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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发动机在批量生产中，通常应用由普通旁通阀调节机油压力的机油泵，但是在生产成本增加不多的
情况下，应用体积流量可调节的机油泵最多可节油3%。这种可调式机油泵在轿车发动机上已获得了越来越
广泛的应用，并已逐步推广应用到商用车发动机上。本文简要介绍轿车和商用车应用的新型可调式机油泵的
基本工作原理，以便使汽车维修行业人员能从中了解这些新型可调式机油泵的使用及其维修方法。

可调式机油泵及其节油潜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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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机油压力分级调节式机油泵的传动功率及其优势

图7示出了在怠速转速600r/min

min特性曲线之间的空隙区域，形象地表现出了在低转速范围内

和最高转速6000r/min之间整个发动

机油压力分级调节节省传动功率的优势，其转换点发生在转速为

机转速范围内的可调式机油泵传动功

2950r/min时。

率与泵油量的关系曲线。0.27MPa和

为了便于对比起见，图7中还示出了可调式机油泵在调节功能不

0.47M Pa 之 间 机油压 力分 级 调 节 的

起作用时所测得的传动功率，以模拟旁通阀调节式机油泵的状况，此

转换 选 择发动机 转 速 2950r/min，此

处是按机油压力被调节在0.5MPa模拟的。

时正 好满 足 最 低 机油压 力0. 25 M Pa
的要求。

按图1所示，在机油压力为0.45MPa和机油温度为90℃时，典
型发动机机型的机油流量与发动机转速无关为38.6L/min，因而在

在调节机油压力保持在0.27MPa

图7中按高调节压力0.47MPa设计的可调式机油泵，在90℃时被调

或0.47MPa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泵油

整到的发动机机油流量假设为大约40L/min。在这样与转速无关的

量 的减 少，传 动 功率也 按 转 速特 性曲

发动机机油流量下，图中箭头分别表示与旁通阀调节式机油泵相比

线的形状降低。2667r/min和3333r/

可调式机油泵所节省的传动功率，图中为表示清楚起见已将箭头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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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偏移。随着转速的降低，传动功率节省的优势减小，但在2950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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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压力分级调节式机油泵的效率

转时能够获得节省传动功率的效果。图9示出了在发动机2000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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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据转速调节压力的可调式机油泵节油效果
所获得的试验结果表明，可调式机油泵根据转速来调节机油压力
就能使其节油潜力有效地发挥出来。与批量生产的普通旁通阀调节式
机油泵相比，其可节省的传动功率数量级大约平均为50%，特别是汽
车发动机冷机运转时，每次冷启动后机油泵的泵油量调小的幅度相对
较大。因此，在汽车发动机上应用压力分级调节式机油泵可获得相当
可观的节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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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压力分级调节式机油泵在冷机运转时的传动功率及其优势

1.双联外齿轮可调式机油泵简介
双联外齿轮可调式机油泵由两个并联工作的泵油级所组成，总共

曾根据机油压力分级调节节省传动功率的优势，采用一种简易

有3个泵油齿轮，是一种适合于小型商用车发动机的紧凑型机油泵结

的方法来估算可获得的节油效果，据此采用压力分级调节式外齿轮

构方案(图10)。在三个并排相互啮合的齿轮中，中间齿轮被安置在一

机油泵完全可期望获得1%～1.5%的节油效果。

个可移动的单元中，该单元可由其腔室中起作用的调节压力和相连的

若估计电控压力分级调节式机油泵增加的制造成本大约为200

机油压力克服回位弹簧力而移动，这样中间泵油齿轮与其左右两侧的

元，则可获得良好的成本/效益比，每降低1%燃油消耗，制造成本最

两个泵油齿轮的啮合长度就会发生变化，从而调节两个泵油级的泵油

多增加200元。批量生产所能兑现的成本/效益比折算起来大约为每

量。移动单元上部的调节活塞承受着被调节的机油压力，同时由可变

节油0.1L/100km制造成本需增加300元。

化的调节压力来控制其位置，从而调节泵油量，而与额定机油压力的

与压力分级调节方法相比，最低压力调节方法费用稍微多一些，

偏差则由调节活塞通过泵油量的相应匹配自动修正。

但它可将节油效果提高到2%，使得调节所需增加的费用更为合理。

封闭油泵壳体的泵盖(图10)上有两个错位交叉的通道，两个泵

因此，是否采用最低压力调节方法，只要在投入批量生产前进行系统

油级通过这两个通道连通起来。为此，图11剖视图表示出了油泵壳体

试验，并应用较为精确的方法评估所需增加的费用，就能作出判断。

中的两个吸油通道和两个压油通道，它们作为中间连接通道从泵油

五、商用车用双联外齿轮可调式机油泵

齿轮通往位于背面的泵盖。由于泵油齿轮的旋转方向彼此相互交变，

商用车发动机几乎只使用柴油机，因其具有较大的排量和较多的

因此两个泵油级的吸油侧或者压油侧是分别呈对角线布置的。两个

缸数，与轿车发动机有本质的差别，它们的工作转速最高为3000r/min，

压力侧对移动单元起着相反的作用，由机油压力所引起的横向力相互

并且出于经济效益总是尽可能地持续不断地运行。因此，商用车用可

抵消，以至于移动单元在油泵壳体中的移动几乎没有摩擦，因此一方

调式机油泵必须满足由此所提出的要求，特别是要具有很高的耐久可

面能达到很高的调节精度，另一方面移动单元与油泵壳体之间的移动

靠性。

压油通道-1

吸油通道-2

吸油通道-1

压油通道-2

可调式机油泵可采用外齿轮泵、摆片滑阀机油泵和叶片泵等结
构型式。从原理上来讲，这些类型的可调式机油泵都可考虑用于商用
车发动机，但是经过对它们在商用车上适用性的评估以后，最终还是
选中了双联外齿轮可调式机油泵方案，它在结构复杂程度、制造成本
和耐磨性等方面均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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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双联外齿轮可调式机油泵

图11 泵油齿轮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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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损减小到了最低程度，从而提高了使用寿命。通过选择不同的齿

为了评价其改善潜力，最后可调式机油泵还在移动单元锁住的

数：两个外侧的泵油齿轮为8个齿，而中间的泵油齿轮为9个齿，这样

情况下进行过最大供油量试验，以及用手动旁通阀调节模拟定量泵

由于轮齿交替啮合，进一步提高了耐久性。

的运行状况。

由于泵油齿轮相对较小，因此可以使用较高的油泵转速而不

2.机油压力调节和泵油量

会发生穴蚀现象，这样商用车可调式机油泵就能以所选择的1.8传

图12示出了发动机机油压力随发动机转速变化进行两级转换的

动比高速 运转，这是除了采用双联齿轮 结构之外的另一个提高泵

状况。由于发动机对机油压力的需求是随发动机转速线性提高的，

油量的措施。

因此在1500r/min转速时电子控制在所选择的额定压力0.2MPa和

双联泵油级从吸油通道-1下方将机油吸入，而输往商用车发

0.35MPa之间进行E1/E2压力转换。因为调节活塞承受着发动机机

动机的机油出口位于压油通道-1的上方，或者也可以不将两个泵

油压力，好像压力传感器那样工作，因此发动机机油压力仅受到机油

油级的压 油侧汇 聚在一 起而设 计成两个 分 开独 立的机油循环管

温度较小的影响。在发动机怠速运转时，从90℃起可调式机油泵就

路，例如一台发动机分成曲柄连杆机构和气门传动机构两套机油

在全供油量下工作，虽然因这个原因压力不能再提高而降低到E1额

循环管路。

定压力以下，但是仍然高于发动机所需求的机油压力。如果发生这种

可调式齿轮机油泵主要的技术数据如下：①结构型式是外齿轮/

情况，随后可以在发动机实际机油供应的情况下进行机油泵最大泵

并联式；②齿轮模数3.5；③泵油齿轮数3；④齿轮齿数8/9/8；⑤齿

油量的匹配，以便保证发动机热机运转时有足够的机油压力。如果

轮宽度25mm；⑥泵油量26.6cm3/转；⑦传动比1.8。

有需要，也可以将发动机低转速范围内的机油压力提高到E2额定压

通过改变泵油量来调节机油压力可采用不同的方法。商用车用

力，以便例如开启活塞冷却机油喷嘴。

可调式机油泵曾选择在轿车上久经考验的调节活塞进行两级机油压

图13示出了在两级机油压力调节情况下模拟发动机流通阻力测

力调节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花费较少的费用而获得相当显著的节

得的泵油量特性曲线。在E2压力水平和95℃机油温度下泵油量为

油效果，并且可由调节活塞始终确保机油压力水平保持不变，而与

5.0
双联外齿轮可调式机油泵
4.5 两级压力转换
传动比：1.8

是这种可调式机油泵因此能够选择较低的机油压力设计而有利于

4.0

降低燃油消耗。在机油压力进行两级调节的情况下，被调节的机油
压力始终作用在调节活塞的第一个有效面积上，而作用在其第二个
有效面积上的机油压力则可用一个电磁阀来进行变换。这种用电子
控制最方便地进行机油压力转换的方法使得能够将机油压力通常调

发动机机油压力/bar

随着发动机运行时间增长因磨损使发动机机油流量增加无关，特别

模拟发动机机油流量
E2-调节

3.5
3.0

E1/E2压力转换
全供油量

2.5

发动机机油压力需求
E1-调节

2.0
1.5
1.0

节在例如0.35MPa压力下，而在低转速范围内则由发动机电子控制

0.5
0.0

单元转换到例如0.2MPa压力下，这样就能够降低燃油消耗。然而，

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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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影响，反而因取消了电子控制部件而带来了成本和结构复杂程

机油压力被作为发动机机油压力用来进行机油泵的调节。在用电动
机直接驱动的情况下，可调式机油泵可以毫无问题地一直运转到最
高转速5000r/min，这相当于已按所选择的传动比1.8折算到相应较
低的发动机转速，以便于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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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中专门为此设置了一个节流阀。在滤清器-冷却器模块后面测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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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方面的好处。

冷机和热机运行时的实际机油流量，机油泵试验台上的机油循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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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图12 发动机机油压力

低转速范围内降低机油压力的做法而不会对燃油消耗带来明显的

进行了测试。为了首先在20～100℃有限的温度范围内模拟发动机

35℃

发动机转速/(r/min)

商用车发动机大多数时间运行在高转速范围内，这样就能够取消在

将一台如图10所示的可调式齿轮机油泵样泵在机油泵试验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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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传动比：1.8
模拟发动机机油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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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供油量特性曲线

在对可调式机油泵的全部性能进行基本测试以后，采用电磁阀

44L/min，而在E1压力水平和25℃机油黏度状况下泵油量就会降低

转换对压力调节特性曲线进行了优化。由于调节活塞能几乎无摩擦

至5L/min左右。在发动机怠速运转期间从90℃起泵油量的降落是由

地进行调节，因此双联可调式机油泵能够实现非常灵敏的调节，并且

于此时可调式机油泵已达到全供油量而不可能再提高，因此导致发

所调节的机油压力具有非常好的重复性。

动机机油压力的降低。(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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