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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扬生等：职燃料发动机电控燃汕喷射系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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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燃料发动机电控燃油喷射系统的设计
赵杨生，郑荣良
江苏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介绍了数字电位器ｘ９２２１的结构、工作原理及特点，利用数字电位器ｘ９２２１与单稳态

骷发器１４５３８组成脉宽控制电路控制液化石油气喷射时问，设计了柴油～液化气双燃料发动机电控
系统。由于ｘ９２２１存储数据的不易丢失性，系统的可靠性得到提高。同时，系统具有结构简单、
调节方便等特点。该电控系统的应用大大改善了机组的废气排放性能。
关键词：数字电位器；电控；双燃料发动机；排灌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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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ＲＯ～Ｒ３）联系在一起。滑动端在电阻阵列

中的位置由滑动端计数寄存器控制。这些寄存器

排灌机组的原动机中很大一部分是柴油机，

可由用户编程读出和写人。数据也可在数据寄存

长期以来动力机组的排放污染是一个严重问题。

器与ｗＲｃ间传送。数据寄存器是非易失性的，

而应用电控系统的双燃料发动机可以大大降低发

ｗｃＲ是易失性的，上电时Ｒ０内容自动装入ｗｃＲ。

动机的污染物排放，减少机组对环境的污染。液
化石油气以其无烟燃烧和低排放的性能，在汽车、
拖拉机和排灌机组用发动机中获得广泛的应用。
柴油一液化气双燃料发动机的研究是柴油发
动机改装中的一项重要课题．而电子控制燃油喷
射系统是其中的一项关键技术。燃料控制系统对
发动机的动力性、经济性以及排放指标都至关重
要。通常电控系统利用步进电机来调节燃料系统
的供气量，这种方法虽然能达到调节供气量的目
的，但是其反应速度慢，供气量不精确。而且系
统复杂，利用数字电位器的电控系统可以解决这
个问题…。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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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位器Ｘ９２２１简介
美国ｘｉｃｎｒ公司研制的数字电位器有如下优

Ｘ９２２１功能框图

ｘ９２２】中每个电阻阵列的主体部分是６３只串
联连接的集成电阻段。电阻串联支路两端ｖＨ和

点：①无机械磨损；②触点位置可由微机读写；

ｖＬ等效于机械电位器的两个固定端，各电阻段间

③易于软件控制；④不易受诸如震动、污染、潮湿

是一个连接到滑动端（ｖｗ）的ＦＥＴ开关。每个独

等因素的影响；⑤由计算机控制，便于实现操作

立阵列中，同一时问只有一个开关可以接通。这

的自动化及智能化”ｌ。

些开关由滑动端计数寄存器（ｗｃＲ）控制，ｗｃＲ

ｘ９２２ｌ包含２个电阻阵列（或称电位器）和串

中的低６位被译码以选择和使能６４选１的开关，用

行接口电路。其功能框图如图ｌ所示。电阻阵列

它控制滑动端位置。数字电位器又叫数控可变电

包含６３个电阻单元、６４个电子开关。它与一个

阻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数模转换器，其特性表

滑动端计数寄存器（ｗｃＲ）和４个８位数据寄存

现不是电流或电压，而是电阻或电阻比率。

作者简介：赵扬生（１ ９７９一），男，江苏高邮人，动力工程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动力机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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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及驱动电路，控制喷嘴电磁阀的启闭。

双燃料发动机电控燃油喷射系统

模拟信号包括油门踏板位置信｛孰即位移传感

柴油一液化气双燃料发动机电控系统总体设

器信号），排气管温度信号，它们经过滤波、放大

计以液化气喷射量控制为核心。在双燃料模式下，

等调理后，进入单片机的８通道１０位ＡＩＤ转换器ｐＪ，

单片机根据发动机转速、油门开度、排气管温度

进行模数转换。在单片机控制中还需要油门踏板

等信息，确定发动机的工作状态、控制要求及所需

位置变化率的信息，这一信息是通过将油门踏板

液化气量对应的数字电位器滑动端位置值。同时，

位置信号进行微分来获取的，此信号也送到单片

通过准１２Ｃ总线将该值送到数字电位器，改变其滑

机的ＡＩＤ转换器，进行模数转换。上止点信号送

动端位置，控制单稳态输出脉宽，达到控制喷嘴

入单片机以后，经处理还可得到为控制系统提供

电磁阀的启闭，即控制液化气喷射量的目的。

发动机转速的基本数据。单片机硬件完成采样，而

２．１硬件电路

数据的读取通过软件实现。

电路的硬件结构如图２所示。

单片机根据油门位置、转速、排气温度、油

系统有两路数字输入信号和两路模拟输人信

门位置变化率等信号判断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后，

号。数字信号包括发动机上止点信号和同步信号

用查表（所查表格是在实验室中通过台架试验得

也就是计数器复位信号。它们由安装在凸轮轴上

到的，称为ＭＡＰ图）－ｈ－式查出与发动机所需液化气

的圆盘（根据信号要求加工的）及两个磁电式传感

量对应的数字电位器Ｘ９２２１的ＷＣＲ的值，然后通

器产生。发动机每一个工作循环产生一个同步脉

过准１２ｃ总线与Ｘ９２２１通讯。单稳态触发器１４５３８

冲信号，飞轮每转一周则产生６个发动机上止点脉

就输出相应脉宽的脉冲到与非门的另一个输入

冲信号，这两个信号经过滤波、整形、计数器、译

端。与非门电路的输出通过后续电路控制喷嘴电

码器等，与单稳态触发器输出信号一起输人或非门

磁阀的启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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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２ ＥＯＵ硬件结构示意图

２．２掺气量调节电路

容成正比，与外电路的定时电阻成正比而与外触发

系统使用数字电位器Ｘ９２２１和单稳态触发器

脉冲信号（＋ＴＲ或一ＴＲ）的宽度无关，可被用来进行

１４５３８组成掺气量调节电路。单稳态触发器具有

定时、延时、整形等。其输出脉冲宽度和外电路的
关系如下式：

如下特点：输出只有一个稳态，当有外触发脉冲
作用时，它能从稳态转到暂稳态，但在暂稳态维

ｒ＝ＲｘＩＣｘｌ，

持一段时间以后，能自动返回稳态，此暂稳态维

式中ｒ为输出脉冲宽度；Ｒｘ．为外电路定时电

持的时间长短（即输出端Ｑ和Ｑ的输出脉冲宽度）

阻；Ｃｘ。为外电路定时电容。

仅取决于电路本身的参数。它与外电路的定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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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全负荷下转速，可见污染物关系

图６全负荷转速，烟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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