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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共轨喷油器的快速响应喷油嘴偶件，包

括油嘴阀体和油嘴阀针，在油嘴阀体上设有偶件

进油孔、偶件高压腔和阀针导向孔，偶件高压腔

设置在阀针导向孔的路径上，偶件进油孔的上端

与阀座进油孔相对接，偶件进油孔的下端与偶件

高压腔相通；所述油嘴阀针包括导向段、过渡段、

执行段和柱面进油槽，过渡段设置在导向段和执

行段之间，柱面进油槽设置在导向段和执行段之

间的柱面上，油嘴阀针套装在油嘴阀体的阀针导

向孔中，偶件高压腔通过柱面进油槽与偶件出油

腔相通。喷油嘴偶件的轴向长度小，油嘴阀体和

油嘴阀针的导向配合段大，二者之间润滑性能

好，输油更畅通，喷油响应速度快，喷油嘴偶件出

现卡堵的机率大幅度降低。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209908645 U

2020.01.07

CN
 2
09
90
86
45
 U



1.一种共轨喷油器的快速响应喷油嘴偶件，其特征是：包括油嘴阀体(7)和油嘴阀针

(8)，在油嘴阀体(7)上设有偶件进油孔(71)、偶件高压腔(72)和阀针导向孔(73)，偶件高压

腔(72)设置在阀针导向孔(73)的路径上，偶件进油孔(71)的上端与阀座进油孔(55)相对

接，偶件进油孔(71)的下端与偶件高压腔(72)相通；所述油嘴阀针(8)包括导向段(81)、过

渡段(82)、执行段(83)和柱面进油槽(84)，过渡段(82)设置在导向段(81)和执行段(83)之

间，柱面进油槽(84)设置在导向段(81)和执行段(83)之间的柱面上，油嘴阀针(8)套装在油

嘴阀体(7)的阀针导向孔(73)中，偶件高压腔(72)通过柱面进油槽(84)与偶件出油腔(13)

相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共轨喷油器的快速响应喷油嘴偶件，其特征是：柱面进油槽(84)

沿轴向直线分布在导向段(81)和执行段(83)之间的柱面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共轨喷油器的快速响应喷油嘴偶件，其特征是：柱面进油槽(84)

按螺旋线分布在导向段(81)和执行段(83)之间的柱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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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共轨喷油器的快速响应喷油嘴偶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专利涉及柴油机用电控共轨式喷油器，尤其涉及一种能同时缩短喷油

嘴启闭延迟时间的共轨喷油器，更具体涉及其中的喷油嘴偶件。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高压共轨喷油器都采用长阀杆传递，反应迟钝，结构复杂，且不能同时实现

减少开启时间和关闭时间，功率密度小，体积和重量都有缩小的空间，不能满足高效节能柴

油机的配套要求，因此，申请人设计了一种液控快速响应型高压共轨喷油器，利用特定结构

的衔铁、衔铁座、阀座和油嘴偶件形成喷油启闭自动调节的液压控制系统，这种控制系统喷

油嘴偶件无需阀杆刚性机械驱动就能实现快速的启动和关闭，缩短开启和关闭的延迟时

间，提高功率密度。这种液控快速响应型高压共轨喷油器申请人已另案保护，其结构如图1-

图5所示，它包括电磁执行器1、上弹簧2、衔铁3、衔铁座4、阀座5，下弹簧6、油嘴阀体7、油嘴

阀针8、紧帽9和喷油器本体10，其中核心改进零件是衔铁3、衔铁座4、阀座5和油嘴阀针8。

[0003] 其工作原理如下：

[0004] 共轨管内的高压燃油通过主进油孔11进入、座体进油孔41、阀座进油孔  55、偶件

进油孔71和偶件高压腔72构成油路通道，上压力油腔12通过上节流孔44、下端进油腔46与

阀座进油孔41相通，高压通道53、中心腔54通过下节流孔52与偶件进油孔71相通，偶件高压

腔72通过竖直节流孔51与下端进油腔46相通。

[0005] 当电磁执行器1失电时候，由于上弹簧2的预紧力F1作用，衔铁3的密封锥面段31与

衔铁座4的锥孔面42机械密封配合；在不考虑节流损失的条件下，此时高压通道53和偶件高

压腔72内的液体压强与共轨管内的压强相同，由于高压通道53施加给油嘴阀针8向下的液

压力F2的受力面积S1比偶件出油腔13  施加给油嘴阀针8的向上的液压力F3的受力面积S2

大，因此F2＞F3，在下弹簧6的预紧力F4和高压通道53内的高压燃油的液压作用力F2的合力

作用下，  F4+F2＞F3，油嘴阀针8被密封在油嘴阀体7的座面上，喷油器处于关闭状态，喷油

器不喷油；

[0006] 当喷油器需要喷油时，电磁执行器1得电，电磁执行器1对衔铁3施加了向上的电磁

吸力F5，电磁吸力F5克服上弹簧2的预紧力F1，衔铁3上行，衔铁3的密封锥面段31离开衔铁

座4的锥孔面42，斜通道43内的液体压强迅速降低，由于压强差的作用，高压通道53内的高

压燃油通过竖直节流孔51和下端进油腔46流向斜通道43，而中心腔54的高压燃油与高压通

道53相通，这路油进入衔铁座坑49，从回油孔47进入回油腔48实现泄压；由于在相同液体压

力下下节流孔52的流量A2和竖直节流孔51的流量A1的流量比a为：0.4＜a  ＜1，因此高压通

道53内的燃油与压强逐渐降低，当压强降低到F4+F2＜F3时，油嘴阀针8离开油嘴阀体7的喷

油座面，喷油器实现燃油喷射。喷射的开启延迟时间T1取决于流量比a、S1、S2、F4；相比较常

规的电控共轨喷油器，本方案设计的喷油器取消了类似于阀组件的中间机械传递机构，由

高压通道53内的液体压力变化直接对油嘴阀针8的受力控制，由此可带来三个益处：一是减

少了传递机构运动造成的延迟时间，提高了响应速度；二是减少了由于传递机构运动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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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喷油器总成的性能和稳定性的影响，提高了喷油器总成的稳定性；三是取消了传递机

构的制造成本；

[0007] 当喷油器喷射需要结束时，对电磁执行器1施加的电压被切断，电磁力F5  消失，由

于上弹簧2的预紧力F2的作用，衔铁3的密封锥面段31被压紧到衔铁座4的锥孔面42上，斜通

道43的泄压通道被封闭，高压燃油一路经过下节流孔52进入高压通道53，另一路高压燃油

通过上节流孔44、下端进油腔46传递到竖直节流孔51也进入高压通道53中，此时高压通道

53内的液体压强迅速上升，当上升到F4+F2＞F3时，油嘴阀针8被密封在油嘴阀体7的座面

上，喷油器喷射关闭；喷射关闭延迟时间T2取决于流量比a、S1、S2、F4和上节流孔  44的流量

速度A3；相比较现有共轨喷油器中的阀组件的阀杆机械传递机构，在喷射需要结束时，高压

燃油除了可通过下节流孔52进入高压通道53之外，还可以通过竖直节流孔51进入高压通道

53，由此提高了高压通道53内燃油压强的提升速度，进而减少了达到喷射关闭所需要的F4+

F2＞F3这个条件的时间，即减少了关闭延迟时间T2，进一步提高了响应速度。其中，喷油嘴

偶件是喷油器的核心部件。

实用新型内容：

[0008]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保护一种共轨喷油器的快速响应喷油嘴偶件。

[0009] 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10] 一种共轨喷油器的快速响应喷油嘴偶件，其特征是：包括油嘴阀体和油嘴阀针，在

油嘴阀体上设有偶件进油孔、偶件高压腔和阀针导向孔，偶件高压腔设置在阀针导向孔的

路径上，偶件进油孔的上端与阀座进油孔相对接，偶件进油孔的下端与偶件高压腔相通；所

述油嘴阀针包括导向段、过渡段、执行段和柱面进油槽，过渡段设置在导向段和执行段之

间，柱面进油槽设置在导向段和执行段之间的柱面上，油嘴阀针套装在油嘴阀体的阀针导

向孔中，偶件高压腔通过柱面进油槽与偶件出油腔相通。

[0011] 进一步，柱面进油槽沿轴向直线分布在导向段和执行段之间的柱面上。

[0012] 进一步，柱面进油槽按螺旋线分布在导向段和执行段之间的柱面上。

[0013] 由于在油嘴阀针的柱体表面设置了柱面进油槽，柱面进油槽设置在导向段和执行

段之间，油嘴阀针套装在油嘴阀体的阀针导向孔中，偶件高压腔通过柱面进油槽与偶件出

油腔相通；这种喷油嘴偶件的喷油响应速度快，偶件高压腔内的压力油与偶件出油腔相通，

而不是通过油嘴阀体的阀针导向孔和油嘴阀针的导向段之间的配合间隙来实现的，油嘴阀

体和油嘴阀针的导向配合段的长度可增大，缩小油嘴阀针执行段的长度，这样既可缩小喷

油嘴偶件的轴向长度，而且油嘴阀体和油嘴阀针之间润滑性能更好，输油更畅通，油嘴阀针

在油嘴阀体中升降更可靠，运行更平稳，喷油嘴偶件出现卡堵的机率大幅度降低。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电液联控快速响应型高压共轨喷油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衔铁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衔铁座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阀座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油嘴阀针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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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中：1-电磁执行器；2-上弹簧；3-衔铁；4-衔铁座；5-阀座；6-下弹簧；  7-油嘴阀

体；8-油嘴阀针；9-紧帽；10-喷油器本体；11-主进油孔；  12-上压力油腔；13-偶件出油腔；

31-密封锥面段；32-吸铁体；33-导向柱；  34-容油槽；35-弹簧座孔；41-座体进油孔；42-锥

孔面；43-斜通道；44-上节流孔；45-导向孔；46-下端进油腔；47-回油孔；48-回油腔；49-衔

铁座坑；51-竖直节流孔；52-下节流孔；53-高压通道；54-中心腔；55-阀座进油孔；71-偶件

进油孔；72-偶件高压腔；73-阀针导向孔；81-导向段；82-过渡段；83-执行段；84-柱面进油

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通过含有本实用新型的液控共轨喷油器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实施例1：一种含有本实用新型的液控共轨喷油器，如图1-图5所示，包括电磁执行

器1、上弹簧2、衔铁3、衔铁座4、阀座5，下弹簧6、油嘴阀体7、油嘴阀针8、紧帽9和喷油器本体

10，在所述衔铁3上设有密封锥面段31、吸铁体32、导向柱33和容油槽34，密封锥面段31设置

在吸铁体32与导向柱33  之间，容油槽34设置在导向柱33上，且位于密封锥面段31的下方；

在衔铁座  4上设有座体进油孔41、锥孔面42、斜通道43、上节流孔44、导向孔45、下端进油腔

46、回油孔47、回油腔48和衔铁座坑49，锥孔面42与导向孔45同轴设置，且锥孔面42设置在

导向孔45的上端口，斜通道43的上端与导向孔45  相通，在衔铁3处于自由状态下，斜通道43

的上端与容油槽34相通，斜通道  43的下端与下端进油腔46相通，回油孔47的上端与衔铁座

坑49相通，回油孔  47的下端与回油腔48相通，回油腔48设置在衔铁座4的下端面上，且与导

向孔45相通，上节流孔44一端与座体进油孔41相通，上节流孔44另一端与下端进油腔46相

通，衔铁3通过导向柱33套装在衔铁座4的导向孔45中，容油槽34与导向孔45之间形成上压

力油腔12，衔铁3的密封锥面段31密封地座落在衔铁座4的锥孔面42上，吸铁体32位于衔铁

座坑49中；在阀座5上设有竖直节流孔51，下节流孔52，高压通道53、中心腔54和阀座进油孔

55，高压通道53下端与中心腔54相通，高压通道53的上端通过下节流孔52与阀座进油孔55

相通，竖直节流孔51设置在高压通道53与回油腔48之间，阀座进油孔  55与衔铁座4上的座

体进油孔41对接；在本实用新型中，竖直节流孔51和下节流孔52在相同液体压力下的流量

比为a：0.4＜a＜1；在油嘴阀体7上设有偶件进油孔71、偶件高压腔72和阀针导向孔73，偶件

高压腔72设置在阀针导向孔73的路径上，偶件进油孔71的上端与阀座进油孔55相对接，偶

件进油孔  71的下端与偶件高压腔72相通；所述油嘴阀针8包括导向段81、过渡段82、执行段

83和柱面进油槽84，过渡段82设置在导向段81和执行段83之间，柱面进油槽84按螺旋线方

式设置在导向段81和执行段83之间的柱面上，油嘴阀针8套装在油嘴阀体7的阀针导向孔73

中，偶件高压腔72通过柱面进油槽84  与偶件出油腔13相通；在喷油器本体10上设有主进油

孔11，电磁执行器1安装在喷油器本体10中，主进油孔11与衔铁座4上的座体进油孔41密封

对接，电磁执行器1的下端与衔铁3的吸铁体32相对应；油嘴阀针8和油嘴阀体7的结合体套

装在紧帽9中，阀座5，衔铁座4和衔铁3依次放在油嘴阀体7的上端面上，确保主进油孔11、座

体进油孔41、阀座进油孔55和偶件进油孔71共线设置，下弹簧6设置在中心腔54中并压迫油

嘴阀针8的顶面，紧帽9的上端和喷油器本体10密封连接，上弹簧2设置在电磁执行器1与衔

铁3之间。

[0022] 实施例2：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柱面进油槽84按直线方式设置在导向段8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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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段83之间的柱面上。

[0023] 这种电控高压共轨喷油器，控制原理与现有技术不同，喷油嘴偶件无需机械驱动

就能实现快速的启动和关闭，且能同时缩短开启延迟和关闭延迟的时间，结构巧妙，可实现

喷射过程中同时减少开启延迟时间T1和关闭延迟时间T2，提高响应速度，提高喷油器工作

稳定性，从而实现减少喷射持续期的效果，达到提高功率密度的目的，还能在幅度减少不完

全燃烧产生的废气排放，节能环保。同时喷油器的体积和重量都比现有结构的喷油器小，能

满足现行高效节能环保、小型化、轻重化的柴油机的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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