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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分享
本刊编辑部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宣传思想工作重要论述中明确强调：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

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作为行业媒体，与行业全心全意践行装备制造业的“主机与配套同

步发展战略”，执行“尽快扭转重要配套件依赖进口局面”的艰巨任务。杂志坚持“面向企业、面

向生产、面向应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刊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

同心致力于搭建产学研用联合平台，推广新技术创新成果及其产业化应用，为实现企业、政府、社

团同步联动，发挥着行业旗舰媒体的积极作用，为创新服务理念，开展务实有效工作发出行业媒体

的正能量……。

为此，多年来，杂志社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深入行业、

企业和高校，了解本领域学科发展、科研成果、产学研用结合情况；组织高新技术展区，展示高校

最新科研成果；组织技术交流，推进行业技术进步；组织技术培训，搭建学习再教育课堂；组织主

机与配套市场对接，参加主机展会，为企业寻找用户，积极开拓市场等活动。

杂志社不断创新服务理念和工作方法，2014年社领导又率编辑相继走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燕山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收集到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流体动力

领域的科研成果，现经编辑整理陆续刊登在杂志“企业之声”栏目，搭建良好的信息交流平台。

杂志社还将继续走访更多的高校，不断推动产学研的合作。望业内同仁和广大读者给予关注，

学习与分享……。

   燕山大学流体传动与控制专业
燕山大学在重型机械成套设备研制、亚稳材料科学与技术、并联机器人理论及技术、流体传

动及电液伺服控制技术、工业自动化控制理论与技术、精密塑性成型技术、大型锻件锻造工艺及热

处理技术、极端条件下机械结构与材料科学等研究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由燕山大学为主组建的河北省重型机械流体动力传输与控制重点实验室主要研究领域有：冶

金机械电液控制系统及管道动特性应用；高响应低能耗电液伺服快锻液压机关键技术；液压二次调

节节能系统理论与工程应用；机电系统智能控制策略及其应用技术；非线性系统的控制混沌及智能

故障诊断预报；液压控制系统可靠性；新型流体元件开发；工程机械及特种装备电液控制及主动安

全保障技术；复杂流道的流场可视化及应用流体力学；气动技术及其应用；微流体理论及应用；数

控重型机床静压导轨设计及特性研究等。

以孔祥东教授为领军人物的燕山大学流体传动与控制团队，科研项目涉及多个科学研究领域，

以下为该团队的主要成员和科研成果介绍。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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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自由锻造水压机

动力传输及控制系统

研究内容：本研究主要包括

自由锻造水压机机组的动力传输及

控制系统的主机、液压、电控系统

的设计。自由锻造水压机主要用于

对热态下的碳素钢、合金钢、模具

钢、高速工具钢等材料的锻造，其

加工范围包括对大型锻件进行开坯

和对各种轴类、饼类、环类、筒类

等锻件进行镦粗、拔长、滚圆、冲孔、

扩孔等锻造。

主要进行了水泵 - 蓄势站系统

全套设计、水压机操纵系统全套

设计 ( 含液压伺服系统 )、操纵系

统电气控制软硬件设计、以及水

压机与操作机联动控制软件实现

等内容。

项目名称：全液压高效水平

轴风力发电机组研究

研究内容：液压型风力发电

机组作为一种新的风力发电机型，

采用定量泵 - 变量马达闭式液压系

统连接风轮与发电机。变量马达与

励磁同步发电机相连，实现同步发

电机恒转速控制，省去整流逆变装

置，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机组的可

靠性和电能质量。研发内容包括

30kVA 液压型风力发电机组实验台

搭建，风力发电机组运行工况特性，

主传动系统转速控制策略，主传动

系统并网功率控制方法，最佳功率

点追踪控制策略，液压变桨矩控制

方法与液压偏航控制方法等。

项目名称：四足机器人液压

驱动单元和液压动力单元研究

研究内容：近年来，四足仿

生机器人以其特有的移动优势，在

某些复杂地形条件下，正取代轮式

或履带式机器人，成为野外探测、

科学考察工作的首选。液压驱动以

其功重比高、响应速度快等优点成

为四足仿生机器人动力来源与输出

的首选形式。完成高集成、高精度、

轻重量的液压驱动单元和液压动力

单元研发工作。

项目名称：油气润滑系统理

论研究及相关元件研发

研究内容：油气润滑系统被

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润滑系统，在

钢铁、造纸、采矿和水泥等行业已

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油气润滑涉

及的诸多技术现在被国外厂商垄断，

因此对油气润滑系统进行理论和实

践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方向

主要完成油气润滑基础理论、系统

匹配集成、关键元器件研发等工作。

项目名称：高性能液压元件

基础理论及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以先导式大流量

电液比例阀的先导阀、高压大流量

二通插装阀、工程机械用多路阀、

高压轴向柱塞泵/马达为研究对象，

进行理论计算、数值模拟、PIV 可

视化实验和实体实验。研究元件结

构参数和工作参数对其性能的影响

规律，为高性能液压元件的优化设

计及控制奠定理论基础。

个人简介

 ◆ 孔祥东(1959-)，男，

教授 , 博士生导师，工学博

士，主要从事电液伺服控制系

统、重型机械流体动力传输与

控制、高性能液压元件领域科

研工作。

◆ 联系方式：

xdkong@ysu.edu.cn

项目名称：复杂流体动力传

输系统的振动噪声溯源与控制

研究内容：高压高速工况加

剧了液压能源管路系统的振动和噪

声。液压泵源的流量脉动激发流体

传输管路网络的流固耦合振动以及

谐振失稳，是导致管路振裂和疲劳

失效的主要原因。高压高速使得液

压泵的流量脉动频率范围拓宽、强

度加剧。建立空间不规则弯曲流体

传输管路的流固耦合振动模型，并

给出精确的数值分析方法，揭示复

杂谐振及失稳机理，研究半主动液

压减振器参数贡献度和时 / 频域内

振动路径传递度、传递率。

项目名称：锻造压机与操作

机机组虚拟样机及控制特性

研究内容：基于虚拟样机技

术、协同仿真技术、系统级建模技

术搭建锻造压机与锻造操作机机组

机电液一体化仿真平台，结合锻造

工艺要求和操作机的工作特性，重

点研究大功率锻造液压机与锻造操

作机的稳定性、快速性和准确性控

制技术，对于提高锻造压机与锻造

操作机的工作效率和自动化水平具

有重要意义，实现现代化锻造液压

机与锻造操作机的液压控制系统计

算、选型、分析及优化。

孔祥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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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益群 (1938-), 男 , 教

授 , 博士生导师，本科，主要从

事轧制生产中板厚与板形控制、

虚拟轧制、管道动特性应用等研

究工作。

◆ 联系方式：

   ycwang@ysu.edu.cn

项目名称：轧制过程中板厚

与板形控制研究

研究内容：板带产量约占我

国钢铁总产量之半，王益群教授的

科研团队长期从事机电液综合控制

的机理探索和工程实践，解决了生

产中长期存在的国产冷轧装备控制

精度低、可靠性差的难题，在该领

域核心控制技术上实现突破。打破

了国外大公司长期对我国高精度、

高速冷连轧机核心技术——液压

AGC 市场的垄断，标志着我国在高

精度冷连轧控制技术方面迈上一个

新台阶。

主 持 完 成 攀 华 集 团 1450mm

五连轧二手轧机改造工程的核心

王益群教授

工程——用高精度液压 AGC 装备

取代电动 AGC；西南精密带钢厂

IGC650HW 冷带轧机关键技术研究

及成套设备研制；河南鸽瑞复合材

料公司高精度 650 单机座冷带轧机

液压 AGC 研制；攀华集团重庆万达

公司全连续 ( 无头轧制 )1450mm、

1780mm 五连轧等 11套冷带液压 AGC

的研制。以上项目的研发及应用创

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其主持的科研项目“IGC650HCW 冷轧

机成套装备研制及关键技术研究”

和“板带轧机高精度液压厚度自动

控制（液压AGC）技术及应用”分别

获 1999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

200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项目名称：虚拟轧机理论研

究

研究内容：创造性地提出了

“虚拟连轧机”的概念，致力于连

轧这一复杂机电液系统的建模、动

态模拟、轧制过程可视化理论和技

术实现的研究。在该领域主持完成

一重集团“热连轧卷取机液压踏步

控制系统的建模与仿真”。主持完

成“冷连轧机多学科建模与动态仿

真及虚拟轧机的研究”、“基于冷

连轧板形控制的虚拟轧制系统研

究”、“基于提高仿真精度和可靠

性的虚拟轧制系统关键技术基础研

究”、“基于流态复杂性测度的流

量软测量模型及虚拟动态流量计”

等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主持完成“虚

拟连轧系统的研究”河北省自然基

金项目，省级鉴定为“设备级模型

精度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完成宝

钢“冷连轧机动态仿真与控制优化”

项目的核心子课题“连轧设备机理

建模与仿真”项目，获中国钢铁工

业协会 / 中国金属学会冶金科学技

术二等奖和宝钢科技进步一等奖。

项目名称：管道动特性理论

和应用

研究内容：首次从理论和实

验研究中打破了管道效应只有害于

系统的陈旧观点，创造性地提出了

利用管道特性改善电液伺服系统动

态品质的新概念，对串联管路、并

联管道、串并联管道在各种控制系

统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

究。完成了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利

用管道动特性改善电液控制系统响

应能力的研究”。按照这一理论实

现的 300 四辊轧机液压弯辊系统带

宽高达 60Hz，远高于一般情况下

20Hz 的水平，原机械工业部鉴定认

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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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 赵静一（1957-）,男,

教授，博士生导师，工学博士，

主要从事工程机械新型电液

控制系统设计应用。

◆ 联系方式：

   zjy@ysu.edu.cn

赵静一教授

项目名称：工程机械新型电液控制系统创新设计及

应用

研究内容：开发了高速铁路架桥成套特种装备、分

体式煤矿连采机搬运车系统及港口机械的电液控制系统，

全面提升了工程施工作业效率和技术水平，实现了基础

工程的快速建设。将计算机远程控制技术、在线故障诊

断和可靠性技术、交流液压技术及复杂流场分析成功应

用于工程机械电液控制系统，促进了行业的技术进步，

与国内企业达成 7 项合作项目。获得中国施工企业管理

协会科学技术奖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和“中国铁道建

筑总公司科学技术特等奖”等多项奖励，拥有专利 3项，

著作 2 部，发表论文 80 余篇。实现了产学研有效结合，

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项目名称：新型液压元件测试平台创新设计及应用

研究内容：进行了液压元件性能测试与分析、油液

污染度离线及在线检测、交流液压综合实验台设计以及

液力变矩器性能试验台设计等内容。研制的测试平台除

可进行液压件的出厂试验外，还可进行各种发动机、电

动机的转速、转矩和功率测试。将虚拟仪器技术引入试

验台的设计中，通过虚拟仪器控制和测量实验台液压系

统信息，提高了试验台的综合测控的自动化水平，使试

验台维护方便，大大降低了试验成本。先后与多家企业

合作开发了多套先进的液压元件测试平台，应用在多个

领域，为企业取得了经济效益。

项目名称：微流体与交流液压系统的理论研究与工

程应用

研究内容：开展了微流体的基础理论与仿真研究。

对不同孔隙率和不同流量条件下的组织工程支架内部营养

液的流动情况进行了数值模拟，为研究组织工程支架内部

营养液的供给、代谢废物的排出等提供了理论依据；该项

研究可以为组织工程中骨架的孔隙参数的设计提供理

论依据，为组织工程骨架的快速成型提供设计基础，

为组织细胞的生长和增殖设计出最优环境。

进行了交流液压系统数学模型与动态特性研究、

交流液压技术在工程中的应用研究以及交流液压综合

试验台设计等。丰富了交流液压技术设计理论，为开

发和改善实用节能交流液压系统的设计方法带来革新。

开发了跳汰机交流液压系统仿真软件和模拟实验平台，

为系统性能优化提供了有效途径；解决了交流液压系

统的动态分析问题，找到了影响交流液压系统传输效

率的因素及其定量表示。把交流液压技术应用于采金

船跳汰机液压系统、地震主动防护液压系统和工程运

输车自适应悬挂液压系统等多个领域，为相关企业提

供了有效的技术服务，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项目名称：液压控制系统的故障诊断及可靠性

研究

研究内容：进行了液压系统模糊可靠性分析、基

于T-S模型的液压系统故障诊断策略研究、液压可靠性

和故障诊断技术的应用研究等。利用可靠性研究方法和

智能故障诊断方法，把现代信息技术中的神经网络、模

糊逻辑、专家系统等应用于液压系统故障诊断中，做出

了许多原创性工作。把液压可靠性和故障诊断技术成果

应用于高炉液压系统、水压机系统和工程车辆液压系统

等多个领域。

个人简介

◆高殿荣（1962-）,

男,教授，博士生导师，

工学博士，主要从事体

外驱动全磁浮锥形螺

旋血泵、数字控制交流

伺服变速变量轴向柱

塞泵原理及关键技术、

径向柱塞滚柱静力平衡式低速大扭矩海淡水液压马

达、900mm 平整机液压与气动系统、二自由度变位器

液压传动及伺服系统、极片轧机液压伺服系统、定

向液压加持机械臂等研究工作。

◆ 联系方式：gaodr@ysu.edu.cn

高殿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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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体外驱动全磁浮锥形螺旋叶轮血泵的

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左心辅助装置—人工血泵在体外

实验、动物试验以及临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如轴承、

密封件的磨损引起的血泵失效，电机与轴承的发热以及

流道不符合血液生理学流动规律而引起的溶血和血栓，

供能及控制导线穿越皮肤而引起的受体感染等问题，构

思出了一种体外驱动全磁浮锥形螺旋叶轮血泵。运用计

算流体力学的方法计算了血泵内部的三维流场，研究了

血泵转子转速与血泵流量和输出压力之间的关系，探讨

了进出口流道形状、进口导轮和出口导轮的结构、转子

叶轮的叶型以及转子的锥角对血泵流场的影响规律；构

建了血泵轴向和径向无源被动式磁悬浮的结构和虚拟样

机，并应用磁场计算软件对磁轴承的磁场和磁悬浮力进

行计算与分析，加工出磁轴承物理模型，实验表明这种

磁轴承结构是可行的。提出了外磁场驱动的原理和方案，

研究了驱动力与电流和驱动距离之间的关系，设计了驱

动和控制电路，编制了控制程序，制作了驱动原理验证

实验平台，实验证明远程驱动原理正确，方案可行。设

计制造了血泵的物理样机及其远程驱动控制系统，通过

物理样机的实验研究证明本课题提出的体外驱动全磁浮

锥形螺旋叶轮血泵的设想是正确、可行的，为实际应用

奠定了理论基础。

项目名称：数字控制交流伺服变速变量轴线柱塞

液压电机泵的研究

研究内容：对构思的数字控制交流伺服变速变量

轴向柱塞液压电机泵，运用 CFD 技术对交流伺服变速

变量轴向柱塞液压电机泵的内部流道流场进行数值模

拟，确定了最佳的内部流道结构；针对这种轴向柱塞

液压电机泵的特点，应用电磁场理论和相应的软件平

台，对定子上的交变磁场与转子上的永磁场相互作用

关系进行了模拟和分析；数字计算和分析了电机泵内

部温度场、电机泵功率损失和效率、关键零部件的强

度、变形以及振动模态等；通过分析和计算确定了电

机泵的控制策略，并进行虚拟仿真。在上述研究的基

础上设计并加工制作了原理样机，通过实验测试验证

了其原理的正确性。该交流永磁伺服电机与轴向柱塞

液压泵高度融合，电机泵具有自润滑冷却性能，内部

设计有专用流道，利用工作介质带走液压电机泵产生

的热量，不需要额外的冷却系统或装置；研究表明：

数控变速变量的变量控制方式，可以实现快速、精确

地控制和改变泵的输出流量、压力和功率，以便与负

载相匹配；具有结构紧凑、能量转化效率高、节能、

低噪声、动态响应快等特点，在民用、军工、航天以

及舰船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项目名称：定向液压夹持机械臂的研究

研究内容：该设备用于制造 HXD1 型和谐大功率

电力机车的车轴齿轮组装线，由机械部分、液压系统和

电气系统组成，机械部分包含支架、钳头回转和夹钳夹

紧三部分。能实现车轴的水平、竖立两个状态下的夹持

和夹持后 -90°、0°、+90°三个位置的旋转。最大夹

持重量 1500kg，回转定位精度±5度。 

个人简介

◆ 姜万录（1964-）,

男 ,教授，博士生导师，

工学博士，主要从事冷

连轧机轧制工艺模型及

高精度液压厚度自动控

制、故障检测与智能故

障信息诊断、虚拟动态

流量计等领域的基础理

论和应用研究工作。

◆ 联系方式 :wljiang@ysu.edu.cn

姜万录教授

项目名称：冷连轧机轧制工艺模型及高精度液压

厚度自动控制研究

研究内容：在冷轧高精度厚控领域，作为王益

群教授科研团队的核心成员，完成 3 套五机架冷连轧

机和 7 套单机架可逆冷带轧机高精度液压 AGC 系统

（或成套设备）研制。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国产冷

轧装备控制精度低、可靠性差的难题，板厚控制精

度达到 ±2μm，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国内首次成

功地自主研发了高速宽带冷连轧机的核心技术——

1450mm 五机架冷连轧机高精度液压 AGC 系统，板厚

控制技术和运行质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打破了冷

连轧厚控核心技术一直被国外大公司高价垄断的局

面。在该研究领域，1999 年和 2009 年两次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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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 张立杰

（1969-）, 男

（满族），教授，

博士生导师，工

学博士，主要从

事机电液集成系

统开发、智能控

制及运行状态监

测，液压控制元

件性能提升，机构运动学、动力学性能分析及尺度

综合，机械装备结构计算机模拟仿真分析及优化等

方面的研究。

◆ 联系方式：ljzhang@ysu.edu.cn

项目名称：机电液集成系统开发、智能控

制及运行状态监测

研究内容：围绕工程机械、船舶机械和港

口机械等大型机电液集成系统现场工作或维护维

修需要，开发液压元件维修测试系统和机电液集

成装备运行状态监测及故障诊断系统。

完成了船舶用液压马达维修测试系统的开

发，在同一系统上能够完成各种型号液压马达测

试，是液压马达维修企业必要的检测手段。

完成了港口翻车机液压系统参数在线监测

系统开发，实现对翻车机液压系统参数的实时

监测，对提高翻车机液压故障诊断效率、缩短

液压系统故障造成的停机时间、提高设备有效

利用率和完好率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名称：机构学及机器人技术

研究内容：基于设计空间理论，研究了并

联机构运动学性能指标，在设计空间内建立了运

动学性能指标图谱，利用几何图谱叠加原理解决

了机构设计多参数多目标优化设计问题，创新性

提出了 2 自由度冗余驱动并联机构的有效设计空

间概念。

基于理论分析结果，研制了平面 2 自由度 5R

并联机器人样机、球面 2 自由度驱动冗余机器人

样机和球面 3-UPS/S 移动驱动并联机器人样机，

完成了机电液一体化设计、制造、装备及智能控

制，为该类机器人的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

在机构学及机器人研究方面，研究团队于

2005 年获得河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项目名称：机械结构计算机模拟分析及优化

研究内容：应用机械结构计算机模拟分析

软件 ABAQUS、ANSYS WORKBENCH、HYPERWORKS 及

三维造型软件 SOLIDWORKS、Pro/E 等对机械装备

主体结构或主要部件刚度、强度、模态及主要工

艺过程进行计算机模拟分析，校核结构的刚度、

强度及工艺合理性，建立主要结构参数与性能指

标之间的影响规律，并以主要性能指标对结构参

数进行优化。

项目名称：故障检测与智能故障诊断研究

研究内容：在故障检测与智能故障信息诊断研

究领域，提出了利用混沌性质进行微弱故障信号检

测及故障早期预报的方法，及多种基于人工智能和

现代信号处理技术融合的故障诊断理论方法，丰富了

故障诊断的理论体系，实现故障的快速诊断、定位和

预报，降低了故障的误报率和漏报率。利用信息融合

和数据挖掘技术，并将粗糙集理论、主元分析方法、

人工免疫系统、支持向量机等数据驱动方法与专家系

统有机交叉和深度融合，通过优势互补，实现了信息

增值。解决了制约智能故障诊断技术发展的典型故障

样本严重不足、诊断知识发现困难、故障阈值难以确

定、诊断效果在短期内难以评价等难题。在这一研究

领域，以第一著者出版学术专著 2部。

项目名称：虚拟动态流量计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动态流量测量这一工程难题，

提出了多种有效的动态流量软测量方法。通过流场

复杂性计算与试验研究，深入地揭示了流态非均匀

时空结构的非线性动力学本质。融合多源传感器信

息，建立了反映流量与流道结构参数、压差、粘度、

温度之间关系的精确软测量模型，并利用神经网络

的自学习能力对软测量模型加以实现。

张立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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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英杰教授

个人简介

◆ 高英杰（1965-）,

男 ,教授，博士生导师，

工学博士，主要从事机

电系统的智能控制与集

成开发、新型液压元件

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

工程机械主动安全保障

技术等领域工作。

◆ 联系方式：yjgao@ysu.edu.cn

个人简介

◆ 闻德生（1954-）,

男 , 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科，主要从事双端面配

油轴向柱塞泵、液压劈裂

机、多泵多速马达、板材

压印机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工作。

◆ 联系方式：

wendesheng@ysu.edu.cn

项目名称：双端面配油轴向柱塞泵

研究内容：该泵中的柱塞是一个管状柱塞，低压

油液通过柱塞孔道进入到控制室，实现配流盘与写盘

同时配油。因此，我们把柱塞形成通路的泵称开路式泵，

反之称为闭路式泵。该泵在柱塞泵上实现了自冷却、自

润滑、去掉泄漏回油管路等优点。原理可制成新型泵，也

可改造现有的斜盘型轴向柱塞泵。该原理已编入普通高等

教育机电类规划教材，以供液压专业本科生和其他机电类

专业学生的学习。

项目名称：液压劈裂机

研究内容：研制了（单头、多头、深头、多级、两瓣、

三瓣、多瓣以及不同直径等）各种新结构的液压劈裂机，

实现了以最小的力 ,达到破坏最坚硬的脆性材料的目的。 

解决了多年以来困扰典型脆性材料——石材行业安全高效

解体大块石材的技术难题，同时，减少了由于使用炸药带

来的运输及管理上的各种隐患。

项目名称：多泵、多速马达

研究内容：研制了多种由两个定子与一个转子（或

两个转子与一个定子）组合，在一个壳体内形成多个相

互独立的多泵原理，有齿轮型、柱塞型、单滚柱、双滚柱、

双滚柱连杆型、凸轮型、力偶型、异型柱塞式等结构。

作为马达使用时，可实现相同输入情况下多种定转速、

定转矩的输出，称为多速马达。

项目名称：板材压印机

研究内容：主要用于在板材上压印各种技术标记，

便于钢板使用过程中的质量追溯。主要研发了特殊分

体压印辊和主动滚压式结构，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

了生产效率。已在首钢、邯郸文丰、唐钢、平山敬业

等多家用户使用，截止到 2009 年末四家公司已压印板

材 500 余万吨。

项目名称：机电系统的智能控制与集成开发

研究内容：围绕机电系统的工程技术难题，基于

机械运动学与动力学分析、全工况功率谱分析、全动

力链能量传输流程管理策略分析等，应用高效电液动

力控制技术，融合传感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位置识

别诱导技术、网络技术、现场总线技术优化设计电液

控制系统，实现机电系统的创新设计与技术提升。技

术开发与工程应用领域：带钢轧机（单 / 多机架）液压

控制系统及关键技术研究、多模态压力机液压控制系统

设计方法、大型移动机械分散系统（驱动 / 工作）的同

步协调控制技术、高频电液振动平台关键技术、波浪主

动补偿电液集成控制系统、智能化工程机械的开发与产

业化等。

项目名称：新型电液控制元件理论与研究

研究内容：提出一种具有可编程“软联接”、独

立单边节流、具有高响应特征的智能阀，可以同时满足

高响应性能与节能要求。同时，对阀的编程控制还可实

现多功能、减弱换向冲击、解决非对称缸的双向等效控

制等问题。提出一种负载适应性平衡控制集成组件，可

实现举升 / 卷扬控制系统在不同负载工况下的平衡稳定

性与运动平稳性。提出一种全泵控电液控制系统设计

体系，从全动力链功率匹配与能量传输管理两个方面，

优化全泵控系统特性参数，实现节能减排。工程应用

领域：大型挖掘机电液控制系统、快锻压力机、工程机

械举升 /卷扬系统。

项目名称：工程机械主动安全保障技术

研究内容：融合多种信息，依据机器工作空间，

利用运动学理论规划虚拟首先工作边界，控制机器的工

作范围，保障机器的安全运行。工程应用领域：大型起

重机械、高空作业平台、消防车、市政工程车辆等。

闻德生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