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480079237.1

(22)申请日 2014.05.2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41497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2.15

(85)PCT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日

2016.11.24

(86)PCT国际申请的申请数据

PCT/JP2014/063948 2014.05.27

(87)PCT国际申请的公布数据

WO2015/181880 JA 2015.12.03

(73)专利权人 日产自动车株式会社

地址 日本神奈川县

(72)发明人 上原一将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天昊联合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112

代理人 何立波　张天舒

(51)Int.Cl.

F02D 41/40(2006.01)

(56)对比文件

WO 2012029180 A1,2012.03.08,

JP 2013256890 A,2013.12.26,

WO 2008156157 A1,2008.12.24,

审查员 樊锦涛

 

(54)发明名称

柴油发动机的控制装置以及控制方法

(57)摘要

直接喷射式柴油发动机(1)具备能够进行多

级喷射的燃料喷射喷嘴(7)，在中高负荷区域，为

了碳烟的减少而在主喷射刚结束后进行后喷射。

根据运转条件并通过对应图而对后喷射的喷射

时机进行设定(步骤1)。在过渡时，基于油轨压力

rPrail与目标油轨压力tPrail的差值ΔP而对后

喷射的喷射时机进行校正(步骤3)。在校正后的

喷射时机比阈值靠延迟角侧的情况下，禁止后喷

射(步骤4～6)。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6页  附图8页

CN 106414975 B

2020.04.21

CN
 1
06
41
49
75
 B



1.一种柴油发动机的控制装置，该柴油发动机是具备能够进行多级喷射的燃料喷射喷

嘴，且在主喷射刚结束后进行后喷射的直接喷射式柴油发动机，

所述柴油发动机的控制装置具备：

基于内燃机转速和负荷而对目标燃料压力进行设定并根据该目标燃料压力对向上述

燃料喷射喷嘴供给的燃料压力进行可变控制的单元；

基于内燃机转速和负荷而对上述后喷射的喷射时机的基本值进行设定的单元；以及

在内燃机的过渡时基于检测出的实际燃料压力与上述目标燃料压力的差，在实际燃料

压力比目标燃料压力高的情况下将上述后喷射的喷射时机的基本值向提前侧进行校正的

单元，

如果校正后的后喷射的喷射时机小于或等于阈值，则执行后喷射，其中，所述阈值表示

的是后喷射的喷射时机的延迟角侧的极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柴油发动机的控制装置，其中，

柴油发动机具备增压机，

所述柴油发动机的控制装置还具备：

基于内燃机转速和负荷而对目标增压压力进行设定的单元；以及

在内燃机的过渡时基于检测出的实际增压压力与上述目标增压压力的差，在实际增压

压力比目标增压压力低的情况下将对上述后喷射的喷射时机的基本值向提前侧进行校正

的单元。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柴油发动机的控制装置，其中，

在校正后的后喷射的喷射时机比阈值靠延迟角侧时，禁止后喷射。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柴油发动机的控制装置，其中，

作为实际燃料压力而使用主喷射时的实际燃料压力的值。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柴油发动机的控制装置，其中，

在实际燃料压力比目标燃料压力低的情况下，将上述后喷射的喷射时机的基本值向延

迟侧进行校正。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柴油发动机的控制装置，其中，

在实际增压压力比目标增压压力高的情况下，将上述后喷射的喷射时机的基本值向延

迟侧进行校正。

7.一种柴油发动机的控制方法，该柴油发动机是具备能够进行多级喷射的燃料喷射喷

嘴、且在主喷射刚结束后进行后喷射的直接喷射式柴油发动机，

基于内燃机转速和负荷而对目标燃料压力进行设定，根据该目标燃料压力而对向上述

燃料喷射喷嘴供给的燃料压力进行可变控制，并且，

基于内燃机转速和负荷而对上述后喷射的喷射时机的基本值进行设定，

在内燃机的过渡时基于检测出的实际燃料压力与上述目标燃料压力的差，在实际燃料

压力比目标燃料压力高的情况下将上述后喷射的喷射时机的基本值向提前侧进行校正，

如果校正后的后喷射的喷射时机小于或等于阈值，则执行后喷射，其中，所述阈值表示

的是后喷射的喷射时机的延迟角侧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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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发动机的控制装置以及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具备能够进行多级喷射的燃料喷射喷嘴、且在主喷射刚结束之后进行

后喷射的直接喷射式柴油发动机的控制装置以及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专利文献1、2等中记载有下述技术，即，为了抑制在直接喷射式柴油发动机中成为

问题的碳烟(soot)的产生，在主喷射刚结束之后进行较短时间的后喷射，使伴随着主喷射

的燃烧而产生的碳烟与后喷射的燃料一起燃烧。

[0003] 在这种后喷射的技术中，作为从主喷射结束起直至后喷射开始为止的时间间隔，

存在与各运转条件相对应的最佳值，如图8的特性a所示，如果横轴所示的时间间隔逐渐增

大，则通过以适当的时间间隔进行后喷射而呈现出碳烟的减少。此外，横轴的左端表示时间

间隔为0时、即未进行后喷射的情况(换言之，未分割为主喷射和后喷射的情况)。因此，为了

成为能获得最佳的碳烟减少效果的时间间隔，例如以对应图的形式对与运转条件(负荷、转

速等)相应的后喷射的喷射时机进行设定。在图8的例子中，这种最佳的后喷射的喷射时机

作为喷射时机IT1而设定。

[0004] 然而，在内燃机的过渡时，后喷射的碳烟的减少效果下降。例如，图8的特性b表示

加速时的后喷射的特性的例子，但如图所示，在预先作为最佳点而设定的喷射时机IT1，碳

烟几乎未减少，在与其相比增大时间间隔时，呈现出碳烟的减少。

[0005] 根据本发明人的研究，可以认为这是因为在加速时，在后喷射之前进行的主喷射

时的燃料压力(所谓的油轨压力)因响应延迟而比作为目标的燃料压力(稳定时的目标燃料

压力)低，因此在腔室内无法获得所需的气体流动。即，经由共轨而供给至燃料喷射喷嘴的

燃料压力基于内燃机转速以及负荷而设定为可变，因此在过渡时燃料压力的目标值发生变

化，通常在加速时作为目标的燃料压力升高。然而，实际的燃料压力的变化中存在响应延

迟，因此在主喷射时未达到所需的燃料压力，喷雾的动量下降。因此，对于碳烟的减少而最

佳的后喷射的喷射时机不同。

[0006] 图9是用于说明主喷射的腔室内的气体流动以该方式对后喷射造成的影响的说明

图，以等高线状示出燃烧室内的局部的空气过剩率的分布。此外，附图是以将空气过剩率划

分为14个等级的方式而描绘的，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符号E1所示的区域的空气过剩率

最高，符号E3所示的区域的空气过剩率最低，符号E2所示的区域是中间的空气过剩率的区

域。图(a)表示在适当的燃料压力下的主喷射之后进行后喷射时(后喷射结束时)的燃烧室

内的空气过剩率分布。在该阶段，因活塞开始下降以及主喷射的动量而产生逆挤气流，腔室

底部周围的燃烧部要借助该挤气流而向腔室中央部移动。图(a)获得了所需的气体流动，因

此后喷射的喷雾F被向氧以某种程度存在的区域喷射。因此，实现了碳烟的减少。

[0007] 与此相对，图(b)表示主喷射的燃料压力较低的情况下的状态，在该情况下，主喷

射的动量较低，逆挤气流较弱，因此在腔室底部周围的燃烧部向腔室中央部移动之前进行

后喷射。因此，后喷射的喷雾F被向缺氧的区域喷射，导致碳烟的增加。

说　明　书 1/6 页

3

CN 106414975 B

3



[0008] 图(c)表示在比图(b)的曲轴转角略微延迟的曲轴转角下执行后喷射的情况下的

状态，与图(b)的状态相比，燃烧部向腔室中央部移动，因此能够向氧以某种程度存在的区

域供给后喷射的喷雾F，实现了碳烟的减少。

[0009] 即使在减速时，后喷射的适当的喷射时机也因同样的理由而与稳定时不同。在减

速时，通常燃料压力因响应延迟而与目标值相比变得过大，因此适当的后喷射的喷射时机

进一步提前。

[0010]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2005-233163号公报

[0011] 专利文献2：日本特开2000-227061号公报

发明内容

[0012]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避免因如上所述的过渡时的燃料压力的变化而引起的碳烟的

恶化。

[0013] 本发明的柴油发动机的控制装置在具备能够进行多级喷射的燃料喷射喷嘴、且在

主喷射刚结束后进行后喷射的直接喷射式柴油发动机中，具备：基于内燃机转速和负荷而

对向上述燃料喷射喷嘴供给的燃料压力进行可变控制的单元；基于内燃机转速和负荷而对

上述后喷射的喷射时机进行设定的单元；以及在内燃机的过渡时基于检测出的实际燃料压

力而对上述后喷射的喷射时机进行校正的单元。

[0014] 在这样的本发明中，因过渡时实际燃料压力相对于目标燃料压力偏离而引起主喷

射的动量的余缺，与此相对应地，能够使后喷射的喷射时机变得适当，能够更可靠地通过后

喷射而实现碳烟的减少。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一个实施例的柴油发动机的结构说明图。

[0016] 图2是表示分割喷射的一个例子的说明图。

[0017] 图3是表示控制的一个例子的流程图。

[0018] 图4是表示控制的不同例子的流程图。

[0019] 图5是表示控制对应图的一个例子的说明图。

[0020] 图6是表示加速时的动作的时序图。

[0021] 图7是表示减速时的动作的时序图

[0022] 图8是表示后喷射的时间间隔与碳烟的关系的特性图。

[0023] 图9是表示主喷射的气体流动对后喷射造成的影响的说明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基于附图对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

[0025] 图1是将本发明所涉及的直喷式柴油发动机1与其进气排气系统一起示出的结构

说明图，活塞4可滑动地与形成于气缸体2的气缸3嵌合，并且在气缸体2的上表面固定的气

缸盖5将气缸3的上端开口覆盖。

[0026] 在上述活塞4的顶面凹陷设置有凹型的腔室6。该腔室6形成为相对于活塞4的同心

状，并具有较大的开口直径。另外，在上述气缸盖5侧、且在与上述腔室6的中心相对应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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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3的中心位置配置有多喷孔的燃料喷射喷嘴7。在该实施例中，上述燃料喷射喷嘴7沿气缸

3的中心轴线进行配置，即垂直地进行配置。

[0027] 在上述气缸盖5配置有一对进气阀8以及一对排气阀9，分别对进气端口10以及排

气端口11的前端开口部进行开闭。这些进气阀8以及排气阀9各自的阀杆分别配置为与气缸

3的中心轴线平行的垂直姿态。另外，在气缸盖5以与燃料喷射喷嘴7相邻的方式配置有预热

塞12。

[0028] 各气缸的燃料喷射喷嘴7分别与示意性地示出的共轨13连接，并形成为下述结构，

即，如果利用来自发动机控制单元16的驱动信号使得燃料喷射喷嘴7的气针(未图示)上升，

则利用高压燃料泵14对供给至共轨13内的高压燃料进行喷射。共轨13内的燃料压力经由调

压阀15而被发动机控制单元16调整为与运转条件相应的规定的压力。这里，上述燃料喷射

喷嘴7是使用压电元件等的高响应性的部件，构成为能够将根据负荷而要求的总燃料喷射

量分割为多级地进行喷射。

[0029] 该实施例的柴油发动机1具备涡轮增压机18，该涡轮增压机18的涡轮19配置于排

气通路21的通路中，压缩机20配置于进气通路22的通路中。在排气通路21的比涡轮19靠下

游侧的位置串联配置有预催化剂转化器23以及主催化剂转化器24。在进气通路22的比压缩

机20靠上流侧的位置设置有空气流量计25以及空气滤清器26，在与比压缩机20靠下游侧的

收集部28之间配置有中间冷却器27。并且，作为排气回流装置，具备：排气回流通路29，其将

排气通路21的比涡轮19靠上流侧的位置与进气收集部28连通；以及排气回流控制阀30，其

设置为用于将排气回流率控制为与内燃机运转条件相应的规定的排气回流率。上述涡轮增

压机18成为利用废气旁通减压阀18a的开度调整而能够根据内燃机运转条件进行可变控制

的形式的涡轮增压机。

[0030] 除了上述的空气流量计25以外，上述发动机控制单元16中还输入有来自对发动机

转速Ne进行检测的转速传感器31、对共轨13内的油轨压力(实际油轨压力)rPrail进行检测

的油轨压力传感器32、对进气温度Tin进行检测的进气温度传感器33、对增压压力Boost进

行检测的增压压力传感器34、对大气温度Tatm进行检测的大气温度传感器35、对大气压

Patm进行检测的大气压传感器36、对水温Tw进行检测的水温传感器37、对缸内压力Pcyl进

行检测的缸内压力传感器38等传感器类的检测信号。

[0031] 在如上所述的结构中，从燃料喷射喷嘴7应当喷射的总喷射量Q根据柴油发动机1

的负荷或者目标扭矩而决定。另外，共轨13内的燃料压力的目标值即目标油轨压力tPrail

基于该总喷射量Q、转速Ne、水温Tw、大气压Patm以及大气温度Tatm而决定。具体而言，如图5

所示，预先针对各水温、各大气压、各大气温度而设置以总喷射量Q和转速Ne为参数的对应

图(M1a、M1b、M1c···)，通过对该对应图进行检索而决定与此时的运转条件相应的目标

油轨压力tPrail。

[0032] 而且，从燃料喷射喷嘴7喷射的燃料根据运转条件而被分割为多级地喷射。例如，

如图2所示，除了隔着上止点TDC而进行的主喷射以外，还分割为前导喷射、预喷射以及后喷

射而进行喷射。后喷射主要是为了减少因主喷射的燃烧而产生的碳烟，在除了低负荷区域

以及完全打开时以外的中高负荷区域，基本上进行后喷射。

[0033] 与上述的目标油轨压力tPrail相同地，主喷射的喷射量以及主喷射的喷射时机通

过与水温Tw、大气压Patm、大气温度Tatm相应地设置多个以总喷射量Q和转速Ne为参数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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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图(参照图5中的M2a、M2b、M2c···)、并对相对应的值进行检索而决定。此外，图5中仅

举例示出了主喷射的喷射时机用的对应图，但针对喷射量也具备同样的对应图。主喷射结

束之后隔开适当的时间间隔Int(参照图2)而喷射的后喷射的喷射时机，也同样地通过与水

温Tw、大气压Patm、大气温度Tatm相应地设置多个以总喷射量Q和转速Ne为参数的对应图

(参照图5中的M3a、M3b、M3c···)、并对相对应的值进行检索而决定。

[0034] 通过以与运转条件相应的最佳的时间间隔进行后喷射，使因主喷射而产生的碳烟

与后喷射的燃料一起燃烧，因此实现了中高负荷区域的碳烟的减少。

[0035] 然而，如前所述，如果过渡时实际的燃料压力(实际油轨压力rPrail)因响应延迟

而相对于目标油轨压力tPrail偏离，则基于总喷射量Q和转速Ne并根据对应图而设定的后

喷射的喷射时机并非与实际的气体流动相对应的适当的喷射时机，无法获得所需的碳烟减

少作用。因此，在本实施例中，基于实际油轨压力rPrail进行校正以使得后喷射的喷射时机

成为适当的喷射时机。

[0036] 图3是表示具体处理的一个例子的流程图，在步骤1中，根据此时的运转条件而求

出后喷射的喷射时机的基本值。详细而言，基于总喷射量Q、转速Ne、水温Tw、大气压Patm、大

气温度Tatm并利用前述的对应图(图5中的M3a、M3b、M3c···)而检索相对应的后喷射的

喷射时机。

[0037] 接着，在步骤2中，将油轨压力传感器32检测出的主喷射的喷射时刻下的实际油轨

压力rPrail读入。此外，可以作为代替方式而使用当前时刻下的实际油轨压力rPrail的值。

而且，在步骤3中，基于此时的目标油轨压力tPrail和实际油轨压力rPrail的差值ΔP、内燃

机转速Ne、主喷射的喷射量Qmain而对后喷射的喷射时机施加校正。基本上在实际油轨压力

rPrail比目标油轨压力tPrail低的情况下，将后喷射的喷射时机向延迟侧校正，在实际油

轨压力rPrail比目标油轨压力tPrail高的情况下，将后喷射的喷射时机向提前侧校正。此

外，在加速时通常成为前者的方式，在减速时通常成为后者的方式。如前所述，实际油轨压

力rPrail与目标油轨压力tPrail之差，与后喷射时的逆挤气流的速度有关。另外，即使差值

ΔP为相同的值，逆挤气流的速度也根据内燃机转速Ne以及主喷射的喷射量Qmain而不同，

因此还包括这些参数在内求出它们的所需的校正量，对喷射时机基本值施加校正。

[0038] 接着，在步骤4中，基于内燃机运转条件(例如，总喷射量Q、转速Ne、水温Tw等)而对

表示后喷射的喷射时机的延迟角侧的极限的阈值ITlim进行设定。这主要根据油耗、后喷射

的油的稀释等观点而确定。

[0039] 在步骤5中，判定步骤3中决定的校正后的后喷射的喷射时机是否小于或等于阈值

ITlim(即，比阈值ITlim靠提前角侧)。这里，如果校正后的喷射时机比阈值ITlim靠延迟角

侧，则进入步骤6，禁止后喷射。此外，在限制于阈值ITlim的状态下不执行后喷射是因为，如

果是不适当的喷射时机的后喷射则反而有可能引起碳烟的恶化。

[0040] 如果校正后的后喷射的喷射时机小于或等于阈值ITlim，则根据未图示的其他喷

射控制程序而执行后喷射。

[0041] 由此，在上述实施例中，在过渡时实际油轨压力rPrail相对于目标油轨压力

tPrail延迟地变化的情况下，基于主喷射的喷射时刻下的实际油轨压力rPrail与目标油轨

压力tPrail的差值ΔP而对后喷射的喷射时机进行校正，因此以与实际的逆挤气流的速度

相对应的形式在适当的时机进行后喷射，通过后喷射而实现了碳烟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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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此外，在上述实施例中，将后喷射的喷射时机的值本身与阈值ITlim进行比较，但

也可以针对从主喷射结束的时刻起直至后喷射开始为止的时间间隔Int而设置阈值，两者

实质上并未发生变化。

[0043] 另外，在上述实施例中，并不进行过渡判定。这是因为，如果处于稳定时，则实际油

轨压力rPrail与目标油轨压力tPrail的差值ΔP成为0，在步骤3中实质上不进行校正。然

而，可以根据加速器踏板开度的变化量等而进行处于稳定状态还是过渡状态的判定，并仅

在过渡时进行步骤2～6的处理。

[0044] 图4是表示具体处理的其他例子的流程图。该实施例还考虑了涡轮增压机18的增

压压力Boost的过渡时的响应延迟。增压压力boost的目标值tBoost依然基于内燃机运转条

件(例如总喷射量Q、转速Ne、水温Tw等)而设定，因此在加速、减速的过渡时目标值tBoost发

生变化，但在实际的增压压力Boost的变化中存在响应延迟。该增压压力boost对前述的主

喷射的动量以及作为其结果而产生的气体流动造成影响，因此如果实际的增压压力boost

因响应延迟而与目标值tBoost不同，则依然对最佳的后喷射的喷射时机产生影响。此外，在

实际的加速、减速中，该增压压力Boost的响应延迟的影响与实际油轨压力rPrail的响应延

迟的影响相比极小。

[0045] 在步骤11中，根据此时的运转条件而求出后喷射的喷射时机的基本值。详细而言，

基于总喷射量Q、转速Ne、水温Tw、大气压Patm、大气温度Tatm并利用前述的对应图(图5中的

M3a、M3b、M3c···)而检索相对应的后喷射的喷射时机。

[0046] 在步骤12中，将油轨压力传感器32检测出的主喷射的喷射时刻下的实际油轨压力

rPrail、和增压压力传感器34检测出的主喷射的喷射时刻下的增压压力Boost读入。此外，

可以作为代替方式而使用当前时刻下的实际油轨压力rPrail以及增压压力Boost的值。而

且，在步骤13中，基于此时的目标油轨压力tPrail与实际油轨压力rPrail的差值ΔP、内燃

机转速Ne、主喷射的喷射量Qmain而对后喷射的喷射时机施加校正。基本上在实际油轨压力

rPrail比目标油轨压力tPrail低的情况下，将后喷射的喷射时机向延迟侧校正，在实际油

轨压力rPrail比目标油轨压力tPrail高的情况下，将后喷射的喷射时机向提前侧校正。如

前所述，在加速时通常成为前者的方式，在减速时通常成为后者的方式。

[0047] 并且，在步骤14中，根据此时的增压压力目标值tBoost与步骤12中读入的主喷射

的喷射时刻下的增压压力Boost的差值ΔB而对后喷射的喷射时机进一步施加校正。基本上

在增压压力Boost比目标值tBoost低的情况下，将后喷射的喷射时机向提前侧校正，在增压

压力Boost比目标值tBoost高的情况下，将后喷射的喷射时机向延迟侧校正。在加速时通常

成为前者的方式，在减速时通常成为后者的方式。

[0048] 接着，在步骤15中，基于内燃机运转条件(例如总喷射量Q、转速Ne、水温Tw等)而对

表示后喷射的喷射时机的延迟角侧的极限的阈值ITlim进行设定。这主要是根据油耗、后喷

射的油的稀释等观点而确定。

[0049] 在步骤16中，判定步骤14中决定的校正后的后喷射的喷射时机是否小于或等于阈

值ITlim(即，比阈值ITlim靠提前角侧)。这里，如果校正后的喷射时机比阈值ITlim靠延迟

角侧，则进入步骤17，禁止后喷射。

[0050] 根据以该方式考虑了实际油轨压力rPrail的响应延迟和增压压力Boost的响应延

迟这双方的实施例，能够更准确地掌握实际的逆挤气流的状态，更适当地通过后喷射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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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碳烟的减少。

[0051] 图6及图7是表示图4所示的实施例所涉及的过渡时的校正的时序图，图6表示加速

时的动作，图7表示减速时的动作。图(a)、图(b)、图(c)、图(d)分别表示碳烟的排出量、增压

压力Boost、油轨压力Prail、后喷射的时间间隔Int。图(e)为后喷射的喷射量。

[0052] 在图6的例子中，在时刻t1进行加速，增压压力的目标值tBoost以及目标油轨压力

tPrail阶梯式地升高，实际的增压压力Boost以及实际油轨压力rPrail随着响应延迟而发

生变化。由此，将从主喷射结束起直至后喷射开始为止的时间间隔Int向扩大方向校正。如

图(a)所示，柴油发动机1排出的碳烟随着加速而增加，但与未适当地对后喷射的喷射时机

进行校正的对比例的特性相比，在实施例中，碳烟的排出量因适当的喷射时机的后喷射而

减少。

[0053] 在图7的例子中，在时刻t2，从较高负荷的区域减速，增压压力的目标值tBoost以

及目标油轨压力tPrail阶梯式地下降，与此相对，实际的增压压力Boost以及实际油轨压力

rPrail随着响应延迟而发生变化。在该情况下，将从主喷射结束起直至后喷射开始为止的

时间间隔Int向减小方向校正。由此，后喷射的喷射时机成为更加适当的喷射时机，减少了

碳烟的排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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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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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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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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