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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之声

学习与分享（之十一）

——浙江工业大学流体传动与控制团队                       本刊编辑部（86）

         

互联网+液压系统油品健康控制技术                     本刊记者  万  磊（89）

          

浙江工业大学为省部共建高校，国家 2011 计划高校，浙江省重点建设

大学，始建于 1953 年。浙江工业大学流体传动与控制研究团队隶属于教育

部特种装备制造与先进加工技术重点实验室。团队带头人是阮健教授。

由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指导，《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社和

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共同主办的“液压系统油品及污染控制交流

会”在行业的热切期盼中于 2015 年 7 月 7 ～ 8 日在辽宁大连顺利召开。中

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专家委主任沙宝森、副理事长程

晓霞、专家委副主任王长江，燕山大学赵静一教授，中国石油润滑油公司

副总工程师杨俊杰，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副院长李韶辉、副总工

程师王辉、评定中心主任黄胜军、工程师苗新峰，北京航峰科伟装备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孙衍山博士，以及来自液压和油品行业的企业高管、

专家、应用工程师，近 90 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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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分享
本刊编辑部

国务院目前已印发《中国制造 2025》，这是我国全面推进实现制造强国三步走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

动纲领。《中国制造 2025》已把强化基础零部件（元器件）能力列为战略任务重点，并明确提出 2020

年 40% 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 年 70% 核心基础零部件实现自主保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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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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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协力搭建产学研用平台，

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和创新成果，注重产业化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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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企业寻找用户，参加主机展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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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社领导又率编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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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理工大学、上海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等高校，收集到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流体动力领域的科研

成果，并经编辑整理陆续刊登在杂志“企业之声”栏目中，为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创建及时有效的信息交

流平台，得到行业赞赏。

杂志社还将继续坚持走访更多的高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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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工业大学流体传动与控制团队

浙江工业大学为省部共建高校，国家 2011 计划高校，浙江省重点建设大学，始建于

1953 年。浙江工业大学流体传动与控制研究团队隶属于教育部特种装备制造与先进加工

技术重点实验室。团队中从事液压教研工作的专任教师共 8 人，其中正高职 3 人，具有

博士学位者 6 人，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 40 多名，团队带头人是阮健教授。阮健教授自

1985 年在校学习期间开始研究 2D 阀技术，一直延续至今。

团队主要从事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采用阀芯双自由度运动的 2D 系列液压阀和液

压泵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化工作，包含 2D 电液数字伺服阀，2D 电液比例换向阀、2D 高频

激振阀和 2D 轴向柱塞泵，以及衍生而来的高频疲劳试验机和气液混合弹射系统等。团队

成员历年来总计获得液压领域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十项，省部级项目几十项。经过

近 30 年的潜心研究，2D 阀的相关技术逐渐成熟，极大地丰富了液压元器件的门类。近

年来团队除专注于基础研究外，还从事 2D 系列液压元器件的产业化工作。目前与河南航

天工业总公司及其他国内若干家重要军工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关系，部分

成果已实现产业化，对于打破国外高性能液压元器件的垄断地位，提升我国自主研发水

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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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带头人介绍

◆阮健（1963-），博士，教授，博导。

◆联系方式：yanyan333@126.com

团队成员

俞浙青，博士，教授；     李  胜，博士，教授；

裴  翔， 副教授；        邢  彤，博士，副教授；

孟  彬，博士，讲师；     贾文昂，博士，讲师；

朱发明，讲师。

流体传动与控制团队

项目名称：2D电液数字伺服阀

研究内容：2D 阀是同时利用

阀心的双运动自由度（即阀心的旋

转与滑动运动）而设计的各类液压

或气动阀的总称。在控制方法上， 

2D 电液数字伺服阀采用基于嵌入式

系统的直接数字控制的新方法。它

采用商用的两相步进电机作为数字

式电 - 机械转换接口，对电机转子

的输出角位移进行连续跟踪控制，

从而解决了传统的增量式数字阀存

闭环后电 -机械转换器的频率响应特性 2D 数字伺服阀（闭环）附加颤振后的静态特性

2D 阀的工作原理1000L/min 的超大流量 2D 数字伺服阀实物（闭环）

在的定位精度和响应速度难于兼顾

的难题，闭环控制下的 2D 数字伺

服阀由于采用了基于高速 DSP 芯片

的双闭环反馈系统（电流反馈和位

置反馈），其线性度、滞环及重复

精度等各项性能较开环模式均有较

大提升，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数

字伺服阀”。

此外，在步进电机和阀体之间

还引入了传动机构，其目的在于将

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放大，保证阀

芯不因油液污染而卡死，同时提高

阀的动态响应特性。传动机构的间

隙和阀的零位死区则通过控制器内

置的颤振补偿算法得以消除。

2D 电液数字伺服阀具有抗污染

能力强、响应速度快、结构简单、

精度高、无需弹性元件、导控级零

位泄漏极小和生产成本低的优点，

已成功应用于金属材料试验机、地

震模拟台电液数字伺服系统和铁路

减速顶检测等电液伺服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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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滑楔式压扭连轴器的 2D 比例换向阀结构图

项目名称：2D 电液比例换向

阀

研究内容：基于阀芯双自由

度原理的 2D 电液比例换向阀，主

要创新之处在于采用压扭放大驱

动技术实现阀芯双自由度的运动

转换，同时将比例电磁铁的推力放

大，有效地克服了阀芯和阀芯孔之

间的摩擦力等对比例特性所造成

的不利影响，加之阀结构中无固定

阻尼小孔（或堵塞的结构），因而

具有结构简单，抗污染能力强，对

加工精度无特殊要求的优点，在民

用领域具有很好的大规模生产与

应用的前景。

项目名称：2D 高频电液激振

技术

研究内容：电液疲劳试验系

统中的电液激振器由电液控制元

件、电液执行机构和加载对象等组

成，通常由电液控制元件控制进出

液压执行结构的油液来驱动加载对

象做来回往复运动，进而实现电液

激振和疲劳试验。2D 高频电液激振

技术由 2D 阀和并联伺服阀控制作

动器驱动负载实现激振，从而大大

提高电液激振器输出的激振频率。

在 2D 阀中，其阀芯的旋转运动用

于产生周期性变化的流量来控制液

压缸来回振动的激振频率；而 2D

阀阀芯的轴向滑动用于实现对液压

缸来回往复运动激振幅值的控制；

并联伺服阀阀芯的轴向滑动用于实

现对液压缸运动时输出位移的偏置

位移的控制。由于激振频率由 2D

阀阀芯连续旋转运动的转速、阀芯

上的沟槽及其与阀套上的窗口之间

的配合关系决定，同时 2D 阀阀芯

为细长结构，其转动惯量很小，又

处于很好的油液润滑环境中，因而

很容易通过提高 2D 阀阀芯连续旋

转运动的速度来提高激振频率，实

现高频激振，并且在开环和闭环条

件下对频率、幅值、偏置等都可控。

 

项目名称：2D 轴向柱塞泵

研究内容：2D 轴向柱塞泵是

2D 技术在液压泵领域的最新应用成

果，它利用活塞的旋转和滑动的双

运动自由度结构代替了传统轴向活

塞泵的配油盘结构，去掉了多余的

摩擦副，实现连续吸排，往复运动

一次，吸排油各一次，较传统泵多

一次。2D 泵实现了微型化，在保证

流量的前提下，大大降低了成本，

其不仅在液压领域具有较大应用价

值，还可应用于传统的流体机械如

高压水泵等。

采用滑楔式压扭连轴器的 2D 比例换向阀实物

2D 高频激振阀三维图

2015 年 PTC 期间，阮健教授将在高新技

术展区详细介绍 2D 阀技术，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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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高频激振阀三维图

本刊记者  万  磊  

互联网 + 液压系统油品健康控制技术

编者按：

由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指导，《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社和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共

同主办的“液压系统油品及污染控制交流会”在行业的热切期盼中于 2015 年 7 月 7 ～ 8 日在辽宁大连顺

利召开。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专家委主任沙宝森、副理事长程晓霞、专家委副主任

王长江，燕山大学赵静一教授，中国石油润滑油公司副总工程师杨俊杰，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副

院长李韶辉、副总工程师王辉、评定中心主任黄胜军、工程师苗新峰，北京航峰科伟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技术总监孙衍山博士，以及来自液压和油品行业的企业高管、专家、应用工程师，近 90 人参加会议。

——记“液压系统油品及污染控制交流会”

 会议第一天

7月 7日 •上午

会议由杨俊杰副总工程师主持并致欢迎词，程晓霞副理事长代表协会致开

幕辞。沙宝森名誉理事长、赵静一教授、王长江副主任先后做了专题报告。

首先，我代表中国液压气动密

封件工业协会向“液压系统油品及

污染控制技术交流会”的顺利召开

表示热烈祝贺！向大家百忙中莅临

会议表示诚挚的谢意！

今天，由协会媒体《液压气动

与密封》杂志社和中石油大连润滑

油研发中心首次联合举办的“液压

系统油品及污染控制技术交流会”

得到了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

会的重视和指导，得到了液压行业

企业的关注和积极响应，得到了中

石油及相关油品行业的帮助和大力

支持，这是一次跨行业的技术交流

会，对每位与会同仁来说是非常难

得的学习机会，非常值得珍惜。

今天，会议围绕“互联网 + 液

压系统油品及污染控制技术”这一

主题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作为行

业协会，我们坚持为行业搭建技术

交流、技术培训平台；坚持务实有

效地开展行业工作并形成长效机

制；坚持与主机、配套行业携手共

进，共同肩负起推动中国流体动力

技术进步的光荣使命。

随着互联网 + 时代的到来，

液压技术将更加趋向集成、节能、

环保，这对液压污染控制技术和

系统可靠性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同样对液压油的选用、维护

和失效处理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和

解决方案。

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应用技

术，相信大家不愿用愿望代替趋势，

不愿用想象代替思考，共愿理论

与实际结合，为推动流体动力技

术与油品技术共同进步，让我们

就共同关心的话题交流，从更高

的视角探讨污染控制技术的进步

与创新，探讨液压系统健康控制

技术解决方案和有效途径，聆听

专家精心准备的报告，分享企业

家的经验与建议。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将对

本次会议通过杂志和微信平台进行

宣传报道，并与大连润滑油研发开

发中心合办“液压系统油品及污染

控制技术专栏”，希望大家给予关注。

这是一次行业期待已久合作共

赢的交流会，是一次新形势下推动

行业互联网 + 液压系统油品健康控

制技术的交流会。让我们共同祝愿

中国流体动力产业健康稳步发展！

期待我们的明天更美好！

 开幕致辞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副理事长  程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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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了液压油的性能、污染物

对液压元件及系统故障的影响，分

析了液压油污染物产生的原因，液

压油污染对液压元件和液压系统

的影响。得出的几点启迪：液压油

品质及其污染对液压元件及系统

性能的影响与液压油的研发、生

产、销售、液压元件及系统设计、

制造、使用、维修及油品选用多

个环节相关，提高液压油的品质，

控制污染，提高液压元件及系统的

寿命和可靠性，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各环节的携同努力；伴随着互

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

  专题报告：《简述液压介质（油）对液压元件及系统性能的影响》

  液压专家：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专家委员会主任    沙宝森

发展，对液压油在工作中品质的变

化和污染的进程已可以实现在线

检测和智能控制预警；伴随社会

进步，液压油的品质和污染控制对

人体健康和环境影响也已提到议

事日程，加速开发液压绿色传动介

质（油）是面临的一项新的课题；

我国液压产业要充分利用互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这些工具，改

善液压元件和系统的性能，提高

可靠性和寿命，是实现健康制造、

智能制造、健康应用、智能应用、

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中国制造

2025》目标的重要措施。

  欢迎辞

  中国石油润滑油公司副总工程师

  杨俊杰

杨俊杰副总工程师在欢迎辞中

表示：诚挚欢迎来自液压行业的各

位代表来到美丽的大连，感谢大家

对中石油品牌的关注和信任，希望

通过此次交流会，大家能对中石油

润滑油的研发实力、系列产品有更

深入的认识。我们将以提高国家润

滑水平为使命，与各方通力合作、

双赢共进、拥抱新常态！

随后他做了题为《迎接润滑

新常态》的报告，主要内容有：

1. 对润滑油旧常态的认识：润滑

油的质与量并增；基础油研究受

到严重削弱；中国润滑油标准主

要是跟进翻译美欧两大标准体系；

仍有部分基础油需要进口，平均

每年进口 250 万吨；废润滑油回

收率较低。2. 润滑油的新时代特

征：市场化驱动为主；随着汽车工

业高速发展，油品更新换代较快；

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油

品也需要从跟随到引领；油品循

环利用，保证可持续发展。3. 润

滑油新常态的四个特点：要适应

提质减量的新常态，要适应基础

油再次回归基础的新常态，要适

应规格自主化、做减法的新常态，

要适应加快再生循环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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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联网 + 给中国液压进入

国际 OEM 市场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我们和强者同步，给靠“替代”为

目标的中国液压一次难得的追赶的

好机会。

液压元件必须和智能控制系统

同步发展，2020 年液压产品要满足

市场需求必须具备以下特性：液压

元件必须完全电子控制，能与互联

网 + 技术实现对接；提高液压元件

及系统节能水平；满足主机机器人

化的智能控制，特别是精准农业的

需求；能满足行走机械，特别是农

业机械大幅度增长的需求；有批量

生产的能力。

液压企业应具备的数字化智能

制造：数字化车间；数字化工厂；

智能制造。让液压传动与控制进入

网络时代。

2. 互联网 + 与工业 4.0。“中

1.分析了液压系统中液压油污

染产生的原因：固体污染、水污染、

空气污染和其他溶剂污染。这四个

不利因素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出

现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就会连带产

生另外一个或多个问题。

2. 液压系统设计源头充分考

虑降低油液污染的措施：

◆合理选择液压元件：选择液

压泵时要根据液压泵厂家要求来选

择液压油的种类和牌号；设计时要考

虑选用的液压控制元件的污染度要

求；设计时合理选择进油过滤器和回

路过滤器；设计中，设计集成阀块、

选择油管、接头等方面进行考虑。

◆合理选用液压油：液压油粘

度及粘度指数的确定或选择应满足

系统所处工作环境温度及其变化范

围的需求；液压油与液压系统元件

所使用的金属及密封件和涂料（油

箱等内表面）的相容性；液压系统

工作压力应与油液的 FZG 试验破坏

压力等级的选择相适应；油液的各

种理化指标及性能特点应满足具体

应用的要求；应注意国产液压油的

粘度指数与国外厂家生产的同类油

液的粘度指数差异，尤其在用国产

油代替进口油品时必须加以考虑。

◆合理选择过滤器：过滤方

案的定义是在液压系统中设置过滤

器，为了防止突发性故障，减少系

统元件的磨损。根据上述定义可将

液压油过滤器分为工作过滤器和保

护过滤器两种类别，同时考虑液压

油箱的空气清滤器。

◆合理设计加热和冷却系统：

在设计液压系统时，要充分考虑：

设备使用环境状况；液压系统产生

热量计算；散热计算；加热器计算、

选择；冷却器散热计算和选择等。

◆其他措施：应尽量减少系统

构件的金属焊接工作量；设要保证

各元件的几何精度；合理选择密封

件；选择正确的检修方法；定期化

验油质，清洗过滤装置及油箱，切

断外界因素（水、尘埃、颗粒等）

对液压元件的污染；采用有效方法

对元件、辅件、油箱、金属管道内

表面进行除污、除锈及防护处理；

在系统制造、组装、冲洗、试运行

及工作过程中，应制定相应要求并

认真执行相应控制污染的措施；需

要时，采用单位表面负荷不大于

1.5W/cm
2 的加热元件对油进行加

热；系统设计师有责任和义务根据

系统需求编写尽可能详尽的系统使

用与维护保养说明书，并在其中明

确说明液压油在不同情况下对液压

油粘度和品质的要求，还应对液压

油的维护保养提出方法和要求。

结束语：对液压油的污染控制

绝非某一关节能单独实现的，只有

当所有相关企业及人员充分认识到

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并采取实际有

效的措施，才能够实现。

  专题报告：《液压系统设计时油液降污染措施》

  液压专家：燕山大学机械工程学科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机械学会特大型工程运输车辆分会理事长  赵静一教授

  专题报告：《互联网 +中国液压》

  液压专家：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王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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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制造 2025”的突出特点：信息化

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智能制造。核

心关键：创新驱动、智能转型；网

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五大工程：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大

力推进智能制造；工业强基工程；

绿色发展工程；高端装备创新工程。

效果与前景：互联网可最大程度缓解

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效率；应用

工业互联网后，企业的效率会提高，

成本可以下降，节能减排可以降低。

液压产业的目标：以行走机械

液压为目标创新发展互联网 + 液压

元件；启动数字化工厂项目，着眼

大批量；创建液压电商平台。

使用油液在线检测技术，实现

行走机械健康控制。使用云系统，

当油液传感器达到设定值报警或报

警 / 停机；通过云大数据系统，得

知机器工作的天气和环境（砂尘、

雾霾、湿度、气温及趋势图）及相

关经验数据，计算出可继续工作的

时间和机器参数；当油液传感器未

达到设定值正常工作。

根据云统计的油液污染度变化

曲线、油液粘度变化曲线、油液老

化度曲线等相关曲线数据，可知：

油液的性能、质量、寿命，滤油器

的性能、质量、寿命。

数据会让不相信国产产品，简

单迷恋国外产品的用户改变态度。

3.互联网 +时代的液压元件，

必须实现平均直接节能和间接节

能。液压元件和系统节能途径：精

确的压力控制；精确的压差控制；

智能控制。

行走机械的另一大类产品——

精准农业机械，更急需互联网 +，

以实现：动力控制；逻辑控制；运

动控制；运动合成；信息控制；健

康控制。

对未来行走机械互联网 + 液压

元件，泵、马达的比例电磁铁模式

成熟可满足要求，高频响、大行程

多路阀尚需进一步研发。

4. 互联网 +液压，没有电商平

台将拿不到订单。互联网可最大程

度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效率。

高度重视无联网 +，尽快建立电商

平台，加速发展智能产品，重视推

广智能制造。组织好零部件生产，

建立B2B体系，做元件厂的 OEM，建

立官方网销体系实现国际网销业务。

5. 互联网 + 液压，企业生产

制造没有数字化将面临巨大困难。

智能制造数字化工厂的核心：通过

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 Internet 网和内

部局域网将四个系统有机联合在一

起，让生产环节中的每件物、每个

人都有 IP 地址，使车间运行全部

实现数字化管理，取得最优运行状

态。智能制造数字化工厂项目的 4

大关键技术：局域无线网络通信技

术；大型 DCS 集散控制系统；MES

软件开发；多种总线通信技术。

分析中心可覆盖众多品种和级

别润滑油品规格的测试需求，拥有

各种分析检测（检测）设备百余台

套，除具有润滑油产品常规检测项

目外，还拥有红外光谱仪、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波长色散 X荧光

光谱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仪、激光颗粒计数仪和铁谱仪等

国际国内先进设备，涉及关键指标、

使用频次高的项目均采用进口设备。

目前可开展百余项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以及企业标准相关的测试工作，

可进行油品全系列的分析检测。

液压油重点实验室主要研究各

类液压油产品的开发、润滑油添加

剂的开发、油液检测、国行标的制

修订等，具有国内最齐全的液压油

理化分析设备，研发实力雄厚，实

践经验丰富、产品线齐全；针对各

种特殊需求，为 OEM 制造商提供定

制液压油；满足DenisonHF-0（2010）

规格和 GB11118.1-2011HM（高压）

的含锌液压油复合剂的研制，自主

开发含锌、无灰、无锌各类液压油

油品，节能及超低温油品；自主开

发水乙二醇难燃液压油、脂肪酸酯

液压液等抗燃液压液，性能优异；

各类液压油已供给三一重工、中联

重科、临工、首钢等国内重要客户。

在评定中心重点参观了液压油

评定模拟实验和台架评定设备，

评定液压油抗磨性能的 Vickers 

104C 泵台架；国内唯一的 Denison 

HF-0 P46/T5D 高压泵台架；引进

美国 Vickers 公司的核心部件自

主建立的 35VQ25A 高压泵台架；

用于评定液压油的节能和抗水性

能 的 Komatsu HPV35+35 双 联 柱

塞泵台架和 Denison T6C006 叶片

泵台架；世界最先进的 Denison 

HF-0 规格 T6H00C 混合泵台架；测

试液压油清洁度的 ABAKUS 型颗粒

测量分析仪。

 会议第一天

7月 7日 •下午

参会代表赴中石油大连润滑油研究研发中心，先后参观了研发中心的

分析中心、液压油实验室、评定中心，进行了现场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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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报告：《液压油的发展趋势及应用》

  油品专家：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副总工程师  王辉 

会议由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长江主持，

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副总工程师王辉、工程师苗新峰、北京航峰

科伟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孙衍山博士分别做了专题报告。

 会议第二天

7月 8日 •上午

1. 液压油的工作环境及性能

要求，性能要求包括适宜的粘度和

粘温特性、良好的抗泡沫性和空气

释放性、良好的抗腐蚀性等。

2. 抗磨液压油的发展趋势：更

好的抗磨性；更好的抗氧化和热稳

定性；更好过滤性；良好的抗乳化

性和水解安定性；良好的热稳定性

和氧化安定性；与密封材料的适应

性；优秀的抗磨性；良好的过滤性。

3. 昆仑液压油的研发水平：

具有完备的理化及模拟评价手段；

建立了国内最完备的液压泵台架评

定体系；自主开发了各类液压油产

品系列，可满足液压设备发展的需

求，其中 HMN 无灰液压油通过了国

际最苛刻的 Denison HF0（2010）

认证；制修订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

准 11 项、获授权国家专利 4 项，

省部级奖励 1 项，整体技术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

4.HMN 无灰抗磨液压油（高压）

的应用逐渐增长，占液压油市场的

10% 左右。在工程机械、林业、农

业的应用逐渐增长。其性能特点：

不含锌重金属，与含锌液压油相比

具有更好的环保性；对多种金属具

有更好的适应性；在有水的条件下

对铜、银等金属部件有更强的保护

作用；良好的抗氧化性，TOST ＞

1500h，比普通液压油可延长换油期

1.5倍以上；优秀的抗磨性能；获得

Denison HF0/HF1/HF2的技术认证。

5.HML 长寿命液压油的性能特

点：采用加氢类基础油，具有良好

的耐热稳定性，减轻在高温条件下

工作的颜色变化；优秀的抗氧化性，

TOST ＞ 5000h，延长换油期；更好

的空气释放性，减少液压元件的气

蚀，减少因气泡绝热压缩产生的沉

积物，延长过滤器的使用寿命，减

少阀系堵塞 , 使液压系统反应更加

灵敏；优秀的抗磨性能。

6.HVN 低温无灰液压油的性

能特点：优秀的粘温性能，VI ＞

150，低温下保证泵顺利启动，高

温下维持良好的体积效率，具有良

好的节能效果；优秀的剪切安定性，

长期使用保持稳定的粘度；采用加

氢基础油，具有良好的耐热稳定性，

减轻高温条件下的颜色变化；优秀

的抗氧化性，TOST ＞ 5000h，延长

换油期；在有水的条件下更好的稳

定性，对铜、银等金属部件有更强

的保护作用，对多种金属具有更好

的适应性；不含锌重金属，更好的

环保性。

7. 应用案例：液压油变黑的

原因分析。

  专题报告：《液压系统清洁度监测与控制》

  液压专家：北京航峰科伟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孙衍山博士

1. 在清洁度监控新理念中，

传感器是关键基础技术之一，拥有

自诊断、自标定、智能的传感器是

“互联网 +”的实现基础。

油液清洁度等级提高后可以将

设备的寿命延长 2 ～ 10 倍（英国

BHRA 协会研究结论），减少停机大

修的次数。

2. 清洁度监测新技术。根据

油液样品采集方式和分析地点的不

同，油液分析设备可以划分为 4 种

基本形式：

离线式（仲裁方法）：利用实

验室的分析仪器对从现场周期或非

周期性方式采集的代表性油液样品

进行分析。实验室油液检测仪器的

典型产品如自动颗粒计数仪器等。

离线式油液分析的缺点是分析结果

受油液样品采集、运输和实验过程

中多种因素的影响。

在线式：可以在现场连续或间

歇地分析部分循环油液，在线式油

液分析技术对油液流动状态的影响

小 , 能够提供直接结果且几乎不受

外部因素影响。

加装在线式：可以连续分析系

统中的循环油液，嵌入式油液分析

技术的优点是在系统工作时对油液

进行分析并立即提供分析结果，分

析过程不受外部因素影响，而且可

能对油液系统带来影响。

便携式：油液清洁度现场快速

检测设备。

3. 清洁度控制新技术，技术

来源为污染度标准液基础液制备

技术。

4. 各系列清洁度检测仪在工

程机械、风电、钢铁、海事装备等

行业的典型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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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的发展，很多机械

对润滑剂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在一

些持续高温、低温、易燃条件下，

以矿物油为基础油的润滑剂已不能

满足特定条件下机械设备的使用要

求。同时随着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

强，新的环保法规不断出台，在海

洋、农业、林业等领域使用的润滑

剂要求具备生物降解性，可生物降

解也是未来润滑剂发展的一个重要

方向。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设备对润滑剂的要求不断提高，这

促使润滑剂不断进行升级换代，对

合成润滑剂的需求不断扩大。

1. 矿物液压油的局限性：低

  专题报告：《合成、难燃、生物可降解液压油的特点、适用范围、应用案例》

  油品专家：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工程师  苗新峰

温条件下（-40℃）矿物液压油粘

度变得很大，设备无法启动；抗燃

性差，液压管线一旦被破坏，泄漏

的液压油容易引起火灾。

冶金行业、电力行业、海洋船

舶、航空客机等领域对液压油的应

用情况及特殊要求；合成润滑剂的

分类与应用范围。

合成液压介质具备优异的难燃

性，理想的生物降解性，满足特定

行业（冶金、电力、船舶、航空等）

的使用需要。其优势包括：热稳定

性，氧化稳定性，粘度 -温度行为，

低温流动行为，高温挥发性，应用

的温度范围，辐射稳定性，抗燃性。

其劣势包括：水解行为，腐蚀行为，

毒性行为，与其他设计材料的相容

性，与矿物油的溶混性，与添加剂

的溶解性，得到特定粘度的难易，

价格。

2. 难燃液压油的应用；难燃

液压油的规格；基础液性质与油

品使用性能关系；水 - 乙二醇的

特点；磷酸酯的特点；多元醇酯

的特点；难燃液压油的比较——

抗燃性、润滑性、安全与环保特性；

难燃液压油的选择；难燃液压油

的典型应用。

3. 生物降解性的评价方法；

生物降解润滑油的发展；生物降解

润滑油的认证；生物降解液压液规

格；生物可降解液压液的评价；生

物降解试验方法。

会议由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李韶辉副院长主持，评定中心主

任黄胜军做专题报告。

 会议第二天

7月 8日 •下午

1. 液压油评价发展趋势。热稳

定性：移动机械液压油使用温度瞬

时可达 130℃；油品使用温度每上

升 10℃，寿命减少一半；操作温度

提高，液压油必须有更好的热稳定

性；油泥堵塞精密过滤器。湿相性

能评价：液压系统使用时，难免水

分的侵入；水分将影响油品使用性

能（腐蚀、水解、氧化）；T6H20C

新泵评价中加入 1％水分，改善水

解安定性，湿相过滤性能，提高空

放性能，改善分水性能。

2.国外主要 OEM规格及台架。

液压油台架评定技术发展很快，以

Denison 规格为代表，从干相试验

发展为干 / 湿相试验，从连续恒压

力加载变为间歇式脉动压力加载，

压力、温度等试验条件也有较大幅

度的提高。

T6H20C台架试验增加了液压油

湿相的抗磨性和过滤性考察。液压

油干 / 湿相泵试验已成为 Denison

规格要求的核心，其中 Denison 

HF-0 规格是液压油评定最为苛刻的

规格之一，对水解安定性和氧化腐

蚀性提出更高要求，需通过热稳定

性、过滤性、高压叶片泵及高压柱

塞泵试验评定。

3. 建立了液压油台架评定体

系，起草了 5 项行业标准，其中具

有代表性的包括液压油 Denison、

Vickers、JCMAS HK 主流规格最新

评价方法等台架试验。

4. 工程机械液压泵评价系统

台架。建筑及移动机械设备等工

程机械向着小型化、高压化的方

向发展，液压油使用长期处于高

温循环状态。工程机械液压系统

要求液压油在高温高压和有氧条

件下能够长期保持稳定。同时系

统压力和功率油量比增加，油品

工作条件苛刻。

2004 年 11 月日本建筑机械

协会（JCMAS）发布液压油规格标

准，是第一个建筑机械液压系统用

油标准，制订了行业用油规范，加

强了油品供应商与设备制造商的合

作，成为未来发展趋势，适用于压

力超过 34.3MPa（5000psi），油温

100℃的液压系统。

5. 台架评定领域的成果：OEM

发动机体系、欧洲 ACEA 规格台架

体系、船用油评价体、传动液评价

体系、模拟评价体系等。

  专题报告：《液压油台架体系介绍及工程机械液压泵评价系统建立》

  油品专家：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评定中心主任  黄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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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针对建筑及移动机械

液压系统用油与油品节能的研究

成为热点，包括日本建筑机械液

压油 JCMAS HK 规格的制订以及

RohMax 提出的高效节能液压油

（MEHF）概念。高效节能液压油

的使用，将有助于工矿企业降低

能耗，提高效率。长寿命、节能、

清洁液压油已成为此类油品发展

趋势，其突出特点包括长期无故障

运行、更高功率输出，同时减少能

量消耗、较大温度范围内保持设备

连续工作 - 粘度保持能力强、设备

工作效率提高 - 操作温度范围广、

保护泵低温环境工作和减少能量

消耗、在高功率输出和严苛工况下

延长润滑油寿命、提高液压泵的保

护 - 减少气蚀、保持清洁延长滤器

  专题报告：《节能液压油介绍以及相关泵实验数据》

  油品专家：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评定中心主任  黄胜军
寿命 - 分水能力强。

建立了液压油节能台架试验方

法，包括柱塞泵和叶片泵台架试验

方法。采用 Komatsu HPV35+35 柱

塞泵和 Denison T6C006 叶片泵，

使液压油在不同泵型，不同压力、

不同温度下，进行节能测试研究，

总结比选试验条件，建立试验方法。

通过试验，叶片泵和柱塞泵在液压

油节能性能考察方面能很好地反应

油品的效率节能趋势。

    会议互动交流

报告结束后，参会代表与液压、

油品专家进行了积极的互动交流。

山西麦克雷斯液压液压公司总经理

马文清、佛山市科达液压机械有限

公司董事长杨军、川崎精密机械商

贸（上海）有限公司品质保证部科

长助理马夏楠、昆山威胜达环保设

备有限公司销售副总赖晓燕、江苏

国瑞液压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

保国、中航工业北京长城航空测控

技术研究所工程师高云端、南京机

电液压工程研究中心液压系统部赵

文魁、张家口长城液压油缸有限公

司技术部经理宋华莹等分别向专家

们提出了液压油过滤技术，液压油

对液压件及设备故障的影响，如何

检测、预防油液污染等问题，得到

了专家们的现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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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双方对本次通力合作和交

流会取得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肯定。

双方认为：行业企业在新形势下，

参会积极性如此高涨，充分显示大

家对液压油品技术需求的渴望。双

    会议小结

最后，沙宝森主任对本次交流

会进行了小结，他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会议取得成果明显。

表现一是会议参会人员数量超出预

期，而且都是专业人员，研讨的问

题既很专业，也击中了行业进步的

要害；二是会议专家报告，既总结

了行业过去的问题，也揭示了行业

当前的要害，并展示了发展的前景

对策，对制定行业“十三五”发展

规划有指导意义；三是会议集中研

讨了液压介质（油）对液压元件及

系统可靠性和寿命的作用，从液压

油的研发、生产、应用、标准、污

染控制到智能检测等各个环节，形

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和运行控制，非

常务实；四是会议体现了开放创新

精神，参加企业代表来自不同所有

制企业，大家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和跨行业的相互交流，打破了传统

的单打独斗、各自为战、自我封闭

僵化的局面，搭建了“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开放平台。

第二，要正确看待当前的困

难。传统制造业的日子难捱，一

是增速换挡规律使然；二是结构

调整阵痛所致；三是前期刺激政

策的“后遗症”，“三期叠加”

的必然。我们要正确看待企业面临

的困难，一要辩证看，转型升级

就是优胜劣汰，这才是市场经济。

创新就是“提高竞争力”的过程，

只有让竞争力底下的企业退出市

场，使生产率表现更优的企业发

展壮大，整体经济才可能成为全

要素生产率驱动型，产业才能升

级。二要客观看，企业主体并非

一片哀鸣，分化调整、“有喜有忧”

才是市场现状。当一些企业还在

纠结于“转型找死、不转型等死”

之时，另一些早转型的制造企业

已在提质增效，以创新跃上时代

潮头。三要长远看，转型升级企

业遭遇的困难只是暂时的，而市

场机遇是巨大的 , 转型升级的潜

力很大，在迈向中高端水平的路

上机遇很多。重压之下才会有新

作为，只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才有大爆发、大惊喜。

第三，振奋精神，做时代企

业。国务院以前发布了《中国制造

2025》，其核心是通过创新、智能

制造等方面转变，使中国从制造大

国迈向制造强国，到 2025 年进入

世界制造强国第二方阵。当前我们

有了最好最大的机遇，就是互联网

+ 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这将成

为新一轮加快发展的最大催化剂和

最大的引擎。

中国已经进入了互联网 + 时

代。互联网时代的重要变化和挑战

有三点：一是零距离，信息零距离；

二是去中心化，人人都有可能成为

中心；三是分布式，物质资源人力

资源都是分布的。面对这样的巨变

和挑战，企业的研发手段、制造方

式、营销战略、管理模式等都将发

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创时

代”的新常态。“创时代”要变从

前以企业为中心为以市场（客户）

为中心，实现企业平台化，员工创

客化，客户国际化，产品个性化，

这就是互联网 +“创时代”的拍节。

只有踏准这个时代的拍节，才能成

为“创时代”的成功企业和企业家，

这是中国新一轮工业革命成功的

关键。

方讨论后达成共识，并建议在此次

交流会的基础上，细化主题，按油

品应用领域，针对性地组织召开液

压企业、油品企业、主机及用户的

四方交流会，从各个细节上深入分

“液压系统油品及污染控制交流会”圆满结束后的第二天上午，主办

方在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会议室举行了主办单位会商会，就下步

合作内容和具体任务进行了认真讨论。

 主办单位会商会

7月 9日 •上午

特别说明：为进一步提升本次交流会的技术内涵，本刊与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

研发中心合办了“液压系统油品及污染控制技术专栏”，在本期刊登，望读者给予关注。

析、精准解决油品选用及液压污染

控制技术中的瓶颈问题。

与会双方领导对此建议给予充分

肯定并对四方交流会提出许多建设性

建议，并初步设定了具体实施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