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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公开提供了一种用于控制车辆冷却剂泵

的装置，包括基于发动机冷却剂入口温度与发动

机冷却剂出口温度之间的温差使冷却剂泵以一

速度运转以供应期望的冷却剂流量。具有发动机

和电动水泵的混合动力车辆包括控制器，所述控

制器基于发动机冷却剂入口温度与发动机冷却

剂出口温度之间的温差而控制水泵的速度以供

应期望的冷却剂流量。还可基于发动机速度和负

荷来控制泵速。基于温差、发动机速度和负荷而

控制电动水泵可引起发动机更快预热并降低泵

的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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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辆，包括：

发动机，包括冷却剂入口和冷却剂出口；

泵，连接到发动机，并被构造为使冷却剂流动；

至少一个控制器，与泵通信，并被配置为基于发动机速度和负荷以及冷却剂入口的温

度与冷却剂出口的温度之间的期望温差来改变泵速，其中，在当前发动机冷却剂温度低于

相关联的阈值时，所述期望温差响应于当前发动机冷却剂温度而变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辆，其中，所述至少一个控制器还被配置为基于发动机速度

和负荷以及所述期望温差利用根据经验确定的回归方程来确定期望的冷却剂流量，并基于

所述期望的冷却剂流量来控制泵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辆，其中，所述至少一个控制器还被配置为：在当前发动机

冷却剂温度超过所述相关联的阈值时，基于冷却剂入口的温度与冷却剂出口的温度之间的

预定的最小温差来控制泵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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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控制车辆冷却剂泵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通常涉及至少基于温差来控制车辆电动水泵/冷却剂泵，以提高效率。

背景技术

[0002] 车辆通常包括冷却系统，冷却系统使冷却流体循环以调节多种车辆组件的温度。

冷却流体通常是混有改良剂(例如，乙二醇)的水基流体，以使冷凝温度降低并使沸腾温度

升高。虽然被称作冷却流体、水或冷却剂，但是上述流体均可用于将车辆组件或车厢加热或

冷却到期望的运转温度。如在本公开中所使用的，对冷却剂的引用应被理解为包括用于使

一个或更多个车辆组件的运转温度升高或降低的任何类型的冷却流体。冷却剂通常通过一

个或更多个相关联的泵而循环通过冷却回路。对于具有内燃发动机的车辆(包括混合动力

车辆)而言，冷却剂泵或水泵可通过发动机曲轴的旋转而机械地运转。由于它们依赖于发动

机的运转，所以机械致动的冷却剂泵仅在发动机运转时运转，因此不能控制该冷却剂泵来

提高系统效率。在各种应用(例如，混合动力车辆)中机械致动的水泵可由电致动的水泵来

替代或补偿。类似地，不包括内燃发动机的电动车辆可包括水泵以向多种车辆组件(例如，

牵引电池和/或车厢)提供加热/冷却。由于电致动的水泵能基于各种车辆和环境运转条件

而运转，所以电致动的水泵提供更高的控制灵活性。

[0003] 车辆冷却回路可包括用于调节冷却剂温度的各种组件。例如，冷却回路可包括限

制或防止冷却剂回路通过换热器或散热器的恒温器，以减少冷却剂到达期望的运转温度所

需要的时间。冷却剂流还可响应于(例如)车厢加热或电池调节的请求而被引导通过换热器

或加热器芯。

[0004] 对于包括内燃发动机和电动水泵的应用，泵的运转可基于(例如)发动机温度和发

动机负荷。虽然适用于许多应用，但在一些运转条件下这会导致比所需要的冷却剂流更多

的冷却剂流。

发明内容

[0005] 本公开的实施例包括一种车辆，所述车辆包括：发动机，包括冷却剂入口和冷却剂

出口；水泵，连接到发动机并被构造为使泵流体流过冷却剂回路；至少一个控制器，与水泵

通信，并被配置为至少基于发动机冷却剂入口与发动机冷却剂出口之间的温差来控制水

泵。

[0006] 本公开的实施例包括一种方法，所述方法至少响应于发动机冷却剂入口与发动机

冷却剂出口之间的温差通过控制电运转的水泵来冷却发动机。

[0007] 一种用于控制具有电动冷却剂泵的车辆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基于发动机速度、

负荷以及发动机冷却剂入口温度与发动机冷却剂出口温度之间的温差来控制电动冷却剂

的泵速，以降低电动冷却剂泵的功耗。

[0008] 所述方法还包括：基于期望的冷却剂流量来控制电动冷却剂的泵速，所述期望的

冷却剂流量与当前发动机速度、负荷以及发动机冷却剂入口温度与发动机冷却剂出口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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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温差相关联。

[0009] 对于代表性的发动机速度和负荷，所述期望的冷却剂流量基于发动机冷却剂入口

温度与发动机冷却剂出口温度之间的期望温差而根据经验确定。

[0010] 使用基于发动机速度、负荷和温差的回归方程来确定所述期望的冷却剂流量。

[0011] 在一个实施例中，车辆包括冷却剂泵和控制器，所述控制器被配置为基于发动机

冷却剂入口处的冷却剂温度与发动机冷却剂出口处的冷却剂温度之间的预定温差来控制

冷却剂泵的冷却剂流量。控制冷却剂泵速，以供应期望的冷却剂流量。所述期望的冷却剂流

量还可基于发动机速度和负荷。在一个实施例中，使用根据经验确定的回归方程并使用当

前发动机冷却剂入口温度和当前发动机冷却剂出口温度、发动机速度、发动机负荷来计算

期望冷却剂泵的流量。

[0012] 一种用于控制电动冷却剂泵的方法，所述电动冷却剂泵与具有牵引电池和控制器

的混合动力车辆的内燃发动机相关联，所述控制器被配置为：基于发动机冷却剂入口温度

与发动机冷却剂出口温度之间的温差、发动机速度和负荷来使电动冷却剂泵以一泵速运

转，以提供期望的冷却剂流量。

[0013] 所述控制器被配置为：基于所述期望的冷却剂流量而使电动冷却剂泵运转，其中，

所述期望的冷却剂流量根据下面形式的等式来计算：

[0014] 期望的冷却剂流量＝α+(β×发动机速度)+(ρ×负荷)+(σ×ΔT)

[0015] 其中，α、β、ρ和σ是通过回归分析根据经验确定的常数，ΔT是发动机冷却剂入口温

度与发动机冷却剂出口温度之间的温差。

[0016] 所述方法还包括：如果当前发动机冷却剂温度低于对应的阈值，那么根据当前发

动机冷却剂温度来选择发动机冷却剂入口温度与发动机冷却剂出口温度之间的期望温差；

否则，将所述期望温差设置为预定的最小值。

[0017] 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提供了许多优点。例如，本公开通过确认冷却剂流量、发动机

速度和负荷与发动机冷却剂入口/出口温差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用于降低电动水泵的功耗

的系统和方法，以控制冷却剂流量并使泵运转最优化，从而保持期望的运转温度范围。相对

于仅基于发动机速度来控制电动水泵的运转而言，通过使冷却剂流量与冷却系统的预定的

热负荷这两者更好地匹配，至少基于发动机冷却剂入口温度与发动机冷却剂出口温度之间

的温差而控制电动水泵的运转能提高效率。根据各种实施例的电动水泵的运转利用的冷的

发动机比热的发动机能容许入口温度与出口温度之间的更大的温差的事实。通过基于入

口/出口温差来控制水/冷却剂泵，对冷却剂流量的控制有助于在降低总的泵能耗的同时使

发动机更快预热并使车厢更快加热。

[0018] 通过下面结合附图对优选实施例进行的详细描述，本公开的上述优点以及其他优

点和特征将变得显而易见。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公开的一个实施例的车辆的示意图，所述车辆具有发动机冷却系统，该发

动机冷却系统具有对其进行控制以降低能耗的电动水泵；

[0020] 图2是示出了本公开的各个实施例的用于控制车辆的电动水泵的代表性装置或方

法的操作的简化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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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3是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经验数据的示例性表格，该经验数据用来计算冷却

剂泵流量以控制冷却剂泵从而降低能耗；

[0022] 图4是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通过一组经验数据(例如，图3的那些经验数

据)来计算用在车辆中的各个冷却剂流量的示例性表格。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在此描述本公开的实施例。然而，应当理解，公开的实施例仅仅是示例，其它实施

例可采用各种和可选形式。附图不一定成比例地绘制；一些特征可被夸大或最小化，以显示

特定组件的细节。因此，在此公开的具体结构和功能细节不应当被解释为限制，而仅作为用

于教导本领域技术人员以不同的方式应用本公开的教导的代表性基础。如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将理解的，参照任一附图示出和描述的各种特征可与在一个或更多个其它附图中示出

的特征相组合，以产生未明显示出或描述的实施例。示出的特征的组合为典型应用提供代

表性实施例。然而，对于特定应用或实施方式，可期望与本公开的教导一致的特征的各种组

合和修改。如之前所描述的，术语“发动机冷却剂”、“冷却剂”、“水”或“冷却流体”指用于在

一个或更多个车辆组件与周围环境之间进行热交换的流体冷却剂，并且通常可被称作防冻

剂或冷却剂。通常由用水稀释的丙二醇和乙二醇来制成，但是如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通常

所理解的是，根据特定应用冷却剂可由多种其它类型的冷却流体来实现。

[0024] 各种实施例可包括控制器或控制电路，控制器或控制电路中的每个可包括与不同

类型的非瞬态计算机可读存储装置或介质通信的微处理器或中央处理单元(CPU)。非瞬态

计算机可读存储装置或介质可包括易失性存储器和非易失性存储器，例如，只读存储器

(ROM)和随机存取存储器(RAM)。计算机可读存储装置或介质可采用多个存储装置(例如，

PROM(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PROM(电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

储器)、闪速存储器或能够存储数据(这些数据中的一些代表由控制器或处理电路所使用的

可执行指令)的任何其它的电的、磁的、光学的或它们相结合的存储装置)中的任意存储装

置来实现。本公开的实施例通常提供多个电路或其它电子装置。对电路和其它电子装置以

及由这二者中的每个所提供的功能的所有引用并不意在限定为仅包含明确示出的和描述

的。虽然具体的标号被指定到所公开的各个电路或其它电子装置，但是这些标号并不意在

限定控制器、电路和/或其它电子装置的操作范围。这些电路和其它电子装置可基于所期望

的特定类型的电实施方式而按照任何方式彼此组合和/或分开。

[0025] 在一个或更多个附图中，流程图或类似的示意图可代表由处理器、处理电路或其

它控制电路、控制器所执行的控制逻辑或功能。这些附图提供代表性控制策略和/或控制逻

辑，控制策略和/或控制逻辑可使用一个或更多个处理策略(例如，事件驱动、中断驱动、多

任务、多线程等)来实施。这样，示出的各种步骤或功能可以按照示出的顺序执行、并行地执

行或在一些省略的情况下执行。类似地，可通过经网络(例如，控制器局域网(CAN))进行通

信的单个控制器或多个控制器来执行所述步骤或功能。虽然一直没有明确示出，但是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将意识到一个或更多个示出的步骤或功能可根据正在使用的具体处理策

略而被重复地执行。类似地，处理命令不一定要获得所描述的特征或优点，仅为容易示出和

描述而提供处理命令。可主要在由基于微处理器的控制器执行的软件中实现控制逻辑。当

然，可根据具体的应用而在一个或更多个控制器或处理器中的软件、硬件或软件和硬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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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中实现控制逻辑。当在软件中实现控制逻辑时，控制逻辑可设置在具有由计算机执行

的存储数据代码或指令的一个或更多个计算机可读存储装置或介质中。

[0026] 图1的框图中示出了用于在具有电动冷却剂泵的车辆中控制冷却剂流量的装置或

方法的一个实施例。车辆24的车辆冷却系统22可包括冷却剂管路26、恒温器28以及电动水

泵(EWP)或冷却剂泵32。恒温器28与电动冷却剂泵32通过冷却剂管路26连接，该冷却剂管路

26将恒温器28和电动水泵32的输出引导到发动机36的冷却剂入口34。冷却剂管路26还将发

动机36的冷却剂出口38连接到散热器39，该散热器39可包括相关的溢流罐/脱气罐41。冷却

剂旁通管路30可连接在冷却剂出口38与散热器39之间。冷却剂旁通管路30可绕开散热器39

并引导冷却剂回到恒温器28，回到电动冷却剂泵32，然后回到发动机36。车辆24还可包括：

加热器芯42，用于向车厢供应热；换热器44，可与废气再循环(EGR)系统40相关联。

[0027] 如图1所示，车辆24可包括用于控制各种车辆的系统和子系统的一个或更多个控

制器。在图1中，车辆系统控制器(VSC)20控制各种车辆系统的运转并可与一个或更多个其

它的控制器通信。例如，车辆24可包括诸如牵引控制模块、防抱死制动系统模块、动力传动

系控制模块、发动机控制器等的控制器或模块。控制器通常包括(例如)与非瞬态计算机可

读存储介质或装置(包括易失性存储装置、持久性存储装置和/或永久性存储装置，例如，随

机存取存储器(RAM)或不失效记忆体(KAM))通信的微处理器。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可采用

多个已知的存储装置(例如，PROM(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PROM(电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EPROM(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闪速存储器或能够存储数据(这些数据中的一些代

表可执行指令，微处理器使用这些可执行指令，以通过操作和/或控制冷却剂泵32的速度而

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冷却剂流量)的任何其它的电的、磁的、光学的或它们相结合的存储装

置)中的任意存储装置来实现。各种控制器可使用(例如)标准通信协议(例如，控制器局域

网(CAN)协议)而彼此通信。一个或更多个控制器可与(例如)关联的传感器直接或间接地通

信，所述关联的传感器测量或检测多个车辆运转条件和/或周围操作条件，例如，发动机冷

却剂入口温度和发动机冷却剂出口温度。

[0028] 当发动机36运转时，VSC  20计算或以其他方式确定期望的冷却剂流量以使运转温

度保持在预定范围内，并且VSC  20控制电动冷却剂泵32的运转速度以向发动机冷却回路提

供所述期望的冷却剂流量。与主要基于发动机速度和负荷来确定冷却剂流量和/或冷却剂

泵速的各种现有技术策略相比，本公开的实施例基于期望的发动机冷却剂入口/出口的温

差来确定冷却剂流量，所述温差可基于当前发动机冷却剂温度直到发动机冷却剂温度到达

相关的阈值为止，然后将温差设置为最小值。如图1所示，电动冷却剂泵32使冷却剂通过冷

却剂回路26和恒温器28循环至发动机36。起初，冷却剂可通过冷却剂旁通管路30循环而绕

开散热器39直到冷却剂到达足够打开恒温器28的温度为止。例如，恒温器28可被构造为当

发动机冷却剂温度到达82摄氏度时开始打开。绕开散热器39使发动机36更快速地到达期望

的运转温度从而降低排放，同时还能够更快速地对车厢进行加热。

[0029] 当恒温器28打开时，冷却剂流动经过散热器39以提供额外的冷却并使发动机运转

温度保持在期望的范围内。如下面更详细地解释，VSC  20还可增大或减小电动冷却剂泵32

的速度来改变冷却剂流量，以使发动机运转温度保持在期望的范围内。除了当前发动机速

度和负荷之外，还可基于发动机冷却剂入口温度与发动机冷却剂出口温度之间的温差来确

定期望的冷却剂流量和相关联的冷却剂泵的运转速度。发动机冷却剂入口温度可在冷却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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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发动机或发动机冷却套的位置或该位置附近进行测量，该位置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和实

施。发动机冷却剂入口温度可在实际的发动机入口的多个上游位置进行测量。类似地，根据

具体的应用和实施，发动机冷却剂出口温度可在实际的发动机出口的多个下游位置进行测

量。

[0030] 电动冷却剂泵32可连接到牵引电池46。发动机36可连接到动力源(或能量源)48，

例如，燃料系统或燃料单元，发动机36还可经由电动机/发电机连接到牵引电池46。在较高

的冷却剂流量和对应的较高的速度运转下电动冷却剂泵32所进行的操作需要来自电池46

和/或燃料源48的更多的能量。这样，通常期望仅在需要使发动机或其它车辆组件保持在期

望的运转温度范围内时运转电动冷却剂泵32。类似地，通常期望使电动冷却剂泵的运转及

其运转速度最优化，从而冷却剂流量不会超出使发动机运转温度保持在期望的范围内所需

要的流量，否则除了会导致能量浪费且系统效率降低之外，还会导致预热时间变长。

[0031] 图2是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各种实施例的用于控制混合动力车辆的电动冷却剂泵

的装置或方法的操作的流程图。在框200中，将发动机冷却剂温度(ECT)与相关联的阈值做

比较。如果ECT低于阈值，那么可根据当前发动机冷却剂温度来确定或选择发动机冷却剂入

口温度与发动机冷却剂出口温度之间的期望的温差或温度增量，如框210所示。在一个实施

例中，可通过由ECT进行索引的查询表格来选择或确定期望的温度增量。由于在发动机较冷

时能适应较大的温差而不像在发动机较热时要考虑发动机的温度会超过期望的最大运转

温度那样，所以有助于更快地进行发动机预热。如果如框200所确定的当前发动机冷却剂温

度超过阈值，那么将期望的温差或温度增量设置为最小值，如框220所示。

[0032] 基于针对当前发动机速度和负荷的所确定或选择的入口-出口温度增量来确定期

望的冷却剂流量，如框230所示。在一个实施例中，使用回归方程来确定期望的冷却剂流量，

所述回归方程具有针对具体应用而根据经验确定的常数，如参照图3和图4更详细地描述。

然后，如框240所示，控制泵的速度以向发动机输送期望的冷却剂流量，从而保持所选择的

入口-出口温差。因为电动冷却剂泵的运转时间和速度相对于主要基于发动机速度和负荷

的现有策略降低，所以采用变化的期望温差会使电动冷却剂泵更有效率地利用能量，其中，

所述变化的期望温差除了基于当前发动机速度和负荷之外还基于当前发动机冷却剂温度。

[0033] 本公开的实施例自动控制电动冷却剂泵的运转和速度以提高总的系统效率。在一

个实施例中，根据以下等式，利用具有根据经验确定的常数的回归方程来确定流量以获得

针对当前发动机速度、负荷和冷却剂温度的期望的入口-出口冷却剂温差，该等式为：

[0034] 流量＝α+(β×发动机速度)+(ρ×负荷)+(σ×ΔT)

[0035] 其中，α、β、ρ和σ是根据经验确定的常数，并且ΔT是期望的入口-出口冷却剂温差。

[0036] 现在参照图3，示出了经验结果300的表格，以便针对代表性的混合动力车辆应用，

建立冷却剂流量(H20FLOW)、发动机速度(RPM)、负荷(EECLOAD)及温差(ΔT)(该温差(ΔT)

为冷却剂入口温度(COOLANT  IN)与冷却剂出口温度(COOLANT  OUT)之间的温差)之间的关

系。图3示出了通过发动机的动力测试而在不同的发动机速度312、发动机负荷314和温差

316处为流量310提供的一些代表性数据。用于基于回归分析而确定常数的实际数据包括针

对比图3中示出的操作条件实际上更多的操作条件的数据，所述更多的操作条件包括(例

如)发动机速度从1000rpm变化到6000rpm、负荷从0.25变化到1以及ΔT从4摄氏度变化到10

摄氏度。然后，可利用先前所描述的常数的代表性值来获得如下的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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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电动冷却剂泵的流量＝48.5+(0.018×发动机速度)+(39.6×负荷)+(-9.52×Δ

T)

[0038] 当然，根据具体的应用和实施，数据可用来确定各种其它类型的方程。在一个示例

性的实施方式中，当车辆以某一发动机速度并在某一负荷下行驶时，车辆系统控制器(VSC)

可基于根据经验确定的方程来持续地计算期望的电动冷却剂泵流量，并且VSC可通过增大

或减小泵速而将电动冷却剂泵的流量调节到所计算的流量，以保持发动机冷却剂入口与出

口之间的预定的发动机冷却剂温差。所选择的ΔT使实现更快的发动机预热与防止发动机

超出最大期望的运转温度这二者平衡。对于热的发动机而言，示例性的预定的最小ΔT可设

为5摄氏度，将根据当前发动机冷却剂温度(ECT)所选择或期望的ΔT从针对冷的发动机的

10摄氏度的最大值变化为所述最小ΔT。热的发动机可被预定为温度在(例如)82摄氏度以

上的发动机。冷的发动机的ΔT可大于温热的发动机的ΔT，以使用于使发动机更快预热的

流量最小化并允许使车厢更快加热。由于发动机预热升温且ECT增大，所以所选择或期望的

ΔT减小直到ΔT到达最小值为止，以防止发动机温度超出最大期望的运转温度。

[0039] 图4是示例性表格400，示出了在相关联的发动机速度420和负荷430下根据经验确

定的流量410间的关系，以保持所选择或期望的ΔT  440。如图4的代表性数值所示，对于期

望的ΔT被保持在9摄氏度并且发动机是冷的且发动机以1500rpm的发动机速度运转的情况

下的发动机运转情形，VSC将泵流量设置为零，这意味着车辆不需要耗费使泵运转的能量。

进而允许车辆节约燃料或降低电力消耗，还允许发动机快速预热。当允许发动机快速预热

时，车厢也能在期望时快速预热。由于发动机速度420和负荷430增大(例如，分别从1800rpm

增大到3500rpm以及从0.25增大到0.35)，所选择或期望的ΔT从9摄氏度变化到7摄氏度。作

为响应，VSC使泵流量从4升/分(LPM)增大到50LPM以获得或保持期望的7摄氏度的ΔT。类似

地，由于发动机速度420从4000rpm增大到6000rpm，所以VSC通过增大泵速来使泵流量增大

到116LPM以将ΔT保持在5摄氏度。能实现的是，所描述的车辆冷却系统和方法能有效地设

置泵流量，使得在将发动机运转温度保持在期望的运转范围内的同时使能耗最小。

[0040] 如上述代表性实施例所示，本公开通过确认冷却剂流量、发动机速度和负荷以及

发动机冷却剂入口/出口温差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用于降低电动水泵的功耗的系统和方法，

以控制冷却剂流量并使泵运转最优化，从而保持期望的运转温度范围。相对于仅基于发动

机速度来控制电动水泵的运转而言，通过使冷却系统的冷却剂流量与预定的热负荷更好地

匹配，至少基于发动机冷却剂入口温度与发动机冷却剂出口温度之间的温差来控制电动水

泵的运转能提高效率。根据各种实施例的电动水泵的运转利用冷的发动机能比热的发动机

容许入口温度与出口温度之间的更大的温差的事实。通过基于入口/出口温差控制水/冷却

剂泵速而对冷却剂流量的控制有助于在降低总的泵能耗的同时使发动机更快预热并使车

厢更快加热。

[0041] 虽然已经详细描述了最佳方式，但是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认识到在权利要求

范围内的各种可选设计和实施方式。虽然多个实施例可能已经被描述为提供优点或在一个

或更多个期望特性方面优于其它实施例，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意识到，根据特定的应用和

实施方式，可以折中一个或更多个特性以实现期望的系统属性。这些属性包括但不限于：成

本、强度、耐用性、生命周期成本、可销售性、外观、包装、尺寸、可维修性、重量、可制造性、装

配的便利性等。这里讨论的实施例被描述为在一个或更多个特性方面比其它实施例或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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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实施方式更不令人期望的实施例并不在本公开的范围之外并且可期望用于特定应用。

说　明　书 7/7 页

9

CN 104420970 B

9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10

CN 104420970 B

10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11

CN 104420970 B

11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12

CN 104420970 B

12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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