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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1062 型货车电控液压动力转向系统开发
孔范玉
( 南京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7)
摘

要： 针对 NJ1062 型货车的液压动力转向系统存在的转向助力不随车速变化的缺陷，研究开发了一种电控液压

动力转向系统，可在不更换原车转向系统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一个直流电机及控制器来控制转向泵以调节系统的
助力特性，使汽车获得理想的助力，该系统已通过台架试验得出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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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Electro-Hydraulic Power Steering System for NJ1062 Trucks
KONG Fan-yu
(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167， China)
Abstract: The defect found with hydraulic power steering of NJ1062 trucks is that power steering does not change with
speed change．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proposes an electric hydraulic power steering system， which allows the
car to get an ideal boost to control the steering pump and adjust the power qualities of the system without replacing the
steering system of the car by adding a DC motor and controller． The bench tests on this system show that it is a feasible
system．
Key words: electro-hydraulic power steering; controller; bench test

［1］

当前国内载货汽车的技术与国外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

，而国内的载货汽车需求量逐年增长，投入

小但具有一定成效的技术革新将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 NJ1062 型货车的转向系统属于传统液压动力转向
系统，它具有转向轻便、衰减道路冲击、提高行驶安全性等优点． 但该转向系统在选定参数、完成设计之后，
［2］

助力特性就确定了，不能再进行调节与控制，因此无法协调转向轻便性与路感的关系

； 此外，由于转向

油泵由发动机驱动，即使在不转向时也一直在运转，增加了能量消耗．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在 NJ1062 型
货车上用电控液压动力转向系统来替代传统液压动力转向系统 ，以解决上述两大问题．

1

NJ1062 型货车电控液压动力转向系统总体方案设计
在保留原车结构的基础上，采用直流电机取代发动机带动转向泵运转 ，增加电控系统来获取车速传感

器提供的车速信号，再根据控制器内的控制策略输出电流信号来控制直流电机的输出转速 ，使电控液压动
力转向系统达到变助力转向的目的 ，即在低速行驶时 （ 包括原地转向、泊位 ） ，系统提供较大的助力转矩，
减轻驾驶员负担； 在高速行驶时，提供较小的助力转矩或不提供助力转矩 ，以便驾驶员获得良好的路感．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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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得出 NJ1062 型货车电控液压动力转向系统总体方案如图 1 所示．
该电控液压动力转向系统工作原理为 ： 当汽车直线行驶时，转向盘不转动，由转角传感器将信号提供
给电控单元 ECU，ECU 控制直流电机带动转向泵以很低的速度运转 ，大部分工作油经过转向阀流回油罐，
少部分经溢流阀直接流回油罐； 当驾驶员开始转动转向盘时，ECU 根据检测到的车速信号向驱动单元发
出控制指令，使直流电机产生相应的转速以驱动转向泵 ，进而输出相应流量和压力的高压油，由于此时转
阀阀芯和阀套产生相对运动，导致高压油经转向阀进入与转向器一体的液压缸一腔 ，另一腔回油，左右两
腔的压力差推动活塞（ 即螺母） 以产生适当的助力，再通过转向机构驱动转向轮，协助驾驶员进行转向操
纵，从而获得理想的转向效果． 其中的电流传感器完成对电机供电电流的检测 ，判断电机的驱动电路是否
过流，然后通过 ECU 对电机做相应的保护措施．

图1

2

NJ1062 型货车电控液压动力转向系统总体方案图

电控液压动力转向系统电控系统设计
电控液压动力转向系统电控系统由车速传感

器、转向盘转角传感器、电流传感器、控制器和直流
电机等组成，如图 2 所示．
传感器的选用

2. 1

1） 车速传感器． 车速信号是电控液压动力转向
［3］

系统助力控制 的 重 要 依 据

，ECU 获 取 车 速 信 号

图2

电控液压动力转向系统电控系统组成框图

后，根据单片机内部存储的控制策略通过 PWM 输出控制直流电机以相应的转速工作 ，进而控制转向泵的
工作． 通常采用的车速传感器是非接触式的转速传感器 ，本文采用磁电式转速传感器．
2） 转向盘转角传感器． 本电控系统中转角传感器的主要功用是为 ECU 提供驾驶员是否有转向的操
作信号，因此，可选用成本较低但能满足要求的非接触式角度传感器 ．
3） 电流传感器． 为 ECU 提供驱动电机的电流信号，进行电枢电流的反馈控制实时测量，使 ECU 控制
的驱动电机为一闭环控制系统． 另外，ECU 获取的电流信号还可用于判断电机的驱动电路是否过流 ，然后
通过 ECU 对驱动电机做相应的保护措施． 本文采用精度、线性度较高、响应时间较快的闭环霍尔电流传
感器．
2. 2

直流电机的选用
直流电机是汽车电子控制装置中应用最广泛的执行器 ． 本电控系统需要根据不同的工况产生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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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转矩，所用直流电机应具有调速范围宽 、转速高、起动转矩大、体积小、质量小、效率高且有动态制动和
能量回馈等特性，并要求具有良好的动态特性、容易控制，这要求该直流电机具有线性的机械特性和调速
特性，由于永磁电机具有无激磁损耗、效率较高、体积较小等特点，它的工作特性满足了以上要求，因此，本
［4］

电控系统采用永磁直流电机

．

控制器 ECU 的选用

2. 3

控制器 ECU 是电控系统的核心，是软硬件和控制策略实施的载体和平台，其可靠性直接决定了电控
液压动力转向系统的工作性能． 因此，ECU 必须具备温度适应性、抗干扰性、可靠性以及较高的运算处理
速度． 综合考虑，选用 FＲEESCALE 公司的 MC9S12DG128B 单片机用作本控制系统的 ECU，该单片机是一
款运算处理速度较快的 16 位机，温度适应范围为 － 40 ～ 120 ℃ ，芯片的各项性能经过严格的测试，并且兼
［5］

容了 A / D、PWM 等功能模块，能够满足上述需求

．

电控系统硬件电路设计

2. 4

本电控系统硬件电路主要包括电源模块 、传感器信号处理模块、功率驱动电路等．
本电控系统是由发电机或蓄电池供电 ，系统中各种传感器工作电压有所不同，而单片机则需 5 V 电
压，因此需采用开关式的电源集成电路 ． 选用 LM2575 系列开关稳压集成电路，它内部集成了一个固定的
振荡器，只需极少外围器件便可构成一种高效的稳压电路 ，可大大减小散热片的体积，且内部有完善的保
［6］

护电路，包括电流限制及热关断电路等

． 工作时将稳压输出的电压接到反馈输入端来与内部电压基准

比较，若电压偏低，则用放大器控制内部振荡器以提高输出占空比 ，从而提高输出电压．
传感器信号处理模块能实现三个功能 ： 1） 通过光电隔离器将外部信号和单片机内部电路在物理上隔
离，防止了外部干扰对传感器信号产生影响 ； 2） 通过采用光电耦合的方法或采用运算放大器转换电路将
非 5 V 的电压信号转化为 5 V 数字信号； 3） 通过整形和滤波电路将传感器信号变换成幅值一定且适合单
片机输入的矩形波信号．
本电控系统中直流电机的额定电压是 12 V，而单片机输出为弱电信号，端口的最高输出电压只有
5 V，因此选用的功率驱动电路需将单片机输出信号作为驱
动电机的触发信号，本系统选用 IＲ2110 桥式驱动集成电路
芯片，桥臂采用 4 个 MOS 管，加上一些相关的电子器件即
可搭建直流电机的功率驱动电路 ．
电控系统软件设计

2. 5

电控系统的软件设计采用汇编语言编程，程序可完成
各传感器输入信号的采集、数据处理、输出信号控制电机转
［7］

速

． 控制过程为： 接通点火开关后，完成初始化，根据采样

频率采集转向盘转角信号，控制器据此判断是否进入转向，
未进入转向则使电机不工作，返回采样转向盘转角信号； 若
进入转向，则采集车速信号，控制器通过查表得出电机所需
工作电流，同时采集电机实际电流，比较两者大小，控制输
出 PWM 占空比，使电机以一定转速工作，带动转向泵工作，
以控制转向助力的大小． 其主程序流程如图 3 所示．

图3

主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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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控液压动力转向系统台架试验
将加装控制系统的电控液压动力转向系统搭建试验台

架，采用螺旋孔式垂直加载装置以模拟不同转向阻力 ，选用
一套电动机总成控制转向以满足试验要求，电机通过皮带
轮带动转向盘转动，由转向参数测试仪获取转角传感器采
集的信号，并测得转向轴上获得的转矩，由计算机显示并保
存试验结果． 台架简图如图 4 所示．
通过设定电动机转速，即在一定的转向盘角速度下，完
成不同车速下的试验，试验结果如图 5 所示．

图5

图4

电控液压动力转向系统试验台架

台架试验结果图

由试验结果图可知，车速越高，转向盘转矩越高，即系统助力越小； 转向盘角速度增大，则转向盘转矩
减小，即系统助力增大，但幅度较小．

4

结语
本文设计的 NJ1062 型货车电控液压动力转向系统具有结构简单 、成本低、可靠性高等优点，通过试验

表明该系统可实现低速行驶时系统提供较大助力转矩 ，高速行驶时，提供较小的助力转矩的功能，具有较
高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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