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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低温压燃小负荷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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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一台装有电液可变气门的单缸柴油机上，基于喷油正时、内部废气再循环(EGR)和喷油压力的协同控

制，对小负荷工况下汽油燃料直喷压燃模式的燃烧特性和排放特性进行了试验研究，并对实现汽油燃料高效清洁
稳定低温压燃的控制区间进行了探索研究．内部 EGR 通过排气门两次开启实现，发动机转速和循环喷油量分别
固定为 1,500,r/min 和 28,mg．研究结果表明，基于燃油早喷、较低内部 EGR 率和较高喷油压力的协同控制可以
使汽油在平均指示压力约为 0.46,MPa 工况下实现高效清洁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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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with Gasoline at Low 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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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s of injection timing，internal exhaust gas recirculation(EGR)and injection pressure on gasoline direct-injection compression ignition combustion and emissions characteristics were studied on a singlecylinder diesel engine equipped with an electrohydraulic variable valve actuator(VVA)system．The operating region for high-efficient，clean and stable gasoline compression ignition combustion was explored and discussed．The internal EGR was achieved by an extra opening of the exhaust valve in the intake process．The study
was conducted at an engine speed of 1,500,r/min with the cyclic fuel mass of 28,mg．The results illustrate that the
high-efficient and clean gasoline compression ignition combustion can be achieved with the coupling control strategies of early fuel injection timing，low internal EGR rate and high injection pressure at about 0.46,MPa gross indicated mean effective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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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柴油，汽油类燃料具有更好的挥发性与更高
的辛烷值，有利于燃油与空气混合，结合中冷 EGR

策略可以获得低 NOx 与碳烟排放，有效拓展内燃机
清洁燃烧负荷上限 [1-3] ，汽油直喷压燃低温燃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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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为目前内燃机燃烧研究的一个热点，然而由于汽
油燃料十六烷值较低，燃烧稳定性差成为汽油低温燃
烧在小负荷工况面临的主要瓶颈．研究表明，在进气
温度为 40,℃以及进气压力介于 0.18～0.22,MPa 条件
下，辛烷值高于 87 和 96 的汽油分别难以在平均指示
压力为 0.7,MPa 和 1,MPa 工况下清洁压燃[4]；而在固
定进气温度为 62,℃条件下，辛烷值高于 87 的燃料必
须结合 0.21,MPa 进气压力才能在平均指示压力为
0.2,MPa 工况下清洁压燃[5]．利用可变气门技术实现
的内部 EGR 可以获得较高的混合气温度分层，降低
对进气温度和进气压力需求，这将有助于汽油压燃低
温燃烧模式向更小负荷工况拓展，满足怠速工况需
求 [6-8] ．但 同 时 研 究 也 表 明 ，随 着 负 荷 升 高 至
0.38,MPa，单独采用内部 EGR 会导致燃烧反应速率
过快，难以兼顾 NOx 与碳烟排放[9]．利用燃油早喷以
及提高喷油压力技术可以形成较均匀的油气混合，是
改善 NOx 与碳烟排放折中关系的有效手段，已在柴
油燃料低温压燃研究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10-11]，但考
虑汽油和柴油在理化特性上的巨大差异，汽油低温燃
烧的燃烧控制也有别于传统柴油低温燃烧．小负荷
工 况 下 ，采 用 燃 油 早 喷 以 及 高 喷 油 压 力 结 合 中 冷
EGR 策略下容易形成过稀混合气分层，生成大量未
完全燃烧产物，反而不利于汽油的稳定压燃[12-13]，而
喷油正时与喷油压力结合内部 EGR 策略对汽油小负
荷低温压燃影响的研究还很少．因此，本文在小负荷
工况下开展了内部 EGR、喷油正时和喷油压力的协
同控制对汽油低温燃烧模式下燃烧和排放特性影响
的试验研究，探索小负荷工况下实现汽油燃料高效清
洁稳定低温燃烧的控制策略．

Fig.1

1 试验装置和研究方法
图 1 为本文所用的发动机试验台架示意，主要包
括经过改造的单缸试验发动机、测功机、模拟进气增
压系统、进气温度控制系统、高压共轨燃油喷射系
统、外部中冷废气再循环(EGR)系统、电液可变气门
控制系统、缸内压力采集及分析系统和尾气排放测试
仪器等部分．缸内压力采集和分析是通过一套自制的
数据采集和燃烧分析系统完成的，缸内压力采样间隔
为0.5°,CA，采集循环数设为100；尾气测量采用 Horiba
公司的 MEXA-7100DEGR 排气分析仪和 AVL 公司
的 415S 烟度计；利用电液可变气门控制系统可以在
进气过程中额外开启排气门 1 次，从而使一部分废气
从排气管倒吸回缸内形成内部 EGR．随着缸内引入
废气比例的增加，进气流量及过量空气系数逐渐减
小，利用 GT-Power 软件通过对比模拟进气量(或过
量空气系数)与发动机实际所测进气量(或过量空气
系数)即可以算出内部 EGR 率[9]．EGR 率计算公式为
R=

mfresh

mEx-EGR + mIn-EGR
× 100%
+ mresidual + mEx-EGR + mIn-EGR

(1)

式中：mEx-EGR 为引入缸内的外部中冷 EGR 质量；
mIn-EGR 是引入缸内的内部 EGR 质量；mfresh 是引入缸
内的新鲜空气质量；mresidual 是缸内初始残余废气质
量. 在本文研究中，中冷 EGR 阀关闭，mEx-EGR 为零，
所计算 EGR 率为内部 EGR 率．试验用发动机主要
技术参数如表 1 所示．

图 1 发动机试验台架示意
Schematic of experimental engine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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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试 验 工 况 均 在 发 动 机 转 速 为 (1,500 ± 2)
r/min 下完成，循环喷油量固定为(28±0.1),mg，进气
温度控制在(28±2),℃，保持自然吸气状态，平均指
示压力由压缩和膨胀两个工作循环算出，最大压升率
和平均指示压力循环波动系数分别控制在
1,MPa/(°,CA)和 5%,以下，汽油辛烷值为 93．试验过
程中的测量误差如表 2 所示．

程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需要选择合适的喷油
正时与内部 EGR 率来控制燃烧反应速率，改善燃烧
过程．

表 1 试验用发动机主要技术参数
Tab.1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of the test engine
参

数

数 值

缸径/mm
活塞行程/mm
连杆长度/mm
几何压缩比
进气门开启时刻/(°
C A ATDC)
进气门关闭时刻/(°
CA ATDC)
排气门开启时刻/(°
CA ATDC)
排气门关闭时刻/(°
CA ATDC)

105
125
210
16∶1
-377
-133
125
-342

（a）喷油正时的影响

表 2 试验过程测量误差
Tab.2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error
参 数

ϕ,(NOx)
ϕ,(HC)
ϕ,(CO)
λ
碳烟

误

差

±3%,
±3%,
±3%,
±0.02
±5%,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2.1

喷油正时、内部 EGR 和喷油压力对汽油压燃
燃烧特性的影响
图 2(a)为内部 EGR 率为 30.6%,以及喷油压力为
60,MPa 时，缸内压力与放热率随喷油正时的变化规
律．随着喷油正时的提前，缸内压力与放热率峰值先
升高后降低，同时燃烧始点与燃烧相位也呈现先提前
后推迟的变化规律．这是因为喷油正时适当提前可
以使燃烧过程发生在上止点附近，有助于改善燃烧，
然而过早喷油一方面容易形成过稀的混合气分层不
利于稳定燃烧，另一方面燃油进入缸套与活塞狭缝之
间 [14] ，较低的壁面温度导致一部分燃油难以完全燃
烧，最终导致燃烧速率下降．图 2(b)为喷油正时固定
在-16°,CA ATDC 以及喷油压力为 60,MPa 时，缸内
压力与放热率随内部 EGR 率的变化规律．随着内部
EGR 率增加，引入高温废气增多，有助于提高缸内工
质温度，使燃烧始点以及燃烧相位逐渐提前，但同时
也可发现，放热率峰值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这是因
为高比例内部 EGR 率下缸内氧浓度较低，对燃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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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内部 EGR 率的影响

图 2 喷油压力为 60,MPa 时喷油正时和内部 EGR 率对
缸压和放热率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injection timing and internal EGR rate
on in-cylinder pressure and heat release rate at the
injection pressure of 60,MPa

图 3(a)为 60,MPa 喷油压力下最大压升率随喷
油正时、内部 EGR 率的变化规律．在该负荷工况下，
喷油正时与内部 EGR 率的可适用范围不仅受失火边
界影响，同时还受到最大压力升高率的限制．当内部
EGR 率低于 19.2%,以及喷油正时过早或过晚时，燃
烧相位过于滞后(见图 2)导致汽油难以稳定燃烧；当
喷油正时介于-20°～-30°,CA ATDC 以及内部 EGR
率介于 19%～29%,时，一方面滞燃期较长，预混程度
较高，另一方面燃烧相位相对靠前，较快的燃烧速率
导致最大压升率较高；随着内部 EGR 率增加，燃烧
反应速率下降，有效降低了最大压升率，从而拓宽了
喷油正时的可适用范围，有利于在工程上实现对汽油
压燃的燃烧控制．值得注意的是，较低内部 EGR 耦
合早喷策略(19.2%,内部 EGR 率与-30°,CA ATDC 喷
油正时)的燃烧边界对喷油正时控制极为敏感，喷油
正时推迟 2°,CA 导致压升率过高，提前 2°,CA 则导
致失火．这是因为在-30°,CA ATDC 喷油正时附近，
燃油喷雾开始进入缸套与活塞狭缝间，适度燃油湿壁
量可减缓燃烧速率，降低最大压升率，然而过多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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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 壁 量 则 导 致 燃 烧 恶 化 ，进 而 失 火 ．图 3(b) 为
90,MPa 喷油压力下最大压升率随喷油正时、内部
EGR 率的变化规律．可以发现，随着喷油压力的提
高 ，压 升 率 较 高 区 间 逐 渐 向 近 上 止 点 喷 油 与 内 部
EGR 率增大方向偏移．

期缩短，可以进一步降低不完全燃烧损失；而对于早
喷策略，过稀混合气以及燃油湿壁量的增加，最终导
致不完全燃烧损失有所增加．

（a）晚喷策略

（a）喷油压力 60,MPa

（b）早喷策略

（b）喷油压力 90,MPa

图 3 不同喷油压力下的最大压升率
Fig.3 Maximum pressure rise rate at different injection
pressures

为了更好地对此进行说明，图 4(a)和图 4(b)分
别给出了晚喷和早喷策略下缸内压力与放热率随喷
油压力的变化曲线(EGR 率为 21.2%)．晚喷策略下
的燃烧过程主要受到油气混合速率影响，提高喷油压
力有利于提高燃烧速率，因此其放热率峰值升高且更
靠近上止点，压力升高率逐渐增大；而对于早喷策
略，其燃烧过程主要受化学反应动力学及燃油撞壁影
响，提高喷油压力一方面形成过稀混合气不利于汽油
稳定燃烧，另一方面燃油湿壁量增加，因此其放热率
峰值降低且更远离上止点，压力升高率逐渐降低．因
此随着喷油压力提高，晚喷策略下应适当推迟喷油正
时以降低压力升高率，而早喷策略应适当推迟喷油正
时以避免失火．
图 5 为不同喷油压力下不完全燃烧损失(根据不
完全燃烧产物 HC 和 CO 计算得出[15])随喷油正时、
内部 EGR 率的变化规律．高 EGR 率下氧浓度过低
以及喷油正时过早湿壁量增加都会导致不完全燃烧
损失增大．随着喷油压力提高，晚喷策略下燃烧持续

图 4 不同喷油策略下喷油压力对缸内压力和放热率的
影响
Fig.4 Effect of injection pressure on in-cylinder pressure
and heat release rate at different injection strategies

（a）喷油压力 60,MPa

（b）喷油压力 90,MPa

Fig.5

图 5 不同喷油压力下的不完全燃烧损失
Combustion loss at different injection pres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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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为不同喷油压力下指示热效率随喷油正时、
内部 EGR 率的变化规律，其中工况 1～工况 4 为低
NOx 排放点．随着内部 EGR 率增大，一方面氧浓度
降低，不完全燃烧损失增加；另一方面燃烧相位的提
前以及缸内工质温度的增加导致传热损失增加 [16] ，
热效率逐渐下降．对于晚喷策略，提高喷油压力缩短
了燃烧持续期并降低了不完全燃烧损失，指示热效率
有所提高；而对于早喷策略，提高喷油压力尽管延长
了燃烧持续期增大了不完全燃烧损失，但燃烧相位也
避免过于提前，降低了传热损失，最终导致指示热效
率变化较小．由于固定了循环喷油量，较高的指示热
效率也意味着较高的平均指示压力，其中工况 4 时的
指 示 热 效 率 为 41.6% ，对 应 平 均 指 示 压 力 约 为
0.46,MPa．

水平如 0.4,g/(kW·h)范围以内，无论采用晚喷(工况
1)还是早喷策略(工况 2)，都必须结合高比例内部
EGR 率来控制 NOx 排放，导致不完全燃烧损失增加，
指示热效率降低，且工况 2 由于不完全燃烧损失更
高，导致指示热效率下降幅度更大．随着喷油压力提
升至 90,MPa(如图 7(b)所示)，晚喷策略由于燃烧速
率增加，缸内温度进一步升高，必须采用更高内部
EGR 率通过降低氧浓度来抑制 NOx 排放，尽管提高
喷油压力可以缩短燃烧持续期、提高燃烧定容度，但
与此同时，更高内部 EGR 率也会导致传热损失增
加，因此提高喷油压力对晚喷策略低 NOx 工况点(工
况 3)的指示热效率无明显影响；而采用早喷策略可
以在有限的混合时间里形成更稀的混合气，控制 NOx
排放明显降低对内部 EGR 率的要求，可以显著降低
不完全燃烧损失和传热损失，因此随着喷油压力的提
高，早喷策略低 NOx 工况点(工况 4)的指示热效率可
以得到明显提高，并且要高于工况 3 的指示热效率．

（a）喷油压力 60,MPa

（a）喷油压力 60,MPa

（b）喷油压力 90,MPa

图 6 不同喷油压力下的指示热效率
Fig.6 Indicated thermal efficiency at different injection
pressures

喷油正时、内部 EGR 和喷油压力对汽油压燃
排放特性的影响
图 7 为不同喷油压力下 NOx 排放随喷油正时、
内部 EGR 率的变化规律．低内部 EGR 率区域下燃
烧放热速率过快，缸内的局部燃烧温度较高，最终导
致 NOx 升高，通过对比图 7(a)和图 6(a)可以发现，
高 NOx 排放区域与高热效率区域有一定重合，这是
因为燃烧过程的改善往往伴随着较快的燃烧反应速
率，对于 60,MPa 喷油压力，为了使 NOx 控制在较低

（b）喷油压力 90,MPa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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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图 7 不同喷油压力下的 NOx
NOx emission at different injection pressures

图 8 为不同喷油压力下烟度随喷油正时、内部
EGR 率的变化规律．在低 NOx 排放区间，由于晚喷
策略工况点(工况 1 和工况 3)滞燃期较短以及过量
空气系数λ 较低，油气混合不均匀，60,MPa 喷油压力
下烟度排放高达 4.5,FSN，提高喷油压力改善了油气
混 合 ，但 90,MPa 喷 油 压 力 下 烟 度 排 放 仍 然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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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4,FSN，不适宜采用晚喷策略，由于汽油的低黏度
特性，继续提高喷油压力将急剧增加油泵功率消耗，
受试验条件所限，更高喷油压力并未研究；而对于早
喷策略工况点(工况 2 和工况 4)，由于滞燃期较长，
因此烟度排放整体水平较低(低于 0.3,FSN)，且提高
喷油压力可进一步降低烟度排放．

的 工 况 4 工 况 点 ，可 以 在 平 均 指 示 压 力 约 为
0.46,MPa 工况下实现较高热效率的同时，获得低烟
度、HC 和 CO 排放．

（a）喷油压力 60,MPa

（a）喷油压力 60,MPa

（b）喷油压力 90,MPa

Fig.9

图 9 不同喷油压力下的 HC 排放
HC emission at different injection pressures

（b）喷油压力 90,MPa

Fig.8

图 8 不同喷油压力下的烟度
Smoke at different injection pressures

图 9 和图 10 分别为不同喷油压力下 HC 和 CO
随 喷 油 正 时 、内 部 EGR 率 的 变 化 规 律 ．首 先 以
60,MPa 喷油压力为例，在低 NOx 排放区间，由于采
用高比例内部 EGR 率以及燃油早喷策略，早喷工况
点(工况 2)下 HC 和 CO 排放远高于晚喷工况点(工
况 1)，随着喷油压力提高，滞燃期缩短，晚喷工况点
(工况 3)下 HC 排放降低，但为了控制 NOx 排放，需
要降低氧浓度导致 CO 排放有所增加，因此晚喷不完
全燃烧损失随喷油压力提高变化不明显(见图 5)；对
于固定的早喷工况点，尽管提高喷油压力使 HC 和
CO 排放进一步增加，但对于低 NOx 排放工况点(工
况 4)，提高喷油压力可以降低对内部 EGR 的要求，
工况 4 下 HC 和 CO 排放得到明显降低．与工况 3 相
比，工况 4 下 HC 排放较高而 CO 排放降低，因此工
况3 与工况4 下的不完全燃烧损失相差不大(见图 5)．
综上所述，相比其他低 NOx 工况点(工况 1、工况
2 和工况 3)，采用燃油早喷(-30°,CA ATDC)、较低内
部 EGR 率(21.1%,)以及较高喷油压力(90,MPa)控制

（a）喷油压力 60,MPa

（b）喷油压力 90,MPa

Fig.10

图 10 不同喷油压力下的 CO 排放
CO emission at different injection pres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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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1) 采用近上止点喷油结合较低内部 EGR 策略
可以使汽油稳定压燃的同时获得最高热效率，在此基
础上增大喷油压力可加快燃烧反应速率进一步提高
热效率，但最大压升率也逐渐提高，需适当推迟喷油
时刻；早喷策略下提高喷油压力可形成更稀混合气分
层，降低燃烧反应速率，但不完全燃烧损失增加，可
适当推迟喷油时刻获得更高热效率．
(2) 提高内部 EGR 率可有效抑制过快燃烧速
率，降低最大压升率的同时获得低 NOx 排放，但在较
低喷油压力下，晚喷策略烟度排放急剧增加，而早喷
策略热效率急剧下降；提高喷油压力可改善晚喷策略
下的 NOx 与烟度的折中关系，但作用有限，而提高喷
油压力可明显降低早喷策略下的低 NOx 区域对内部
EGR 率以及喷油正时控制的要求，显著降低不完全
燃烧损失，有效提高热效率的同时获得更低烟度排放.
(3) 基于燃油早喷(-30°,CA ATDC)、较低内部
EGR 率(21.1%,)和较高喷油压力(90,MPa)的协同控
制可以使汽油压燃在平均指示压力约为 0.46,MPa 的
小负荷工况下实现高效清洁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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