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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机电控共轨系统
1

高压供油泵试验台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柴油机电控共轨系统高压供油泵试验台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以及标志、包装、运

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柴油机电控共轨系统高压供油泵总成试验台的制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8029 柴油机喷油泵校泵油
GB/T 10826.5 燃油喷射装置 词汇 第5部分:共轨式燃油喷射系统
GB/T 24141.1 内燃机燃油管路用橡胶软管和纯胶管规范
JB/T 7661 柴油机油泵油嘴产品清洁度限值及测定方法
JB/T 9734 喷油泵试验台 技术条件
JB/T 12036 柴油机电控共轨高压油管组件 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GB/T 10826.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侧隙

side clearance

两个相互作用零件间角度方向间隙。
3.2
联轴器输出面

coupling

output face

用以与被驱动的高压供油泵轴（或被动轴上的接合器）接合的联轴器端面。
3.3
驱动轴

drive shaft

安装并驱动转盘及联轴器的动力输出轴。
3.4
转盘

flywheel

连接在驱动轴上的旋转质量。
3.5
全负荷

full load

试验台允许调试最大高压供油泵的最大供油量（额定供油量）时所要求的功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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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peak output torque

峰值输出扭矩

全负荷时在高压供油持续期内达到的最大扭矩。
3.7
油量控制单元

fuel control unit

控制高压供油泵柱塞腔的低压进油量或高压出油量，从而控制高压供油泵对共轨管的供油量，满足
共轨系统设定压力的部件。
4

技术要求

4.1

制造

柴油机电控共轨系统高压供油泵试验台（以下简称试验台）应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图样和技术
文件制造，并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
4.2

动态要求

4.2.1

转速波动

试验台转速值在允许范围内可任意设定，转速采用闭环控制，转速闭环控制稳定时间不大于6s。
在交变负荷下的平均转速波动率φ1为±0.5%范围内。在稳定负荷下任意转速点转速波动值 n 为±
2r/min范围内。其值按公式（1）和公式（2）计算：

1 =

nmax (或nmin )  n m
100%
nm

……………………………………………(1)

式中：
φ1 ——转速波动率，单位为百分率（%）；
nmax ——测定期内的最大转速,单位为转/分钟（r/min）；
nmin ——测定期内的最小转速,单位为转/分钟（r/min）；
nm ——测定期内的平均转速，单位为转/分钟（r/min）。

n  n max（或 n min）- n

……………………………………………(2)

式中：
Δn ——转速波动值，单位为转/分钟（r/min）；
n
——转速设定值，单位为转/分钟（r/min）；
nmax ——测定期内的最大转速,单位为转/分钟（r/min）；
nmin ——测定期内的最小转速，单位为转/分钟（r/min）。
4.2.2

输出压力控制

试验台对高压供油泵输出压力控制的压力波动值为±1MPa范围内，其压力波动值 P 按公式(3)
计算：

P  Pmax (或Pmin ) - P ………………………………………………(3)
式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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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P ——
Pmax——
Pmin——
P ——
4.2.3

压力波动值，单位为兆帕（MPa）；
测定期间内的最大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测定期间内的最小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压力设定值，单位为兆帕（MPa）。

转盘的转动惯量

试验台的转盘应具有足够的转动惯量，采用钢质圆盘结构制造。其转动惯量应符合JB/T 9734的规
定。
4.2.4

驱动轴扭转刚度

当承受峰值输出扭矩时，驱动轴的扭转变形应不大于0.02°。
4.2.5

侧隙

从驱动轴、转盘到联轴器输出面之间的整个高压供油泵传动系统中不应有侧隙。
4.2.6

传动系统的扭转共振

试验台在允许的负荷和整个转速范围内的任何转速下运转时，不可出现扭转共振现象。
4.2.7

安装对中性要求

试验台安装高压供油泵的托架，其对中性要求应符合JB/T 9734的规定。
4.3

静态要求

4.3.1

试验油油箱

盛放试验油的油箱内表面应用不锈钢或者不污染油品的材料制成，且应配有严密的油箱盖。油箱应
将试验油供油区和回油区隔离，回油应经沉淀、过滤后方可进入供油区。工作台台面上的油不应混入试
验油路内，以保持试验油清洁。
4.3.2

高压油源容积及高压油管

试验台高压油源总容积应不小于电控共轨系统实际应用容积。
高压油管应符合JB/T 12036 的规定。
允许使用额定压力不低于280 MPa的高压软管。
4.3.3

供油管路

试验台的供油管路应具备有压供油管路和输油泵自吸管路。
有压供油管路供油压力调节分为：低压调节和高压调节。低压调节范围：0 MPa-0.6 MPa,高压调节
范围：0 MPa-4 MPa。
所用油管应符合GB/T 24141.1 的规定。
4.3.4

试验油滤清器精度

经过滤后的试验油内杂质颗粒直径不大于0.003 mm，滤清器瞬时过滤效率ηs不小于90%。
4.3.5

试验油温

3

JB/T 14175—2021
试验台供油温度应能自动双向控制，控制精度为 40℃±2℃；试验油的加热强度应保证不致损坏试
验油品质，加热及冷却速度为2℃±0.5℃/min。
4.3.6

油量测量系统

试验台应能测试高压供油泵供油量和回油量，油量测量系统量程应满足高压供油泵制造方提供的额
定流量需求，量程比应不小于100。油量测量系统量程比按公式（4）计算：
Ln= Lmax /Lmin ………………………………………………(4)
式中：
Ln —— 量程比；
Lmax——油量测量系统最大量程，单位为毫升/分钟（ml/min）；
Lmin ——油量测量系统最小量程，单位为毫升/分钟（ml/min）。
油量测量系统应具有分段标定功能，对全量程内的测量精度进行实流标定。经实流标定后油量测量
系统的测量精度及重复精度应满足表1的要求。
表1

试验台油量测量系统测量精度、重复精度要求

流量范围

序号

ml /min

测量精度

重复精度

1

≤500

≤±1%

≤±0.5%

2

＞500

≤±0.5%

≤±0.5%

4.3.7

压力精度

压力传感器综合精度不低于0.5%FS，压力表综合精度不低于1.6%FS。
4.3.8

角度传感器和同步触发信号

试验台上应安装有高精度角度编码器，每转产生的脉冲信号应能满足使用要求。
4.3.9

试验台电控单元

试验台上安装的电控单元应满足高压供油泵制造商的测试需求，并具有良好的兼容性，能够满足市
场在用不同制造商产品的测试需求。用于驱动高压供油泵上各电控部件的电压、电流、PWM频率、占空
比等应能按使用要求自由设定。
4.3.10

试验台控制软件及功能

试验台应具有完善的数据处理系统，对包括但不限于试验台转速、试验油温度、高压供油泵供油效
率、压力、流量、油量控制单元、凸轮轴相位角度、驱动扭矩、安全防护等进行实时控制、采集、储存
及处理。
具备完善的标准数据库，可预先设置若干种型号高压供油泵测试标准值。测试过程中可手动输入或
扫码输入工件编号，对测试结果自动识别合格与否，不合格品给予报警提示。
所有测试数据应按工件编号自动储存，并可上传或导出。以便建档备查。
4.3.11

4

试验台电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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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台的带电回路与地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小于1MΩ，试验台上各类电气系统应具有良好的抗干扰
能力。接线应整齐美观，并有明确的标识及线号。各类接插件具有专门的插件方式，以防止插错。
4.3.12

试验台操纵手柄、按钮

试验台操纵手柄及按钮应轻便、灵活、可靠。
4.3.13

机油润滑功能

具有机油强制润滑功能，机油压力0 MPa～0.5 MPa可调。
4.3.14

试验台用校泵油

试验台用校泵油应符合GB/T 8029的规定，可采用GB 19147规定的车用柴油。
4.3.15

安全及防护

在高压油路中设置安全保险阀，防止压力超过设计值。
试验台应具有可视防护门，防护门距高压管路任意点的距离不小于150 mm。防护门强度应保证压力
250 MPa的油束在50 mm距离上不能击穿或损坏。
4.3.16

试验台可靠性

试验台经300 h 运转后各项性能指标均符合本标准的要求。高低压管路及各零部件的结合面不应有
渗漏油，运动件表面不应有异常磨损和剥落，各主要零部件不应产生异常损坏等现象。
在遵守试验台操作规程和维护保养要求的情况下，试验台的初次大修期应大于5000 h。
5
5.1

试验方法
试验台转速波动值

试验台在特定转速下连续30次测量其驱动轴端的转速，其交变负荷下转速波动率φ1和稳定负荷下转
速波动值Δn分别按公式(1)和公式(2)计算，并符合其规定。
5.2

高压供油泵输出压力波动值

采用性能稳定的高压供油泵，在压力稳定时连续 30次测量高压油源(轨管出油口处)的压力，其压
力波动值按公式(3)计算，并符合其规定。
5.3

油量测量系统标定

采用性能稳定的高压供油泵，试验油温为 40℃±2 ℃，在高压供油泵最小输油量和最大输油量
之间，平均取不少于5个测试点。在每个测试点试验台显示油量趋于稳定时，读取油量显示值，同时在
油量测量系统后端接取特定时间的油量。将油量显示值与量杯实测值比对，计算油量显示值误差并修改
油量测量系统的标定系数，直至油量显示值与量杯实测值的误差值符合4.3.6的规定。
测量所用量杯应符合JB/T 9734的规定。
5.4

油量测量的重复性误差

采用性能稳定的高压供油泵，在各工况下连续 30 次测量供油量、回油量，油量读数的重复性误差
按公式(5)和公式(6)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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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Qmax (或Qmin )  Qm  100%
Qm

………………………………………(5)

式中：
φ2 ——油量测试的重复性误差，单位为百分率（%）；
Qmax ——测定期间内的最大油量，单位为立方毫米（mm3）；
Qmin ——测定期间内的最小油量，单位为立方毫米（mm3）；
Qm ——测定期间内的平均油量，单位为立方毫米（mm3）。

Qm 

1 m
 Qi
m i 0

……………………………………………………(6)

m ——测定期间内油量记录的次数（m=30）；
Qi ——测定期间内每次实测油量，单位为立方毫米（mm3）。
油量测量的重复性误差值应符合4.3.6的规定。
5.5

试验台滤清器及供油清洁度
试验台滤清器精度及供油清洁度应符合4.3.4的规定，使用过程中应定期检查。
检查器具应符合JB/T 7661的规定。

6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6.1

标志
试验台应在显著部位标明以下内容，在使用期限内应保持标志清晰可认：
——制造厂名（标识）或商标；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或标记；
——制造日期或生产批号。

6.2

包装

6.2.1
6.2.2

试验台应装入衬有防潮材料的坚固包装箱内，充分保证不受损伤和受潮。
每台试验台出厂时应附有下列文件，用塑料袋装好后放入附件箱内：
——装箱单；
——产品合格证；
——产品使用说明书。
6.2.3 包装箱外表面应标明：
——产品名称及型号；
——制造厂名和装箱日期；
——收货地址和收货单位；
——产品净重、毛重及外形尺寸（长×宽×高）；
——包装箱吊运位置；
——运输保护标志。
6.3
6

运输和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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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台在运输过程中应保证不受机械损伤、化学腐蚀和外界气候变化的不良影响。试验台应存放在
干燥的仓库内，不应与酸、碱及其他能引起腐蚀的化学药品存放在一起。在正常保管情况下制造厂应保
证产品自出厂之日起一年内不发生锈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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