG气 瓶 或

动机型号WP10 NG 336 E30，行驶里程

在与驾驶员交流中了解到，该车刚做完

气瓶或管路先进行压力排空操作后再进行

2189km，爬坡无力。故障灯有时点亮，熄

定保出去没多远就出现这个故障。通过进一

火后又恢复正常。平路行驶正常，但遇到爬

步了解得知除正常保养更换机油、机滤外，

6.维修或更换已损坏的LNG气瓶或气

坡时又会出现动力下降的现象。

此 车还 换了一 个燃气滤 清 器总成。由此分

瓶的头部相关阀件时，应特别注意LNG液

故障诊断与排除

析，燃气车辆加速熄火的原因可能是燃气管

态低温(可达-162℃，人体若与此温度接触

通 过诊断工具读取故障代码，发现为

路堵塞，从而造成点火系统高速失火。既然

会发生冷灼伤)以及气瓶内液位的高度和气

413故障，413代码含义为燃气压力低。之后

是刚做完保养出现的问题，故障点应该就在

相压力。因此，在维修LNG气瓶或阀件操作

开始路试，在路试中平路略有动力不足的现

滤清器上，拆下滤芯检查并未发现问题。随

中，须佩戴相应的安全保护手套、护目镜等

象，只是没有爬坡时严重，平路时燃气压力

后将滤清器支座的进、出气接口拆下，发现

安全装备。同时，查看液位高度和瓶内气相

从0.8降到0.75MPa，此时并未显现出动力

出气口上缠绕的生料带过多，已将出气口堵

压力时，若液位高度高于气瓶头部已损坏阀

问题。但是，与正常车辆的数据进行对比发

住了接近三分之二，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可以

件(或剩余液量＞100L)时，不得进行维修或

现，加速时燃气压力在瞬间并不是下降的，

使燃气通过。在发动机大负荷运行时由于燃

更换操作。当瓶内气相压力≥0.1MPa时，必

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可能影响燃气压力下降

料供应不上造成熄火，拆除堵塞的生料带，

须对LNG气瓶进行压力放空操作后，再进行

的因素有管路存在漏气现象、燃气滤清器堵

车辆故障排除。

维修或更换。

塞、供气软管变形有硬弯和燃气供气不畅。

维修小结

维修或更换。

7.在 不能明确 故障 原因时，严 禁 调 整

进行燃气管检漏、清理滤芯、检查软管走向

现代 车 辆已经向一 体化方向发 展，车

均未发现问题。再次分析，发现忽略了一个

辆是一个整体，故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关联

8.车辆需要焊接维修时，须以气瓶及框

关键点——手动出液阀的开启状态。边询问

性。因此，我们在对车辆进行故障诊断时，

架为中心，1m范围内不得直接进行焊接操

边检查出液阀状态，发现由于驾驶员的错误

一定要全面考虑、全盘分析，千万不能以点

作。必要时必须将气瓶及支架与整车分离后

习惯，该出液阀未被完全开启。完全关闭出

带面、以偏盖全，而应该对车辆进行全面的

再对车架进行焊接操作。

液阀之后重新开启，发动机燃气压力降低的

检测，然后对检测的结果进行相关分析，从

9.对车辆焊接时，应首先关闭所有气瓶

现象消失。对车辆又进行满负荷测试，结果

而准确快速地确定真正的故障部位。同时，

阀，断开发动机电控单元(ECU)、电子点火

一切正常，故障彻底消除。

修车过程中不要忽视驾驶员的作用，一定要

模块(ICM)、空调控制器、蓄电池等所有电

维修小结

多问，比如故障发生的时间地点、当时的车

器设备的插接器及接线柱，否则，将造成用

速、故障发生的频率，故障发生前所做的维

电设备的损坏。

该车的故障是由于驾驶员对LNG气瓶
系统不熟悉，操作不当造成。避免类似故障

修或保养等。

发生，最主要的方法是让驾驶员养成良好的
操作习惯。
出液阀的正确开启方式为：操作手动出
液阀时应缓慢开启，当听到过流阀内液体流
动声时停止操作，缓冲罐压力缓慢上升至气
瓶压力时液体流动声音消失，之后将出液阀

LNG气瓶上的经济阀与自增压调压阀。

10.在焊接操作时，焊接点与地线之间
的距离应控制在1m范围内。在车辆两侧焊

三、天然气汽车维修安全注意事项

接时，焊接点与地线应处于同一侧车架上，

天然气汽车在维修、保养过程中必须遵

严禁在车辆的左、右纵梁上进行跨越式焊接

循以下安全规定：
1.在维修前和维修中，须以被维修车辆
为中心，10m范围内严禁明火进入。

操作。否则，会引起CNG/LNG气瓶的损坏，
甚至发生爆炸。
11.测 量 燃气 发动 机 电子 控 制单元 及

开至全开位置(逆时针旋满，约4圈)，再以手

2.维修或保养CNG/LNG天然气气瓶、

相应传感器、执行部件时，必须使用表头电

轮圆周为准回旋180°(防止阀门冻死)，操作

管路、发动机及燃气供给系统时，严禁带压

阻＞10MΩ的数字式万用表，防止因选用测

完成。看起来有些复杂，但实际中这一开启

操作。

量工具不当造成的人为故障。

动作是一气呵成的。
案例二：加速熄火
故障现象
一辆德龙M3000 LNG牵引车，发动

3.天然气管路、阀件在操作时无论处于
何种情况下，严禁敲击或强行操作。
4.天然气气瓶及管路上使用的带手柄、
手轮类型的阀件均属截止阀，严禁将其长时

12.在 不清 楚电 控单元 针脚 功 能 及电
气 控 制 原 理 的 情 况 下，严 禁 盲 目 检 查 电
控 单 元 的 功 能 好 坏 ，以 避 免 造 成 线 路 短
路。(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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