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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爱尼机电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是专业从事CNG供气系统、LNG供气系统、发

动机恒温冷却系统（ATS）、柴油与天然气掺烧发动机控制系统和配套元器件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与服

务的公司。主要产品包括：LNG控制系统、CNG控制系统、柴油/天然气掺烧控制系统、汽车发动机智能恒温冷

却系统（ATS）；系统元器件包括天然气高压减压调节器、低压减压调节器、天然气喷射器、充气装置、组合

式高压电磁阀、过流保护阀、过流保护器、混合器等产品。并为用户提供压缩天然气供给系统的安装服务。

公司座落在北京市顺义金马工业区，公司在产品研发、生产方面拥有电子、机械设计、机械加工等专业性

人才，并拥有国内领先的喷嘴检测试验台、减压器试验台、高低温试验箱等数十种高精检测设备，并先后多次

和清华大学、东风公司、南昌发动机厂进行密切合作试验，成功研制了一批市场领先的产品。公司先后通过了

ISO9001、ISO/TS16949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获得了发明型、实用新型等十多项专利证书。

时至今日公司已为国内众多大型车厂提供了燃气系统的配套工作，服务的企业有：东风商用车、郑州宇

通、北汽福田、扬州亚星、凯马百路佳、丹东黄海，苏州金龙，厦门金龙，聊城中通，重庆恒通，烟台舒驰，

陕西重汽，济南重汽等。配备我厂燃气系统的各类车辆驰骋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广泛的分布在湖北、山东、海

南、四川、内蒙、新疆等多个地区，08年随东风发动机配套出口到泰国、13年搭载百路佳客车出口到泰国。实

践证明我公司的供气系统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已经成为一套成熟的燃气系统。

本公司以“开发最好的产品”为目标，以“提供最好的服务”为宗旨，以“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

为理念，不断进取，锐意开拓，努力为发展民族汽车工业和绿色环保事业作出贡献。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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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品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汽车行业标准进行设计、研发、生产和检

验，获得了多项国家专利，并通过了、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TS16949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取

得了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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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汽车控制系统

LNG发动机控制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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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汽车控制系统

CNG发动机控制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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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汽车控制系统

天然气/柴油掺烧发动机控制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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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控制模块篇

电子控制单元ECU

功能特点：

ECU是一个以单片机为核心的微处理器，由硬件电路和软件程序两部分组成。主要功能是处

理来自各个传感器的信号，判断发动机的工作状况，并向执行机构发出最佳喷气量和点火信

号，从而使发动机一直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适用于CNG、LNG、天然气/柴油掺烧双燃料车

型的发动机。

技术特征：

工作电压：DC12V±10%                          工作温度： -40℃～+120℃

燃气喷射器驱动

功能特点：

采用Peak-Hold（峰值-保持）驱动方式，适用于LNG、CNG、天然气/柴油掺烧双燃料车辆。可

实现与ECU进行通讯，实时的对喷嘴的控制策略进行信号处理。有三路、六路等多路喷嘴驱动，

根据用户车型不同，可进行各种气路喷嘴驱动进行定制。

技术特征：

工作电压：12V时，工作电流：4A/8A±1A（三路/六路）；

工作电压：24V时，工作电流：4A/8A±1A（三路/六路）。

ECU线束及配件

功能特点：

适用于将ECU与各个传感器及控制元件连接在一起的电线，进行信号的传输以及电源的提供，

线束外面有耐温、耐磨损的防护套，接头采用锁紧卡扣，连接紧密。

技术特征：

线束的长短及端子数量，可以根据用户需要进行定制。

线束一般和ECU进行打包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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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喷射部件篇

燃料喷射器

功能特点：

喷射器，俗称喷嘴，适用于液化石油气（LPG）和天然气，精确的喷气控制，低噪音，发热

量小、响应速度快，在发动机ECU的控制下，向发动机混合器喷射各种工况所需的天然气。

适用于多种发动机。

技术特征：

工作频率：0～100Hz                              工作电压：DC12V/24V

工作压力：0.45MPa                               最大功率：10～50W

最小功率：3～15W                                使用寿命：5亿次

气轨

功能特点：

此产品为固定喷嘴而设计，当喷嘴喷出气体后通过管路连接至发动机。气轨上下部分两端均

有螺栓孔，可以方便连通管路接头和安装传感器。

技术特征：

本产品根据发动机不同，可以设计为二、三、四、六、八路喷嘴的结构，经久耐用。

电喷系统混合器

功能特点：

适用于三、四、六缸车，通过喷射器喷射进入混合器进行混合，按照ECU指令提供给发动机

所需要的最佳的混合气体配比。需要和喷射器一起使用，组合使用时减少了管路连接造成的

响应时间长和管路气体损失，使发动机响应更及时、准确。

技术特征：

根据用户需求可以定制相应的尺寸和款式。

适用于LNG和C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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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压器篇

低压调节器总成

功能特点：

低压调节器是将1MPa左右的低压天然气减压至发动机所需要的压力，适用于液化石油气

（LPG）和天然气。低压调节器上集成有电磁阀，可以开启和关闭天然气通路。

技术特征：

入口压力：1.0±0.2MPa                                 工作电压：DC12V

出口压力：0.45±0.05MPa                               额定流量：60m³/h

高压调节器

功能特点：

高压调节器是将不大于20MPa低压天然气减压为1MPa左右的低压天然气，适用于液化石油气

（LPG）和天然气。高压调节器上集成有压力表、泄压阀和加热防冻装置等，具有压力显示、

超压释放及利用发动机循环水加热等功能。

技术特征：

入口压力：≤20MPa                                   出口压力：1.0±0.2MPa

额定流量：80m³/h                                    环境温度：-40℃～+120℃

一体式压力调节器
功能特点：

该减压器为单级减压，集高低压于一体的减压调节器，适用于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减压器

膜片采用高级特殊材质，具有耐温、耐腐蚀、良好拉伸等性能，在-40℃～+120℃ 环境条件

下，压力波动范围在±5%。。

技术特征：

入口压力：2.0 ～ 20MPa 工作介质：天然气

出口压力：0.4～1.5MPa                               加热方式：发动机冷却液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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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管路处理元件篇

控制面板

功能特点：

控制面板是天然气供给系统中集充气、供气、气压显示及维修放气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集合部

件，通过螺栓与底盘或者车身骨架连接。

供气阀：可以作为发动机燃气供给的总阀门。

加气口和充气阀：加气口有分销式和快接式两种结构，方便实现对气瓶的快速充气。

系统排空阀：系统维修时，安全排空供气管路中的余气。

技术特征：

额定工作压力：20MPa                           工作环境温度：-40℃～+120℃

过流保护阀

功能特点：

过流保护阀在储气瓶到控制面板之间，当天然气流量超过设计流量时，能自动切断天然气的

供给，避免天然气的大量泄漏造成燃料损失和增加事故隐患。有自动复位和手动复位两种。

技术特征：

额定工作压力：20MPa                          工作环境温度：-40℃～+120℃

额定关断流量：70nm³/h                        额定工作电压：DC12V/DC24V

组合过滤器
功能特点：

组合过滤器安装在控制面板与高压减压调节器之间，组合过滤器集成有高压过滤器、高压电

磁阀、压力传感器。过滤管路中杂质（如零件剥落的毛刺、管内壁杂质），以避免杂质进入

发动机

技术特征：

额定工作压力：20MPa                             工作环境温度： -40℃～+120℃

额定工作电压：DC12V/DC24V                       过滤精度：标配2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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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管路处理元件篇

混合器

功能特点：

利用文丘里原理，向发动机提供最佳的CNG/LPG与空气的混合气体。

技术特征：

适用于天然气柴油掺烧发动机改装，方便快捷。

根据客户需要可定制不同通径的规格。

气量显示表

功能特点：

气量显示表是用于显示压缩天然气气瓶中储气量（压力）的装置，其终端显示可分为数字式

和模拟式两种，便于提示驾驶员及时加气。

技术特征：

额定工作压力：20MPa                            

工作电压：DC12V/24V

工作环境温度：-40℃～+120℃

电磁阀

功能特点：

此产品为常闭式先导型直流电磁阀，供电方式为脉冲式，采用大电流吸合，小电流维持的方

式减少发热和能量消耗。有高压和低压可供选择。

技术特征：

工作电压：DC12V/24V                                 环境温度： -40℃～+120℃

电压变化范围：8～18V、18～32V                       环境湿度：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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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路及接头篇

管路汇流排

功能特点：

采用集中供气分别输出的集-分控制系统，管路材质为优质不锈钢，氩弧焊接，经过高压气

密、试压测试，每个出口均预留一圈作为富裕伸缩量，方便用户的安装和维修。

技术特征：

根据客户需要可以定制各种管型、集-分出口的数量。

高压软管
功能特点：

各种耐压、耐高温软管，根据用户需要可选择优质碳钢接头、不锈钢接头、铜制接头、铝制

接头等，接头形式及螺纹严格参照国标公制（JB1891-1900-77）、美制标准、英制标准等，

数据准确，结构合理，装配方便，扣压紧密，高温、高压及脉冲工作状态下，不漏液、不脱

头，安全系数高，使用寿命长，并可根据用户需要设计生产异型接头及连接体。

技术特征：

高压胶管总成全部采用优质钢丝编织胶管或钢丝缠绕胶管及胶管接头，经专用设备扣压而成。

长度和接头尺寸款式可以预约定制。

不锈钢管路及接头

功能特点：

采用高质量高性能的不锈钢管作为燃气系统中各种高压管路的连接，并备有各种不锈钢管路

接头。

技术特征：

根据客户实际情况对管路进行预制，并在安装时提供充分备件。可以定制各种管路系统汇流

排、管路集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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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路及接头篇

CNG供气系统示意图（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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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与配套

配套整车厂家

郑州宇通客车 聊城中通客车 东风商用车

苏州金龙客车 厦门金龙客车 厦门金旅客车

北汽福田客车 陕汽重卡商用车 安徽安凯客车

丹东黄海客车 济南豪沃客车 重庆恒通客车

产品销售地区：覆盖中国大陆所有地区，出口东南亚、西亚、南美等地区。

产品应用发动机：适用于潍柴、锡柴、玉柴、南内、云内、东风等主流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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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发动机智能恒温冷却系统（ATS）

汽车发动机智能恒温冷却系统（Auto temperature-control cooling system of engine），简

称ATS，是发动机冷却系统的升级换代产品。

传统的发动机冷却系统，是由发动机曲轴通过皮带传动，直接驱动冷que风扇旋转进行散热，而这

种控制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如：a、发动机温度较低时，风扇仍然连续进行强制散热，使发动机低温运转

时间加长，发动机磨损加剧，油耗浪费。b、在温度较高时需要进行相适应的散热时，发动机往往处于低

速重载的状态，因为风扇转速较低无法提供足够的冷却，造成水温高“开锅”现象。c、冬季夏季的温差

较大，但是传统冷却系统的控制却没有考虑到四季的差异，导致冬季发动机过冷，夏季发动机过热的现

象。

基于以上原因，北京爱尼机电有限公司开发出ATS冷却系统，利用电子风扇能独立运行的特性，能

够系统性的解决上述问题，使发动机在最佳工作状态工作，满足公交客车运行条件。降低汽车尾气排放，

降低PM2.5排放，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实现城市客车的低碳环保运行，为人们创造健康、绿色、和

谐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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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发动机智能恒温冷却系统（ATS）

⚫ATS技术优势：

◆恒温：发动机厂台架恒温水平

◆降噪：风扇噪声降低＞8dB（A）

◆节能：整车油耗降低＞5%

◆减排：智能控制，减少发动机排放

传统方案 ATS  方案

结
构
形
式

机械式 液压式 1、智能实时ECU温度控制
2、全独立式散热器、中冷器布置方案
3、组式电驱风扇
4、主要由控制单元、信号采集、I/O传输、显
示及执行智能组合单元组成

“串联”散热器 + 中冷器

角传动+ 温控离合器
液压泵+ 液压马达+温控

离合器

特
点
分
析

1、非温控。
2、系统功耗高。
3、温控器按“孰高”原则控制风扇，节能效果差
4、噪声大。
5、价格高。
6、非系统供货，客车厂装调时间长。
7、需客车厂设计匹配，额外工作量大。

1、发动机水温、气温独立实时控制。
2、“PWM”控制技术数字传感器，功耗很低，

约为传统机械式功耗的1/5。
3、无级控制电子风扇组+独立风室，噪声低。
4、独立分体式布置，彻底解决散热器、中冷器

串联式布置的弊端。
5、系统模块化供货，满足客车快速装配工艺要

求。
6、结构小巧，布置方便。
7、规格模块系列化。

装配要求高。皮带型
号多，风扇叶片易断

需增加液压泵接口，液压
管系漏油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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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机械风扇功率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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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S系统与传统冷却系统方案对比

⚫ATS系统与传统冷却系统功率消耗对比

◆增效：最佳的工作温度，可使发动机达到最佳的工作效率

◆延寿：最佳的工作条件，可延长发动机的寿命

◆增容：增加发动机仓库维修空间

◆免维护：使用免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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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智能恒温冷却系统（ATS）系统原理

ATS控制系统原理示意图

水温传感器

水温度传感器

发电机中性
点电压信号

手持诊断标定仪

气温度传
感器

显示器

ECU

水箱散
热器

中冷器
电机散热器

水温传
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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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智能恒温冷却系统（ATS）-应用范围

⚫ 城市公交车：

混合动力公交车、柴油公交车、天然气（CNG/LNG）

公交车、纯电动公交车等

⚫城郊长途客运车：

长途客运客车、旅游巴士等

⚫工程机械车：

装载机、起重机、凿岩台车、挖掘机、特种车辆等

⚫商用车：

使用各种燃料的轻卡、重卡等商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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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智能恒温冷却系统（ATS）-实际应用

⚫凯马百路佳

江西南昌公交公司 风扇水箱安装简单且节省空间

ECU控制单元及线束安装简便、可靠 司机可以实时了解发动机水温 各种公交客车的节能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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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智能恒温冷却系统（ATS）-实际应用

⚫中通客车

⚫福田客车

⚫亚星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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