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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大流量二位三通开关式电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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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 T一种新型高速大流量=位三通开关式电磁阀．阐述 7其组成、I作原 

理和特点，并对该阀的性能做 T洲试。实践和洲试结果证明．新设计的电磁阀具有高速 

动态响应性能、大流量性能和优 良的工艺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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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speed and great rate of flow solenoid va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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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a new higb—speed and great rate of flow solenoid valve is presented． 

It s construction． work principle and characters is introduced and it s performance is tested． 

Experiments prove the new solenoid valve has the advantages of high—speed， great rate of 

flow and excellent techmc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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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引言 

由于高速开关式电磁阀在 PWM 脉宽调制 

信号作用下．可对流体系统的压力和流量进行 

直接数字控制．因而在现代流体系统中得到越 

来越广泛的应用。现有的高速开关式电磁阀一 

般为球阀式和锥阀式结构。这是因为球阀式结 

构简单，密封可靠，工艺性好，行程短，动作 

灵敏，因而动态特性好。但是球阀式结构由于 

作用在铜球上的液压力不平衡 ．所以只能做成 

小通径阀或做为先导阀．不适宜流量要求较大 

的场合。锥阀式结构可蹦克服球阀式结构的液 

压力不平衡问题．是高速开关式电磁阀的一种 

较理想的阀芯结构形式。但是．由于受其工艺 

性能的影 响，一般只做成二位二通式高速开关 

阀．而做成 二位三通 高速开 关式锥 阀的则较 

少。传统的二位三通式锥阀如图 1所示。为了 

2个锥面处能可靠的密封 ，要求 2个阀座具有 

严格的同轴度．这对于一些工作在特殊环境， 

如柴油机 电控燃油喷射系统 中的 电磁阀来说， 

为了保证可靠的密封和阀芯不被卡死，加工精 

度要求非常高。所以．传统的二位三通式锥阀 

工艺性 能较差，加工难度大．制造成本高，而 

且电磁阀的工作间隙调整困难。针对这些问 

韪 ．本文提 出了一种结构新颖的二位三通式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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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结构。 

2 结构设计 

新型二位三通式锥阀的阀芯由 1个外阀套 

和 2个 自由内锥阀芯组成 (图 2)。该 阀的左 

内锥 阀芯和右 内锥阀芯可 以在外阀中 自由滑 

动，加工时它们与各自的接触柱面、台阶面进 

行研配，以保证可靠的动密封。两个内锥阀之 

间无同轴度要求，使其加工工艺性能接近于二 

位二通式锥阀。外阀外表面与阀体的内孔进行 

研配，属于动密封，它与动铁芯做成一体，可 

以在阀体内左、右运动。外阀为空心结构，质 

量轻。外阀上最小内孔直径与左内锥阀芯和右 

内锥阀芯的密封柱面直径相差小，减少了静态 

液动力的影响。静铁芯采用环状多极式 E型 

结构，可以获得大的电磁力和快的响应速度。 

图 1 传统二位三通式锥阀 

III 

1．左内锥阀芯 2．静铁芯 3．复位弹簧 4 动铁芯 5．压 

盖 6．外阀 7．阿体 8．右内锥阿苍 

图 2 新型二位三通式锥阀 

设计时，从液动力和工艺性角度考虑，左 

内锥阀芯的直径略大于右 内锥阀芯的直径，在 

外阀左端加工出一个直径与右 内锥阀芯直径近 

似相等的台阶孔 。它一方面改善了加工工艺性 

能，可以保证 左内锥 阀芯与 阀座可靠的密封， 

另一方面部分的抵 消了右端作用的液动力，减 

小了液动力对阀的开启和关闭的影响，尤其可 

使外阀的 回位动作加快，加速电磁阀闭阀的动 

态 响应速 度 。 

3 工作原理 

做常开式 阀用 时，其左端 油道 I为 进油 

口，中间油道 Ⅲ为控制 口，右端油道 Ⅱ为回油 

口。当电磁阀通 电时，在 电磁力的作用下，动 

铁芯和外阀克服复位弹簧阻力向左运动，直到 

外阀与左 内锥 阀芯压紧，与右 内锥阀芯分离。 

此时，进油 El与控制口断开，回油 口与控制 El 

连通，电磁阀处于关闭状态 ；断电时，动衔铁 

和外阀在复位弹簧的作用下，向右运动．直到 

外阀与右 内锥阀芯压紧，与左 内锥 阀芯分离。 

此时，进油 口与控制 El连通，回油口与控翻 口 

断开，电磁阀处于开启状态。 

做常闭式 阀用时，其右端油道为进油 E1． 

中间油道为控制 口，左端油道为回油 El。当电 

磁阀通电时，在电磁力的作用下，动铁芯和外 

阀克服复位弹簧的阻力向左运动，直到外阀与 

左内锥阀芯压紧，由于液压力的作用，右内锥 

阀芯仍处于最右位置，与外阀分离。此时．进 

油 El与控翻 口连通，回油 口与控制口断开，电 

磁阀处于开启状态。断电时，动铁芯和外阀在 

复位弹簧的作用下，向右运动，直到外阀与右 

内锥阀芯压紧，由于液压力的作用，左内锥阀 

芯仍处于最左位置，与外阀分离。此时，进油 

El与控制 口断开，回油 口与控制 口连通，电磁 

阀处于关闭状态。 

4 特 点 

与 国内外其他二位三通高速开关式电磁阀 

相比．新型电磁阀具有如下特点： 

①采用双 自由内锥阀芯结构，可降低左、 

右锥阀座的同轴度要求，工艺性能好，易于加 

工 。 

◎双 自由内锥阀芯在使用过程中，有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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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了系统液压力，在无须 电磁力驱动 的情况 

下．两 自由内锥阀芯便已处于工作位置，工作 

时只有外阀套做往复运动，这样就减小了运动 

件的质量和数量。 

③双 自由内锥阀芯结构可以方便地调整外 

阀的行程和电磁铁工作气酸，二者独立调节． 

调节精度高 ．容易保证 电磁阀的工作一致性。 

④由于阀的结构和尺寸的合理性，外阀承 

受的液动力很小．在结构不做改动 的情况下． 

既可以作常 闭式阀用。叉可 以作常开式阀用． 

拓宽了其应用范围。 

5 特性测试 
以通流面积为 7mm2的电磁阀 (该 电磁阀 

已在所开发的柴油机电控喷油和进、排气系统 

中应用)为例，介绍新型二位三通 电磁阀的特 

性 。 

5．1 空载流量特性 

空载流量特性是指在控制周期一定时．平 

均流量与控制脉冲宽度的关系，基本上反映了 

电磁阀对流体系统的流量控制能力。图 3为流 

量系数取 0．75，工作压力为 10MPa时的理想 

空载流量、理论空载流量及实际空载流量特性 

曲线。 

i 

时 同／ms 

图 3 电磁阀的空载流量特性曲线 

从图中可以看 出．新设计的高速大流量电 

磁阀不但具 有 较大 的 空载流量 (10MPa时， 

约 50L／rain)，而且其流量在很大范围内与控 

制脉冲宽度成线性关系，这对于基于脉冲宽度 

控制原理工作的高速开关式电磁阀来说，显得 

非常重要。线性度范围越大 。说明高速开关式 

电磁阀对系统控制能力越强 。 

5．2 动态响应特性 

衡量电磁 阀动态响应性能的两个重要参数 

是 电磁阀的开 启延迟时间和关 闭延迟时间。表 

1反映了电磁阀在不同驱动电压时的开启延迟 

时间和关闭延迟时间。 

衰 l 电磁 阀的开启和关闭延迟时间 

6 结论 

试制、特性测试和应用结果表明．新型二 

位三通开关式 电磁 阀具有大流量特性和高速动 

态响应特性。证明该阀结构具有优良的工艺性 

能。这种电磁阀在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等对流 

量和动态响应速度有特殊要求的电液系统 中，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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