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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检查高压喷射系统

（13）的压力传感器（35）的方法，其中在高压泵

（15）的压缩室（33）中，高压泵（15）的活塞（22）在

彼此相继的泵循环中分别朝上止点（31）运动并

且由控制设备（17）通过给电磁铁（18）通以电流

来关闭进入阀（16）。本发明规定，通过所述控制

设备（17）在关闭的进入阀（16）的情况下给所述

电磁铁（18）加载一种测量电流（47），并且在所述

活塞（22）远离所述上止点（31）运动期间，借助于

所述测量电流（47）的预先确定的时间上的变化

（50）来检测所述活塞（22）的打开位置（43），在该

打开位置时开始所述进入阀（16）的打开运动，并

且在多个泵循环上，所述流体压力（P）的额定值

（37）发生了变化并且在此检查：打开位置（43）的

所获取的变化（56）是否关于变化了的额定值

（37）满足预先确定的一致性标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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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检查对于用于机动车（10）内燃机（11）的高压喷射系统（13）的压力传感器（35）

所进行的校准的方法，其中在高压泵（15）的压缩室（33）中，活塞（22）在彼此相继的泵循环

中分别在排出阶段期间朝上止点（31）运动，并且由此从所述压缩室（33）将布置在压缩室

（33）中的流体（14）排出，并且在所述活塞（22）朝向所述上止点（31）的运动期间由控制设备

（17）通过给用于调节流体压力（P）的额定值（37）的电磁铁（18）通以电流而关闭进入阀

（16），并且由此使流体（14）改道穿过放出阀（26），并且所述流体（14）在所述放出阀（26）的

下游产生流体压力（P），其中所述压力传感器（35）布置在所述放出阀（26）的下游并且产生

传感器信号（36、36`、36` ）̀，其特征在于，通过所述控制设备（17）在关闭的进入阀（16）的情

况下给所述电磁铁（18）加载一种测量电流（47），并且在所述活塞（22）再次从所述上止点

（31）离开期间，借助于所述测量电流（47）的预先确定的时间上的变化（50）来探测所述活塞

（22）的打开位置（43），在该打开位置时开始所述进入阀（16）的打开运动，并且在多个泵循

环上，流体压力（P）的额定值（37）以预先确定的差值（53）为幅度发生变化，并且在此检查：

打开位置（43）的所获取的变化（56）是否关于变化了的额定值（37）满足预先确定的一致性

标准（52），并且在违反一致性标准（52）的情况下产生一种涉及所述校准的错误信号（5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给差值（53）分配了对于所述打开位置（43）的变化

（56）的、预先确定的预期值（57），并且所述一致性标准（52）包括：所述打开位置（43）的所获

取的变化（56）处于在所述预期值（57）周围的公差范围（58）之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通过所述差值（53）引起所述流体压力（P）的以

超过400巴为幅度的变化。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打开位置（43）的变化（56）作为相对变化

被探测。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根据流体（14）的温度设定所述一致性标准

（52）。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将所述测量电流（47）的电流强度设定为小于

用于关闭所述进入阀（16）的电流强度。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用于对于打开运动进行检测的测量电流的预

先确定的时间上的变化（50）包括：所述测量电流（47）的预先确定的平均值（48）升高。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打开位置（43）借助于所述内燃机（11）的旋

转位置传感器（44）来获取。

9.用于机动车（10）内燃机（11）高压喷射系统（13）的控制设备（17），其中所述控制设备

（17）被设置用于，根据压力传感器（35）的传感器信号（36、36`、36` ）̀使得所述高压喷射系

统（13）的高压泵（15）的进入阀（16）关闭，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设备（17）被设置用于：执行

涉及所述控制设备（17）的、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的步骤。

10.用于机动车（10）的高压喷射系统（13），其具有高压泵（15）和布置在所述高压泵

（15）的放出阀（26）下游的压力传感器（35），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压喷射系统（13）具有根据

权利要求9所述的控制设备（17）。

11.机动车（10），其具有内燃机（11）和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高压喷射系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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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检查对于机动车-喷射系统的压力传感器进行的校准的

方法、控制设备、高压喷射系统和机动车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检查压力传感器的方法，该压力传感器例如可以在机动车的

内燃机的高压喷射系统中提供。借助于该方法，识别被错误校准或操纵的压力传感器。用于

执行该方法的控制设备，具有该控制设备的高压喷射系统以及具有该高压喷射系统的机动

车也属于本发明。

[0002] 在机动车中，用于内燃机的燃料可以借助于高压喷射系统来输送或泵吸。这样的

高压喷射系统具有高压泵，该高压泵可以在高压侧以大于200巴的压力将燃料输送给内燃

机。燃料泵可以具有活塞，该活塞在压缩室或工作容积中在下止点和上止点之间往复运动。

为此，活塞可以例如由内燃机的马达轴驱动。活塞的完整的循环运动在这里被称为泵循环。

[0003] 在从上止点到下止点的活塞运动中，高压泵的进入阀的打开运动在每次泵循环中

从活塞的特定的打开位置开始。那么这是抽吸阶段的开始，在该抽吸阶段中，燃料或者一般

地一种流体通过进入阀流入到压缩室中。到达下止点后，抽吸阶段结束，并且活塞再次朝上

止点运动。在排出阶段期间，通过活塞朝向上止点的运动，又将流体从压缩室排出。在这种

情况下，只要进入阀是打开的，流体就通过进入阀流回到低压侧。因此，在活塞向上止点运

动期间，通过给电磁铁通以电流，由控制设备将进入阀关闭。这是在下述的活塞位置时发生

的，该活塞位置取决于高压侧的待调节的流体压力的额定值。被通以电流的电磁铁磁性地

吸引与进入阀相连接的电枢或衔铁，使得所述进入阀被一同牵拉。当进入阀关闭时，流体通

过活塞运动不再通过进入阀而是通过放出阀被排出。放出阀可以例如是止回阀。通过放出

阀排出的流体在放出阀下游在高压侧上产生流体压力。

[0004] 在放出阀的下游布置有压力传感器，该压力传感器产生传感器信号，所述传感器

信号会指示流体压力。也就是说根据传感器信号，控制设备那么就可以确定所提到的、用来

关闭进入阀的、也就是说用于在排出阶段期间给电磁铁通以电流的活塞位置，并且由此将

流体压力调节到额定压力或额定值上。

[0005] 然而，这预先假定：压力传感器的传感器信号正确地用信号表示流体压力。传感器

信号的幅度因此在流体压力的确定的值的情况下必须具有分别相应的幅度值。如果所述校

准已经被错误调整（Verstellen）或者压力传感器例如为了调谐目的而被故意地错误调整，

那么通过压力传感器进行从压力值到幅度值的错误的分配。

[0006] 以下任务以本发明为基础：在高压喷射系统中检测被错误校准的压力传感器。

[0007] 该任务通过独立权利要求的主题予以解决。通过从属权利要求、以下的描述以及

附图描述了本发明的有利的改进方案。

[0008] 通过本发明以下述方式补充了高压喷射系统的开头所述的运行。该方法在通过控

制设备关闭进入阀之后的位置处开始，以使流体改道通过放出阀。通常，在关闭进入阀之

后，可以再次切断通过电磁铁的电流，因为在压缩室中建立了足够的压力以保持进入阀关

闭。当活塞在到达上止点后又从该上止点远离并且朝下止点运动时，压力那么在此也还是

足够大的。这是因为在压缩室中，剩余的或仍存在的流体被弹性地压缩，而活塞处于上止

点。如果活塞从上止点运动离开，那么流体首先松弛，而该流体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还向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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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上施加足够大的压力以使其保持关闭。因此，进入阀的打开运动在活塞已经从上止点运

动离开并且已经到达所提及的打开位置时然后才开始，其特征刚好在于，压缩室中的压力

变得小于如下压紧力，该压紧力通过高压泵的阀弹簧并且通过低压侧的、远离地位于进入

阀上游的流体而施加到进入阀上。

[0009] 现在根据本发明，在进入阀关闭时，通过控制设备仍然以测量电流加载或者流过

电磁铁，尽管这对于进入阀的保持关闭不是必需的。当活塞从上止点运动离开时，借助于该

测量电流的预先确定的时间上的变化来检测活塞的打开位置、即活塞的如下位置，在所述

位置时进入阀朝着其打开位置开始打开运动。因为进入阀的运动也使电磁铁的电枢运动，

并且由此在电磁铁的线圈中感应出电压，该电压给所施加上的测量电流叠加了附加的感应

电流，所以测量电流发生变化。在多个泵循环上重复执行对于测量电流的时间上的变化的

这种探测，以使得对于每个泵循环获取活塞的打开位置的值。因此产生所获取的打开位置

的一系列值，每个泵循环分别有一个值。

[0010] 在多个泵循环上，在此以预先确定的差值为幅度来改变流体压力的额定值。因此，

分别对于一个或几个泵循环来设定额定值，并且然后单级地或多级地转换到下一个额定

值，该下一个额定值以差值为幅度与前面的额定值有所不同。然后再次对于一个泵循环或

者对于几个泵循环来获取打开位置。对于设定的额定值，检查打开位置相对于改变了的额

定值的由此所得出的、所获取的变化是否满足预先确定的一致性标准。因此，检查额定值的

变化是否与打开位置的变化相对应。检查标准在此描述了预期的关系或预期的变化。在违

反了一致性标准的情况下，这意味着：打开位置以相比于通过额定值所一定引起的方式不

同的方式发生变化。在违反递交标准的情况下，因此产生涉及对于压力传感器的校准的错

误信号。

[0011] 本发明基于以下认识：活塞的所述打开位置取决于在放出阀下游存在的流体压

力。流体压力越大，打开位置与上止点的距离就越大。因此，如果借助于高压泵使得流体压

力成功地根据额定值发生变化，那么一方面传感器信号一定相应地变化。然而另一方面，打

开位置也随着变化了的流体压力而推移或变化。这相应地指示了所获取的打开位置的值序

列。因此，值序列描述了流体压力的时间上的变化曲线。通过将值序列或者值序列的趋势或

时间上的变化曲线与传感器信号进行比较因此可以检查，传感器信号是否具有下述的时间

上的变化曲线，该变化曲线的形状与值序列的时间上的变化曲线的形状一致。如果不是这

种情况，那么这表明通过传感器信号没有描述流体压力的时间上的变化曲线。因此会产生

错误信号。

[0012] 因此，如果从第一额定值转换到第二额定值，那么控制设备调节流体压力的值。如

果在这种情况下，打开位置没有相应地从第一打开位置变化到由一致性标准所预先给定的

第二打开位置，那么压力传感器的传感器信号没有说明流体压力的、已经由额定值变换所

引起的变化。因此，额定值信号的幅度变化不反映额定值的以差值为幅度的变化。这相应于

错误的校准。

[0013] 附加的可选的技术特征也属于本发明，通过所述技术特征得到附加的优点。

[0014] 借助于差值的数值可以预测，打开位置一定以哪种距离或行程来进行变化。因此，

优选地给差值分配用于打开位置的变化的预先确定的预期值。相应地，一致性标准包括：打

开位置的所获取的变化、即推移或推移行程位于在预期值周围的公差范围内。通过公差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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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可以考虑或抵消由于干扰作用而导致的打开位置的噪声或波动或变化。公差范围由两个

边界值来限定，其中一个边界值大于预期值，并且一个小于预期值。公差范围可以基于对于

高压喷射系统的给定的构造类型的和/或内燃机的发动机类型的简单试验来获取。

[0015] 优选地设置了，通过所述差值导致流体压力以大于400巴的幅度进行变化。由此，

可以可靠地分辨：一方面对于打开位置进行的测量中的噪声以及另一方面由于改变了的流

体压力而导致的打开位置的实际变化。在此，可以在额定值的唯一的变化中单级地设定所

述差值。该差值也可以逐级地建立，以便由此机械上地保护高压喷射系统。

[0016] 在获取打开位置时，不必确定打开位置的、例如到上止点的距离的绝对值。将打开

位置的变化作为相对的变化进行探测就足够了。这免除了对于测量方法的高成本的校准。

[0017] 在给定的流体压力的情况下，打开位置取决于流体所具有的弹性模量（E-Modul）。

因此优选地设置了，一致性标准根据流体温度来设定。由此，可以考虑到E-Modul的由温度

决定的变化。

[0018] 正如已经解释的那样，在关闭进入阀之后，高压泵的电磁铁不再必须通以电流，因

为压缩室中的压力使进入阀这样久地保持关闭，直到活塞到达打开位置。为了使得通过测

量电流不妨碍控制设备的正常运行，测量电流不应通过以下方式而人为地使打开位置发生

推移：由于测量电流使得进入阀保持关闭。相应地优选地规定，将测量电流的电流强度设定

为小于被设置用于关闭进入阀的电流强度。因此，测量电流与用于关闭进入阀而提供的关

闭电流不同。

[0019] 另一方面是以下问题：究竟如何能够借助于测量电流的时间上的变化来对于打开

位置进行识别。正如已经解释的那样，进入阀的打开运动在电磁铁的电线圈中产生这样的

感应电流，该感应电流叠加于测量电流的由控制设备所施加上的部分。由此导致测量电流

的升高。因此，为了检测打开运动而检查：测量电流的预先确定的平均值是否升高。如果通

过控制设备所施加上的测量电流例如借助于脉冲宽度调制来设定，那么测量电流的值例如

作为平均值来产生，所述平均值例如可以在脉冲宽度调制的一个或两个或多于两个周期上

形成。

[0020] 为了在检测到打开运动时以一种值描述活塞的打开位置，特别地可以规定的是，

借助于内燃机的旋转位置传感器来获取打开位置。因此可以获取驱动活塞的马达轴的旋转

位置。旋转位置值足够有说服力。打开位置相对于上止点的绝对的距离值是不需要的。获取

打开位置的以及由此旋转位置的相对变化就足以以所描述的方式来识别有故障的压力传

感器。

[0021] 为了执行该方法，通过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机动车内燃机的高压喷射系统的控

制设备。该控制设备被设置用于根据压力传感器的传感器信号以所描述的方式关闭高压喷

射系统的高压泵的进入阀，以便将流体压力调节到额定值。控制设备被设置用于执行根据

本发明的控制设备的所述方法步骤。

[0022] 通过给高压喷射系统装备根据本发明的控制设备，得到根据本发明的高压喷射系

统的一种实施方式。此外，根据本发明的高压喷射系统具有高压泵和布置在高压泵的放出

阀下游的压力传感器。

[0023] 通过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具有所述内燃机和根据本发明的高压喷射系统的实施

方式的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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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以下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对此：

[0025] 图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机动车的一种实施方式的示意图；

[0026] 图2示出了具有传感器信号的示意性的变化曲线的图，所述变化曲线例如可能在

图1的机动车的压力传感器的不同的校准位置的情况下出现；

[0027] 图3示出了图1的机动车的高压泵的示意图；

[0028] 图4示出了具有信号的示意性的变化曲线的图，它们例如能够通过图1的机动车中

的控制设备来获取。

[0029] 以下阐述的实施例涉及本发明的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在该实施例中，实施方式

的所说明的部件是本发明的各个单个的、可以看作彼此独立的特征，它们也分别彼此独立

地改进本发明并且由此也可以单个地或以不同于所示出的组合的方式被视为本发明的组

成部分。此外，所说明的实施方式也可以通过本发明的另外的已说明的特征来补充。

[0030] 在这些附图中，相同功能的元件分别设有相同的附图标记。

[0031] 图1示出了机动车10，该机动车例如可以涉及汽车、诸如轿车或载重汽车。机动车

10可以具有内燃机11，该内燃机可以通过高压喷射系统13与燃料箱12耦联。借助于高压喷

射系统13，包含在燃料箱12中的流体14、即诸如柴油或汽油的燃料可以被输送到内燃机11。

为此，高压喷射系统13可以具有高压泵15，该高压泵带有进入阀16和用于控制进入阀16的

电磁铁18的控制设备17。控制设备17可以设定一种流经电磁铁18的电线圈18́ 的线圈电流

19。控制设备17可以根据旋转位置信号20来设定线圈电流19，该旋转位置信号描述或用信

号表示机动车10的马达轴21的旋转位置。马达轴21可以例如与内燃机11的曲轴耦联。马达

轴21也可以涉及曲轴本身。通过马达轴21也在压缩室33中驱动高压泵15的活塞22进行活塞

运动23。活塞运动23使活塞在泵循环中在上止点31和下止点32之间往复运动。通过活塞22

的活塞运动23，流体14从高压泵15的具有低压24的低压侧输送到具有高压25的高压侧。在

此，流体14流过进入阀16和放出阀26。

[0032] 在此借助于线圈电流19、通过给电磁铁18的线圈18́ 通以电流，使进入阀16的销27

运动。阀弹簧28在此正如其在图1中所示出那样抵抗电磁铁18的磁力并由此将销27朝着打

开位置按压。通过设定线圈电流19，克服了阀弹簧28的弹簧力，并且电枢29随着紧固在其上

的销27迎着阀弹簧28的弹簧力进行运动，并且由此关闭进入阀16。

[0033] 下述的各个时刻由控制设备17的调节器34来确定：在所述时刻在每个泵循环中，

控制设备17通过给电磁铁18通以电流将进入阀16关闭，所述调节器可以从压力传感器35接

收传感器信号36，该传感器信号用信号表示高压喷射系统13的、位于放出阀16的下游的部

分中的流体的当前的流体压力。因此，通过压力传感器35用信号表示高压侧25的流体压力

P，并且通过设定用于关闭进入阀16的时刻，控制设备17可以将流体压力P调节到额定值37。

然而，这以下述情况为前提：传感器信号36实际上相应于流体压力P。

[0034] 图2示出了如何能够通过压力传感器35根据流体压力P来设定传感器信号36的幅

度V。示出了压力传感器35的3条可能的特征曲线38，所述特征曲线分别具有不同的梯度39。

梯度39作为幅度V的、根据流体压力P的变化 ∆ P的变化 ∆ V而得出。如果压力传感器35被正

确校准，则在所示示例中产生传感器信号36。当梯度39太大时，则会产生传感器信号36`。在

梯度39太低或太小时，则会产生传感器信号36``。相应地，将可以由控制设备17接收的幅度

值VO分别解释为流体压力P的另一个压力值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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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现在，如果控制设备17要将流体压力P调节到预先给定的额定值37，那么实际上被

调节了的流体压力P的偏移根据梯度39并且根据流体压力P的绝对值而得到。

[0036] 如果以下述情况为出发点：在压力传感器35的制造以及将压力传感器安装到机动

车10中时，存在正确校准的压力传感器35，该正确校准的压力传感器产生传感器信号36，那

么可以在机动车10中在稍后的时刻检查：校准是否继续地相符或者压力传感器35是否产生

具有太大的梯度39的传感器信号36`或具有太低的梯度39的传感器信号36``。基于活塞22

的所描述的打开位置执行该检查。

[0037] 图3说明了作为基础的测量原理。为此，图3示出了：当没有线圈电流19流动时，那

么销27本身如何被保持在进入阀16的所示的关闭位置中。对此原因是，在超过上止点31之

后，低压24连同阀弹簧28的弹簧力41本身比压缩室33中的被压缩的流体14的压紧力42小。

活塞22必须首先到达在上止点31和下止点32之间的预先确定的打开位置43，以便使得压缩

室33中的流体14充分松弛，压缩室33中的压力因此产生足够小的压紧力42，以便借助于弹

簧力41和低压24将销27从图3中所示的关闭位置朝着在图1中示出的打开位置移动。

[0038] 图4示出了，如何一方面可以由控制设备17识别所述进入阀16的、也就是说其销27

的这种打开运动的运动开始，并且如何另一方面可以从此出发得出所属的打开位置43的结

论。

[0039] 图4在此关于时间t一方面示出了流体流F、旋转位置信号20以及线圈电流19的时

间上的变化曲线，该旋转位置信号可以通过旋转位置传感器44例如作为脉冲序列来产生。

在图4中所示出的示例中，出发点是：不应该有通过进入阀16的回流，而是在下止点32处，通

过设定用于线圈电流19的电流轮廓（Stromprofil）45来关闭进入阀16。所述电流轮廓45引

起关闭电流。当控制设备17由于在传感器信号36和额定值37之间的差别而试图以最大变化

率将流体压力P调节到额定值37时，出现这种情况。

[0040] 在电流轮廓45结束之后，可以在切换间隔46中切断线圈电流19。通过控制设备17，

然后可以利用测量轮廓47在进入阀16仍然关闭的情况下再次接通线圈电流19，其中由测量

轮廓42产生一种电流强度，该电流强度小于用于关闭进入阀16的电流轮廓45的电流强度I。

由此得到测量电流。

[0041] 在活塞22经过上止点31之后，线圈电流19的电流强度I的平均值48如此久地保持

恒定或者保持在预先确定的公差范围之内，直到进入阀16的销27在开始时刻49开始打开运

动的运动开始。活塞那时已经到达其当前的打开位置43。在打开位置43处，力结算正如在图

3中所示出的那样被平衡。换句话说，当弹簧力38和具有低压24的低压侧的液压力在总和上

大于压缩室33中的液压的压紧力42时，进入阀16在开始时刻49打开。当在压缩室33、也就是

说在其自由的死点容积中的压力由于朝向下止点32的活塞运动23而已经下降时，那么出现

这种情况。

[0042] 销27和电枢29的打开运动在电线圈18́ 中感应附加的感应电流，该感应电流导致

有效值或平均值48的升高50。该升高50的开始表示预先确定的或已知的时间上的变化。通

过将彼此相继的时刻的平均值48进行比较，可以通过控制设备17对于开始时刻49进行检

测，在所述开始时刻，活塞具有打开位置43。开始时刻49可以确定为旋转位置信号20的角度

值。因此，开始时刻49是对于活塞的打开位置43的描述。

[0043] 打开位置49与上止点31的距离51取决于流体压力P。打开位置43的以及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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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49的相对变化足以识别流体压力P的变化，而不必精确地知道距离51。

[0044] 图5示出，如何能够由此限定打开位置43和传感器信号36之间的一致性标准52，借

助于该一致性标准能够检查：压力传感器35是否具有正确的特征曲线38、也就是说被正确

地校准。

[0045] 图5关于时间t示出了额定值37的在多个泵循环期间的时间上的变化或时间上的

变化曲线，其中额定值37在几个泵循环之后分别逐级地改变，以至于总共产生Δ值53。现在

的问题是，是否产生了具有正确的特性曲线38的传感器信号36，或者例如作为示例地在图5

中所示地由于太大的梯度39而产生传感器信号36`。

[0046] 为此在泵循环期间，以所描述的方式分别获取打开位置43的值，使得总共得出打

开位置43的、以对于额定值37的变化的反应的、时间上的变化曲线或变化。总计来说，对于

测量的开始以及对于测量的结束，在额定值37以差值53为幅度发生变化时，打开位置43的

变化56总共可以从起始值54和结束值55来获取。

[0047] 在给定的差值53的情况下，如果存在用于被正确地校准的、因此产生传感器信号

36的压力传感器的特征曲线38，则可以定义预期值57和包含该预期值的公差范围58，结束

值55必须位于所述公差范围中。在图5中要注意的是，打开位置43的图必须位于公差范围58

中。

[0048] 在当前情况下，梯度39示例性地是太大的（传感器信号36 ）̀，以至于调节35设定较

低的流体压力P，并且打开位置43因此比公差范围58所规定地更小地进行移位。相应地，因

此会产生错误信号59，该错误信号用信号表示压力传感器35的有缺陷的校准。

[0049] 总的来说，该示例示出了怎样可以通过本发明借助于活塞的打开位置关于可信度

对于喷射系统的压力传感器的传感器信号进行检查，以便识别对于压力传感器的错误调整

和/或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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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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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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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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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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