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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KDS 系统应用及外观

凯德斯 KDS 车用尿素供应系统是 SCR 后处理系统的关键零部件。是用于车辆满足欧洲Ⅳ

号排放标准、欧洲Ⅴ号排放标准的后处理汽车配件，本系统设计用以储存、计量并供应车用

尿素溶液，将尿素箱、计量泵和控制器集成一体，高集成度并配合喷嘴实现“储存、供应、

计量、喷射、雾化”五大功能。

KDS 系统计量泵通过汽车 ECU 控制，利用整车提供的压缩空气使尿素溶液在喷嘴处雾

化，并喷入反应器中。

KDS 系统利用发动机循环水对尿素箱、尿素泵加热，以便整个系统（以下简称系统）

可以在环境温度较低环境下依然正常工作。

系统内置了自诊断功能，它通过在 CAN 总线中发送 OBD 信息向系统报告自己的状态。

系统采用 24VDC 的直流供电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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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KDS 系统安装及产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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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在不包括外包装时净重 4.2Kg，尿素箱容积 35L。

系统设计安装于车辆底盘，但不能安装于发动机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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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作状态

系统除储存装置外可适用工作的环境温度为－40 摄氏度至 85 摄氏度。 所有部件均能

承受－50 摄氏度的低温。尿素泵有 5 种工作状态：停止、填充、工作、排空、诊断。

1.1.1.1. 填充状态

当 ECM/DCU 检测到发动机启动后，ECM/DCU 需向系统以 200ms 为周期发送“Priming 填

充状态”指令，系统接收到“Priming 填充状态”指令后开始进行填充。

系统自动判断填装动作完成与否，填充完成后系统自动进入“Dosing 喷射状态”。填充

状态每次持续 30秒，重复 20次，若 20次后还未填充成功，则上报“空气压力或尿素压力

低”错误。

2.2.2.2. 喷射状态

系统将依照 ECM/DCU 所要求的尿素量计量并供应，同时将一直有压缩空气从喷嘴流出，

将尿素溶液雾化。 气体消耗量范围 10~20L/min,喷射气体压力 1~2bar。

只要系统开始喷射，其向 ECM/DCU 反馈的报文中便会上报“Purge Incomplete 排空未

完成”状态，直到 ECM/DCU 命令其排空。

3.3.3.3. 排空状态

当 ECM/DCU 检测到发动机停机后，需以 200ms 为周期向系统发送“Purge 排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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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直到检测到系统回复的“Purge Incomplete 排空未完成”变为“Purge Complete 排

空完成”。

四、 接口

1.1.1.1. 流体接口

系统流体接口简述如下：

接口 用途 管路类型

接口 A 压缩空气进口 6x1mm 气动管

接口 B 压缩空气出口 6x1mm 气动管

接口 C 尿素溶液出口 尿素管（SE 接头 1/4 英寸接

头 SAE 接 2044）

压缩空气进口

（接口 A、快速接头）

压缩空气出口

（接口 B、快速接头）

尿素溶液出口

（接口 C）

循环水出口

（接口 D）
循环水进口

（接口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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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D 循环水出口 车用内径 14mm 水冷管

接口 E 循环水进口 车用内径 14mm 水冷管

2.2.2.2. 电气接口

插针编号 描述

1 +24V

2 钥匙门

3 GND

7 J1939-

8 J1939+

9

10

11

12

3.3.3.3. 通讯接口

系统的通信协议与 SAE J1939 CAN 总线标准完全一致。

本文中涉及到的 CAN 总线接头插针有 CAN 信号正，CAN 信号负和 CAN 屏蔽。

系统可通过 CAN 总线信息向 ECM 发送 OBD 信息。 OBD 代码清单将按客户要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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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尿素箱内温度传感器、液位传感器阻值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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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流体

1.1.1.1. 尿素溶液

系统仅设计工作于符合 DIN 70 070 标准的车用尿素溶液（将纯净尿素固体与纯水按

32.5%比重配比稀释制成）。

系统仅设计工作于温度在 5至 50 摄氏度之间的液态尿素溶液（短时间内可接受最高 85

摄氏度）。

如需将系统用于其它液体，请提前咨询凯德斯。

由尿素罐供应的尿素溶液会经过颗粒过滤直径不大于 100 微米的过滤器过滤。

2.2.2.2. 压缩空气

系统仅设计工作于来自空气处理单元（APU）的干净且干燥的压缩空气。

为保证系统工作正常，压缩空气进口（接口 A）处的压缩空气压力须维持在 4 至 10bar

之间，流量不低于 25 升/分钟。

系统设计可承受的最大进口压缩空气压力为 12 bars。

在室内且空气温度为 20℃时，系统设计的压缩空气消耗量将不大于 20 升/分钟。

整车供应的压缩空气必须经过油气分离过滤，水气分离过滤，颗粒过滤（过滤直径不大

于 100 微米）等过滤程序后方能用于系统:

当应用了特殊的喷嘴和背压时，凯德斯可以依据客户要求对空气流量消耗进行单独评

估。

请注意，当尿素流量增大时空气流量也将增大。

系统只有在填充、喷射和排空时，才会有压缩空气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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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安装建议

系统是一种高精度设备。因此，需要格外注意以下：

� 避免直接暴露于来自排气管和催化器的热辐射下。

� 在 KDS 运输、存储和安装时应避免强烈的振动或冲击。

尿素罐和计量泵安装请参阅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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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性能

数字电子计量控制使系统可以非常快速的达到所需的流量，并在稳定的标准工作条件下

可以对所需流量实现 3％的重复精度。当然，这需要尿素计量泵已在环境和液体温度为20

°C 时进行过标定。

车载 ECU 的“补偿”系统将自动纠正由于响应延时而造成的计量量偏差，然后系统将

立即达到所期望的流量。

系统的精度直接依赖于泵进液口的液力阻抗。为达到所期望的性能，尊重本文所指导

的安装应用建议是非常重要的。

系统的精度还取决于颗粒杂质的存在情况，更干净的尿素溶液将获得更好的重复精度。

杂质污染将导致吸液能力降低而发生工作不稳定，和绝对流量的低重复精度，直至发生故障。

1. 尿素泵喷涂

尿素泵不允许外部喷涂。

2.2.2.2. 从系统中拆卸

将系统自后处理系统中拆下时应特别小心，由于管路中可能积累很高的压力，因此当

需要拆卸流体管路时请佩戴安全眼镜。

拆下系统前应首先解除流体管路与接头 C、D、E 的联接，并防止污染接头和尿素进入压

缩空气进口（接头 A）。

喷射管路中可能会保持有空气压力，应确保喷嘴和系统之间的管路没有空气压力。在拆

下接头 A 的压缩空气进口接头和接头 B 的压缩空气出口接头前应释放管路中的空气压力。

不要尝试将任何工具插入系统的流体接口/接头中，我们建议使用合适塑料盖保护接头

末端。

当系统被拆下后，应用温热纯水将接头 B、C、D 冲洗干净。

为防止系统受到外部污染/尿素污染和可能形成结晶，将 KDS 的 A、B、C、D 四个接头用

合适的塑料盖子保护起来很重要。

在拆下电器接头前应经检查确认没有尿素溶液可能会喷溅到接头终端上后方可拆卸。

当有尿素溶液喷溅到电气接头上时，应用温热的纯水小心冲洗尿素溶液以防产生结晶。

待接头晾干后，还应检查以确保没有任何尿素结晶遗留在接头内部。

请不要尝试自己拆卸任何外壳或泵头的螺栓，因为一旦拆卸后，系统的组装需要经过一

系列特殊的流程和标定。

在处置尿素溶液前，请仔细阅读尿素溶液供应商提供的“安全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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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包装和运输硬件

所有递交的系统都将妥善包装以避免机械损坏和内部污染。

经与客户协商和确认后，凯德斯可以为客户的特殊要求提供专用包装。

九、标签

系统标签位于其右侧，标签将显示条形码和系列信息：

产品型号：

序列号：位数字编码

两行预留空格：可为客户标识零件号等。

注：因产品版本或批次差异，以上信息可能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具体请以产品为准或咨询

我司，带来的不变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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