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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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614225.5

(22)申请日 2016.07.2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22408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12.14

(73)专利权人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大同供电公

司

地址 037000 山西省大同市迎宾路61号

(72)发明人 王启银　袁思祥　程远　力勃勇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律谱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457

代理人 黄云铎

(51)Int.Cl.

F02B 37/18(2006.01)

F02B 39/14(2006.01)

F01P 3/12(2006.01)

F01P 11/08(2006.01)

F01P 3/20(2006.01)

F02M 26/28(2016.01)

F02B 29/0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4641085 A,2015.05.20,

CN 204344190 U,2015.05.20,

CN 103334820 A,2013.10.02,

审查员 牛亚楠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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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电力工程车的冷却系统，包括发动机，

所述发动机配置有涡轮增压器，涡轮增压器包括

涡轮机，联轴器和压缩机，在涡轮增压器之前设

置有EGR管道，所述EGR管道上设置有EGR冷却器。

还包括机油冷却系统，用于对所述涡轮增压器和

发动机进行润滑。还包括水冷却系统，用于对机

油冷却系统和EGR冷却器进行润滑。在所述涡轮

增压器之前还设置有排气管道，用于将排气直接

引入排气后处理系统而不经过所述涡轮增压器。

本发明的冷却系统可以选择涡轮增压器是否工

作，有效地对涡轮增压器和进气进行冷却，平衡

发动机各个热部件之间的冷却需求，整体上提高

了系统的冷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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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力工程车的冷却系统,包括发动机，所述发动机配置有涡轮增压器，所述涡轮

增压器包括涡轮机，联轴器和压缩机；所述发动机的排气端配置有ERG管，用于将发动机的

部分废气引入ERG冷却器，经过ERG冷却器冷却后的废气进一步与所述压缩机压缩后的压缩

空气混合后通过压缩空气出气管进入到进气冷却器中进行冷却，然后再一起通过进气总管

进入发动机的进气端，所述进气冷却器设置在所述进气总管上；还包括机油冷却系统，用于

对所述涡轮增压器和发动机进行润滑；还包括水冷却系统，用于对机油冷却系统和EGR冷却

器进行冷却；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涡轮增压器之前还设置有排气管道，用于将排气直接引入

排气后处理系统而不经过所述涡轮增压器；所述机油冷却系统包括机油冷却模块和机油管

道，所述机油冷却模块用于对润滑油进行过滤和冷却，所述机油管道用于输出过滤和冷却

后的润滑油，在所述机油管道上设置有机油旁路，该机油旁路上设置有电磁阀，用于将过滤

和冷却后的润滑油导入所述联轴器中，对涡轮增压器进行冷却；或者将润滑油旁通过过所

述涡轮增压器而直接进入所述发动机中，所述机油管道流体连通所述发动机，还包括机油

回油通道，用于将润滑和冷却发动机后的润滑油返回到机油冷却模块中；所述机油冷却模

块包括机油滤清器和机油冷却器，所述机油冷却器包括冷却芯，所述机油滤清器为双过滤

器形式，其中第一过滤器用于对发动机输送来的润滑油进行过滤，所述冷却芯用于接收第

一过滤器过滤后的润滑油，第二过滤器用于将所述冷却芯冷却后的润滑油再次进行过滤后

输出到机油管道中；当ECU检测到发动机需要大功率、大扭矩的输出时，所述ECU控制所述涡

轮增压器工作，同时控制机油旁路的电磁阀和冷却水旁通管上的电磁阀打开，同时控制EGR

冷却器管道上的电磁阀和机油管道上的电磁阀关闭；当ECU检测到发动机不需要大功率、大

扭矩的输出时，所述ECU控制排气旁通过所述涡轮增压器，同时控制机油旁路的电磁阀关

闭，控制EGR冷却器管道上的电磁阀和机油管道上的电磁阀打开；冷却水旁通管上的电磁阀

选择关闭或打开。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力工程车的冷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冷却系统能够将冷

却水引入或旁通过所述进气冷却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力工程车的冷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冷却系统包括水

泵，用于将经过散热器冷却后的冷却水引入所述机油冷却模块和EGR冷却器中，还包括EGR

冷却器管道，用于将经过EGR冷却器后冷却水汇入冷却水总管中，所述冷却水总管导入发动

机中，还包括回水管道，用于将冷却水返回到所述散热器中；在所述EGR冷却器管道上设置

有冷却水旁通管，该冷却水旁通管用于将在EGR冷却器管道的冷却水引入进气冷却器中对

进气进行冷却后汇入所述冷却水总管中。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力工程车的冷却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机油管道上设置有

电磁阀，用于打开或关闭机油管道；在所述机油旁路上也设置有电磁阀，用于打开或关闭机

油旁路；在EGR冷却器管道上设置有电磁阀用于打开或关闭EGR冷却器管；在所述冷却水旁

通管设置有电磁阀用于打开或冷却水旁通管，上述所有电磁阀均电连接至ECU上，所述ECU

根据发动机的需求控制上述所有电磁的打开或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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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力工程车的冷却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一种冷却系统，尤其是涉及一种电力工程车的冷却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电力工程车是执行电力任务的车辆，广泛用于各类电力抢修、安装任务中。电力工

程车常规工作时，为正常行驶，但执行某些任务时，需要发动机输出较大的扭矩。如进行吊

装、拖车任务时，需要发动机的转速和输出都达到较高的水准。通常情况下，电力工程车会

使用涡轮增压器来满足大功率的需求，然而涡轮增压器会显著地增加油耗，因为通常发动

机熄火之前后，必须维持对涡轮增压器的机油润滑冷却，否则会对涡轮增压器造成热损。当

电力工程车进行巡航时，由于不需要大功率输出，通常不需要涡轮增压器进行工作。然而现

有技术中并没有一种系统可以有选择地选择涡轮增压器是否工作，通常涡轮增压器不论发

动机的输出如何都是维持工作状态的，这就造成了涡轮增压器需要同时进行冷却，增加了

发动机的冷却负载。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由此提供了一种电力工程车的冷却系统

包括发动机，所述发动机配置有涡轮增压器，所述涡轮增压器包括涡轮机，联轴器和压缩

机；所述发动机的排气端配置有ERG管，用于将发动机的部分废气引入ERG冷却器，经过ERG

冷却器冷却后的废气进一步与所述压缩机压缩后的压缩空气混合后通过压缩空气出气管

进入到进气冷却器中进行冷却，然后再一起通过进气总管进入发动机的进气端，所述进气

冷却器设置在所述进气总管上；还包括机油冷却系统，用于对所述涡轮增压器和发动机进

行润滑；还包括水冷却系统，用于对机油冷却系统和EGR冷却器进行润滑；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涡轮增压器之前还设置有排气管道，用于将排气直接引入排气后处理系统而不经过所述

涡轮增压器。

[0004] 特别的，所述机油冷却系统能够将润滑油旁通过过所述涡轮增压器而直接进入所

述发动机中，所述水冷却系统能够将冷却水引入或旁通过所述进气冷却器。

[0005] 特别的，所述机油冷却系统包括机油冷却模块和机油管道，所述机油冷却模块用

于对润滑油进行过滤和冷却，所述机油管道用于输出过滤和冷却后的润滑油，在所述机油

管道上设置有机油旁路，该机油旁路用于将过滤和冷却后的润滑油导入所述联轴器中，对

涡轮增压器进行冷却；所述机油管道流体连通所述发动机，还包括机油回油通道，用于将润

滑和冷却发动机后的润滑油返回到机油冷却模块中。

[0006] 特别的，所述水冷却系统包括水泵，用于将经过散热器冷却后的冷却水引入所述

机油冷却模块和EGR冷却器中，还包括EGR冷却器管道，用于将经过EGR冷却器后冷却水汇入

冷却水总管中，所述冷却水总管导入发动机中，还包括回水管道，用于将冷却水返回到所述

散热器中；在所述EGR冷却器管道上设置有冷却水旁通管，该冷却水旁通管用于将在EGR冷

却器管道的冷却水引入进气冷却器中对进气进行冷却后汇入所述冷却水总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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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特别的，在所述机油管道上设置有电磁阀，用于打开或关闭机油管道；在所述机油

旁路上也设置有电磁阀，用于用于打开或关闭机油旁路；在EGR冷却器管道上设置有电磁阀

用于打开或关闭EGR冷却器管；在所述冷却水旁通管设置有电磁阀用于打开或冷却水旁通

管，上述所有电磁阀均电连接至ECU上，所述ECU根据发动机的需求控制上述所有电磁的打

开或关闭。

[0008] 进一步的，当ECU检测到发动机需要大功率、大扭矩的输出时，所述ECU控制所述涡

轮增压器工作，同时控制机油旁路的电磁阀和冷却水旁通管上的电磁阀打开，同时控制EGR

冷却器管道上的电磁阀和机油管道上的电磁阀关闭。

[0009] 进一步的，当ECU检测到发动机不需要大功率、大扭矩的输出时，所述ECU控制排气

旁通过所述涡轮增压器，同时控制机油旁路的电磁阀和冷却水旁通管上的电磁阀关闭，同

时控制EGR冷却器管道上的电磁阀和机油管道上的电磁阀打开。

[0010] 进一步的，当ECU检测到发动机不需要大功率、大扭矩的输出时，所述ECU控制排气

旁通过所述涡轮增压器，同时控制机油旁路的电磁阀关闭，同时控制冷却水旁通管上的电

磁阀、EGR冷却器管道上的电磁阀和机油管道上的电磁阀打开。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机油冷却模块包括机油滤清器和机油冷却器，所述机油冷却器包

括冷却芯，所述所述机油滤清器为双过滤器形式，其中第一过滤器用于对发动机输送来的

润滑油进行过滤，所述冷却芯用于接收第一过滤器过滤后的润滑油，第二过滤器用于将所

述冷却芯冷却后的润滑油再次进行过滤后输出到机油管道中

[0012] 本发明的冷却系统使得当发动机不需要大功率运行时，不论是润滑油还是冷却水

都优选地经过较少地热部件，“直接”对发动机进行冷却，由此本发明的发动机的冷却效率

得到提升。而当发动机需要大功率运行时，本发明的冷却系统可以有效地对涡轮增压器和

进气进行冷却，平衡发动机各个热部件之间的冷却需求，整体上提高了系统的冷却效率。

附图说明

[0013] 当结合附图考虑时，参考下面的描述能够很好的理解本发明的结构、原理、工作特

点和优点，但此处说明的附图用来对本发明的进一步解释，所附示意图只是为了更好的对

本发明进行说明，并不对本发明构成不当限定，其中：

[0014] 图1为本发明电力工程车的冷却系统的组成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的电力工程车的冷却系统的机油冷却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实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应当指出的是，以下实施例仅仅

为示意性的，其并非意图限制本发明。

[0017] 参考图1，本发明的电力工程车的冷却系统包括发动机1，该发动机1配置有涡轮增

压器，涡轮增压器包括涡轮机9，联轴器8和压缩机10，其中涡轮机9用于接收发动机1的废

气，在废气的驱动下旋转，并通过联轴器8带动压缩机10旋转。压缩机10用于将空气压缩后

输送进气冷却器6进行冷却，然后再输送至发动机1的进气端。发动机1的排气端配置有ERG

管，用于将发动机1的部分废气引入ERG冷却器7，经过ERG冷却器7冷却后的废气进一步与压

缩空气混合后通过压缩空气出气管23进入到进气冷却器6中进行冷却，然后再一起通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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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总管21进入发动机1的进气端。

[0018] 本发明的冷却系统包括润滑油冷却系统，参考图2，该润滑油冷却系统包括机油冷

却模块5，该机油冷却模块5包括机油滤清器51和机油冷却器52，经过机油滤清器51过滤的

机油进一步在机油冷却器52的冷却芯52中进行冷却，冷却后的机油通过机油管道15输送至

发动机1，对发动机1进行进一步润滑和冷却后通过机油回油通道17回到机油滤清器51中。

在机油管道15上设置有机油旁路16，该机油旁路16用于将冷却后的润滑油导入涡轮增压器

的联轴器8中，以对涡轮增压器进行冷却，冷却涡轮增压器后的润滑油汇入机油管道15中，

再进入发动机1对发动机1进行冷却和润滑后通过机油回油通道17返回到机油滤清器51中。

[0019] 本发明的机油滤清器51为双过滤器形式，润滑油首先进入第一过滤器511中进行

过滤后进入冷却芯53中，在冷却芯53中与机油冷却器52中的冷却水进行热交换后，再进入

到第二过滤器512中进行过滤，过滤完成后进入机油管道15中。由于冷却芯53通常由金属制

成，因此经过冷却芯53的润滑油也会受到一定的污染，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再次过滤。

[0020] 本发明的冷却系统还包括水冷却系统，该水冷却系统包括水泵4，水泵4用于将经

过散热器2冷却后的冷却水引入机油冷却模块5的机油冷却器52中，对机油冷却模块5中的

润滑油进行冷却，然后冷却水经过冷却水管道22进入EGR冷却器7中，对EGR冷却器中的排气

进行冷却后再经过EGR冷却器管道25汇入冷却水总管20中，冷却水总管20导入发动机1中，

对发动机1的气缸和缸盖进行冷却后，通过回水管道18回到散热器2中。在EGR冷却器管道25

上设置有冷却水旁通管24，该冷却水旁通管24用于将在ERG冷却器管道25的冷却水引入进

气冷却器6中对进气进行冷却后汇入冷却水管道20中。

[0021] 在机油管道15上设置有电磁阀14，用于打开或关闭机油管道15。机油旁路16上也

设置有电磁阀13，用于用于打开或关闭机油旁路16。EGR冷却器管道25设置有电磁阀11用于

打开或关闭EGR冷却器管道25。冷却水旁通管24设置有电磁阀12用于打开或冷却水旁通管

24。上述电磁阀11,12,13,14均电连接至ECU3上。ECU3根据发动机3的需求控制上述电磁阀

11,12,13,14的打开或关闭。

[0022] 电力工程车在执行任务时常需要大功率的输出，此时需要采用涡轮增压器工作，

以提高发动机的扭矩输出。然而在电力工程车巡航时，通常仅需要常规动力输出即可，不需

要大功率输出，此时，最佳的操作方法是涡轮增压器处于不工作状态，排气直接旁通过涡轮

增压器进入排气后处理系统。涡轮增压器能够提高发动机的功率输出，但由于涡轮增压器

的使用需要润滑油进行冷却，因此提高了润滑油的温度。需要对润滑油进行额外的散热。这

对于系统的热稳定性而言是不利的。因此，间歇性地使用涡轮增压器是十分有必要的。

[0023] 在本发明中，当ECU检测到发动机需要大功率、大扭矩的输出时，例如电力工程车

进行拖车、吊装任务时，ECU3控制发动机1的排气首先进入涡轮增压器的涡轮机9中，驱动涡

轮增压器进行工作，然后再经过排气后处理系统19排出。此时，ECU3同时控制电磁阀12和电

磁阀13打开，而电磁阀11和电磁阀14关闭。这样，由于机油旁路16的电磁阀13打开，而机油

管道15上的电磁阀14关闭，因此润滑油首先经过涡轮增压器的联轴器8对涡轮增压器进行

润滑和冷却后，再经过机油管道15进入发动机1中对发动机进行润滑和冷却，最后经过机油

回油通道17返回到机油滤清器51中。与此同时，由于涡轮增压器的压缩机10对进气空气进

行了压缩，因此压缩后的进气空气温度有较大的提高，因此，此时ECU3控制EGR冷却器管道

25上的电磁阀11关闭，而冷却水旁通管24上的电磁阀12打开，此时冷却水将在冷却EGR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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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7后进一步冷却进气冷却器6，然后再汇入冷却水总管20中。由此，当发动机3的输出增大

时，涡轮增压器和废气再循环同时使用，冷却水同时对涡轮增压器和压缩后的空气与再循

环废气的混合气进行冷却，有效地满足了发动机的冷却需求，提高了发动机效率和热稳定

性。

[0024] 当发动机3处于巡航工作状态，如正常行驶时，此时EUC3控制排气不经过涡轮增压

器，直接进入废气后处理装置19。由于涡轮增压器不工作，因此此时不需要对涡轮增压器进

行冷却和润滑，ECU3控制机油旁路16上的电磁阀13关闭，而机油管道15上的电磁阀14打开，

此时润滑油直接进入发动机1中对发动机进行冷却和润滑，从而提高了发动机的冷却效率。

同时由于涡轮增压器不工作，因此不需要对进气冷却器6进行全功率的冷却，此时ECU3控制

EGR冷却器管道25的电磁阀11打开，同时控制冷却水旁通管24的电磁阀12也打开，这样部分

冷却水对进气冷却器6进行冷却，而部分冷却水直接旁通过进气冷却器6而直接进入冷却水

总管20中。由此冷却水的温度不会生得太高，可以更好地对发动机1进行润滑。在一个优选

的实施例中，ECU3控制EGR冷却器管道25的电磁阀11打开，同时控制冷却水旁通管24的电磁

阀12关闭，冷却水直接旁通过进气冷却器6而直接进入冷却水总管20中，进气冷却器6仅依

靠大气空气进行冷却。由此，冷却水可以不对进气进行冷却而直接对发动机1进行冷却，节

省了冷量。

[0025] 当发动机不需要大功率运行时，不论是润滑油还是冷却水都优选地经过较少地热

部件，“直接”对发动机进行冷却，由此本发明的发动机的冷却效率得到提升。

[0026] 而当发动机需要大功率运行时，本发明的冷却系统可以有效地对涡轮增压器和进

气进行冷却，平衡发动机各个热部件之间的冷却需求，整体上提高了系统的冷却效率。

[0027] 尽管已经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地描述，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

地是，本发明并非仅限于特定实施例，相反，在没有超出本申请精神和实质的各种修正，变

形和替换都落入到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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