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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LN G 是一种比 CN G 更清洁、高效的优质能源。LN G 作为车用燃料比 CN G 具有 两大显著 优点: 一 是

储罐自重轻, 一次行驶里程长; 二 是优化 了发 动机性 能, 延长 了发动 机寿 命。文章 介绍 的我国 改装 成功的 第一 辆
L N G- 汽油电控喷射两用燃料汽车就是在保留原车供油 系统不 变的前 提下增 加了一 套车载 LN G 燃料供 给系统。
后者 由 LN G 车用储罐、调压阀、
汽化器 、
减压调压阀、步进电机及 ECU 控制系统、混合 器及安全系 统等组成。经 试
车表明, 该车电控燃料转换过渡平稳, 经济性、
动力性均较 好: 速度在 100 km/ h 以下行驶, 使用 LN G 燃料与使用 汽
油时动力相同; 最高时速达到 140 km/ h 时, 动力性仍然平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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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 国内的天然气汽车
得到了迅猛发展, 但目前大多是压缩天然气( CNG)
- 汽油双燃料车。截至目前, 河南中原绿能高科有

动力

经济效益

的 2. 5 倍, 因而 L NG 储罐可以制作得较小巧, 自重
轻且行驶里程长。
( 2) 优化发动机性能, 延长了发动机寿命

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我公司) 已建压缩天然气加气

L NG 作 为 优 质 的 车 用 燃 料, 甲 烷 含 量 高 达

站 10 座, 改装 CNG 车近 3 000 辆, 不仅大大改善了
城市的空气质量, 同时也创造了可观的效益。但随

96% , 组成稳定, 给发动机提供了稳 定、可控制的空
燃比, 且 LNG 辛烷值高, 抗爆性能优越, 发动机燃烧

着 CNG 汽车规模的扩大, CNG 汽车的缺点亦表现

平稳, 因而保护了发动机组件, 延长了发动机寿命。

得越来越突出。CNG 汽车钢瓶自重大, 一次行驶里

改装情况

程短,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天然气汽车的进一步发
展。而液化天然气( LNG) 汽车不仅拥有 CNG 汽车

我公司于 2000 年 9 月首次建成了国内最大的

的优点, 更可贵的是它克服了 CNG 汽车的缺点, 为

商用液化天然气工厂, 为了发展下游产品, 经过长期

天然气汽车的再度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的国内外调研, 于 2002 年 11 月 13 日成功改装了国
内第一辆 L NG- 汽油电控喷射两用燃料汽车。

LNG 作为车用燃料的优点

1. 改装原理

LNG 是一种比 CNG 更清洁、高效的优质能源,

L NG- 汽油两用燃料汽车就是在保留原车供油

LNG 在常态下为- 162 e 的深冷液体。密度为 430
kg/ m 3 , 汽化潜热为 121. 87 kcal/ kg ( cal 为非法定计

系统不变的前提下增加了一套车载 L NG 燃料供给
系统。该车载 LNG 燃料供给 系统由 L NG 车用储

量单位, 1 cal U 4. 19 J, 下同) , 热值为 9 200 kcal/ m 3

罐、
调压阀、汽化器、减压调压 阀、步进电机及 ECU

( 气态) , 爆炸极限 5% ~ 15% , 着火点 650 e , 辛烷值

控制系统、混合器及安全系统 等组成, 图 1 为 LNG

AST M130 ( 研 究 法) 。 据 LNG 的 性 质 分 析 得 到,
LNG 作为车用燃料比 CNG 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车载燃料的流程图。LNG 车用储罐采 用双层金属
加真空多层缠绕绝热技术, 日蒸发率在 2% 以内, 可

( 1) 储罐自重轻, 一次行驶里程长
LNG 的体积仅为同质量 CNG 的 1/ 625, 同样容
积的 L NG 车用储罐装载的天然气量是 CNG 储气瓶

保证 7~ 14 天不发生放气现象。LNG 储罐的液位、
压力由液位压力计计量, 液位计为电容式液位计。
液化天然气汽车( L NGV) 工作时, 车用储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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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气系统。
本供气系统的 LNG 储罐、汽化器、
调压阀、
液位
仪表均从美国进口。供气系统电磁阀、减压阀、
步进
电机、混合器等均为意大利产品。
改装时将车的最后一排拆去, LNG 储罐安装在
车的尾部, 并与下部大梁固定, 以保持稳定。采用胶
膜布制作天然气防泄漏筒裙, 其储罐一端的阀门、
接
头等易漏件均包裹在其中, 一端与储罐粘贴密封, 另
一端随放空管伸出车箱外部, 从而彻底杜绝了天然

图1

得利卡 DN 6472 汽油- LN G 电控喷射
两用燃料供气系统原理图

的 LNG 在其自身饱和压力( 约 0. 5 M Pa) 的驱动下
离开储罐, 通过低温单向阀和过流阀进入 LNG 汽化

气在车箱里泄漏, 人员与车辆的安全性都得到了保
障。然后对混合器进行改制, 使其适合于面包车, 并
重新设制参数输入 ECU, 得到最佳性能。整个供气
系统工作压力最高为 1. 6 M Pa, 与 CNG 相比压力很
低, 储罐净容量为 55 L, 其管接头密封应耐受- 162
e 的低温而不发生泄漏。

器。汽化器采用发动机冷却水作热源, 由控制系统
根据发动机工况调节其汽化量。汽化后的天然气经

试运行结果

减压调压阀后, 进入步进电机, 由天然气 ECU 电控

经试车表明, 该车电控燃料转换过渡平稳, 速度
在 100 km/ h 以下行驶, 使用 LNG 燃料与使用汽油

喷射系统通过控制步进电机来控制天然气的流量,
使天然气根据 发动机的 负荷需要 流入发 动机混合

时动力相同, 最高时速达到 140 km/ h 时, 动力性仍
然平稳, 经济、动力性均较好。由此表明, LNG- 汽
油电控两用燃料车改装获得成功。

器, 供汽车使用。
2. 改装的措施
我公司选用东南得利卡作为改装的第一辆汽油
- L NG 两用燃料面包车, 该车 DN6472 发动机为水
冷、
直列、四缸、多点电喷, 总排气量 2. 0 L 。其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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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zzy consistent matrix can not only show the mult-i 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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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CNG . Compar ing to CN G, L NG has two advantag es as automobile fuel. One is t he storage tank lig hter and dr iving distance longer. T he other is the engine perfo rmance better and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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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longer. T 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first electric control jet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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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oline w hen driving speed is low er than 100 km/ h. Its top ve-

t he cor e technology of the batter y with gas methanol fuel. A uto-

locity can reach 140 km/ h. t he automobile runs still smoo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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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s system. Study of the dynamics and thermodynamics laws
for the system for ming is v ery difficult. So, it is hard to pr ed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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