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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 ASIA 2015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之七～之十）   

                                                    本刊编辑 张婷婷（86）

◆比例技术必备的品质与要求

  ——据施拉姆公司专家 Christian Micul 报告整理（之七） 

◆为更美好的世界提供节能密封解决方案

  ——据 Kastas 密封技术公司专家 Ozan Devlen 报告整理（之八）                       

◆ 2D液压技术

   ——据浙江工业大学专家邢彤报告整理（之九）                

◆国外液压研发动态

   ——据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特别顾问张海平专家报告整理（之十）                      

欧美一些知名的公司、大企业、大型的阀的

重点厂家，执行的一些过滤工艺：伺服阀的过滤

工艺一般是 1 ～ 4μm，比例阀一般 1 ～ 6μm，以

及其他的阀类产品 3 ～ 10μm，这个过滤工艺的值

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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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密封材料在拥有继承来的较低摩擦系数

的同时具有弹性记忆，这可以产生革命性的节能

密封解决方案。

2D 阀指的是阀芯在运动的同时，有沿着轴线

的直线运动，还有绕着轴线的转动，我们这 30 年

基本上都是围绕着 2D 阀做研究，后来我们又在探

索新结构的 2D 泵。

2015 年 4 月受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的委托，我去观摩了汉诺威展览会，又利用 6、7

月份在德国休假的时间，了解一些情况，在这里向

各位汇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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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什么样的

品质和要求是比例阀必备的？当然

更重要的是从实际的角度看，我们

的客户更想要什么？

比例技术可以应用在各行各

业，各个领域，尤其在那些对精确

度有较高要求的领域，比例技术的

质量可靠性是可以满足要求的，当

然这还涉及到客户的系统集成、产

品质量可靠性。同时比例技术还提

供一些产品的创新，从产品研发的

角度看，我们每年可以和客户共同

开发超过 100 种电磁阀和电磁铁新

品，这些产品可以满足客户的一些

特殊需求，比如介质、接口等客户

很特殊的一些要求。从这上面可以

看出，每个项目都带来了产品创新

和革新的机会。

比例阀会涉及到很多地方，它

对产品品质和生产精度有很多重

要的要求：必须达到一个非常精

准的位置、极小的公差、精确的

通油能力；包括使用一些特殊退

火材料，里面使用的铜线也是具

备最高温度等级的铜线；当然还

要通过系统模拟来进行优化设计；

还有一些高精密阀等部件；当然

驻华企业中的产品安检过程中的

清洁活动也是相当重要的；同时

为了保持产品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我们在安装过程中，需要使用一

些特殊的工装来达到产品质量的

稳定。

怎样的产品才是比较合适、能

够满足要求的比例阀 ? 首先这个产

品要有一个极小的滞环、稳定的功

能、精准的控制，比例阀最终目的

就是达到精准的控制。如何满足这

些要求呢？首先从产品设计的一个

角度，阀和电磁铁必须做出精确的

解释和定义，这个定义在电磁铁范

围是指我需要多大的推力、行程、

工作区间，一个非常高品质、高精

度的生产是产品能够真正好用的一

个前提条件。

下面我们解释一下如果产品在

毛刺没有清理干净的情况下会产生

什么样恶劣的影响？如图 1 所示，

首先，污染物因为清理不干净进入

油路，然后在油路循环和流动过程

当中会对金属件以及外壳当中要求

必须非常锋利的控制边造成一定的

损坏，油路当中的污染物会持续增

加，越来越多，当累积到一定程度，

造成油不干净，导致阀卡死或摩擦

力非常大，没有办法进行严格意义

上非常流畅的运动。根据我们统计，

基本 70% 液压系统的问题都是由于

介质的不净造成的。

图 2 中上图是新阀的外壳，

在有杂质油液的工况下，工作压力

250bar，工作了 200 个小时以后，

产生了下图这么多的杂质。

图 3 的两款产品，上图是德国

公司生产的原阀，下图是中国一家

公司按照德国公司产品制造的复制

件，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刺、倒

角等细节方面确实没有做到位，对

这个产品产生一些致命的问题点：

毛刺不干净，产品的锐角不够锋利。

您看到底是哪个产品更加满足客户

的要求。

PTC ASIA 2015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之七

编者按：“PTC AISA 2015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受到行业同仁极大关注，纷纷索要资料，

专家们为技术进步和产品的改进提出了宝贵建议，非常有益，值得借鉴。为此，我刊编辑特将

专家的报告录音整理成文（已经专家本人审核），分享给广大读者。

比例技术必备的品质与要求

——据施拉姆公司专家 Christian Micul 报告整理

    图 1  毛刺没有清理干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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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都是新品，左上角是德国

的一款产品，右下角也是新品，但

是中国一家企业生产的产品，从这

两张图可以看出，整个金属边锋利

的程度，如果金属边有很多钝角的

话，在安装以及生产过程中，会对

其他部件造成损害，磨损，这是很

影响使用的。这些问题导致产品部

件的磨损、泄漏甚至发生故障等严

重后果，有任何问题客户都不会满

意。对于生产型企业来讲，客户的

不满会造成费用增大。所有这些总

结起来，我们会做一个选择，我们

到底是从初期就做好，还是随便做

一些产品。

当然对生产型企业来说，这

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很重要

的问题，包括一些去毛刺的工艺、

洗刷工艺以及超声波清洗。我相信

在市面上这类产品的供应商应该

很多，对于大家而言并不陌生，最

重要的是我们生产型企业必须要

做这些事，需要确确实实把这个做

为很关键的问题点来解决，这个很

重要。

欧美一些知名的公司、大企

业、大型的阀的重点厂家，执行的

一些过滤工艺：伺服阀的过滤工

艺一般是 1 ～ 4μm，比例阀一般

1 ～ 6μm，以及其他的阀类产品

3 ～ 10μm，这个过滤工艺的值不

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对于一些阀

的企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前提

到了很多问题以及之前阐述的很

多问题点都是中国的一些厂家没

有注意这些，而导致的一些结果。

如何能在液压系统当中预防

和进行改善？我们提几个建议：投

产前设备的一些冲洗；选用一些干

净无污染的产品组件，包括阀、阀

块、压力管等等；压滤装置以及旁

路过滤，包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液压油的循环中心，必须要严格遵

守液压油的循环规则，同时对油路

进行严格的监控；要记住在生产过

程中要尽量少把一些杂质带进油

路里。

今天的演讲其实我们是从实际

出发，希望这个演讲主题能够给各

位带来一些收获。

图 2 毛刺没有清理干净的情况

图 3  两款产品对比

图 4  两款产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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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TAS 公司历史和简介

Kastas 公司是一家土耳其的

家族企业，主要从事密封产品的设

计、制造和研发，用于液压、气动

行业的密封元件齐全，定制产品范

围广，针对各种应用场合，具有丰

富的实际经验，是在密封技术方面

领先的制造商和供应商。公司成立

于1981年，有超过 550名的员工，

总部位于伊兹密尔，在德国设立欧

洲分销中心，有遍布全球的销售和

分销网络，确保最高的服务水平和

全球的可用性。

全球能源消耗

图 1 是近 200 年来全球主要能

源消耗的趋势图，可以看出能源在

加速消耗。美国谚语说：地球不是

我们从祖先那继承来的，而是从我

们的子孙处借来的。所以全球节能

势在必行。

美国流体动力协会对流体

动力能源的研究

◆在美国流体动力在传动时会

损耗 2.3-3.0% 的能量。 

◆流体动力的平均效率为21%。 

◆潜在的能源改善带来的影

响：实践中连续 5 年每年 5% 的改

善可以每年节省 $90 ～ $110 亿美

元和减少 33 吨的碳排放。 

◆研发战略计划中连续 15

年每年 15% 的改善可以每年节省

$190 ～ $250 亿美元和减少 90 吨的

碳排放。 

◆现有应用中提高 10% 效率，

节省≈ $200 亿美元 /每年。 

◆运输中提高 10% 效率，节省

≈ $400 亿美元 /每年。 

◆风力发电是快速增长的可再

生能源。 

流体动力的优势

流体动力是独一无二的，它有

着远高于其他传动方式的扭矩、功

率重量（或体积）比 

例如：功率/重量（千瓦/公斤） 

气动马达 0.3 ～ 0.4

液压马达 0.5 ～ 1.0

电马达为 0.03 ～ 0.1

流体动力的重量优势：10:1

因此，流体动力成功应用于风

能液压传动（见图 2），液压混合

动力乘用轿车（见图 3）等方面，

并成为流体动力节能的典范。

密封在节能上

所面临的问题

◆摩擦力——密封件所产生的

摩擦力直接降低了流体动力系统的

输出功率。 

◆泄漏（排放）——泄漏损耗

能量而且附带媒介，清洁能源和额

外保养的损失。

◆发热、散热方面的能量损失

也减少了整个系统的使用寿命，同

时需要额外的维护。 

PTC ASIA 2015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之八

为更美好的世界提供

节能密封解决方案
——据 Kastas 密封技术公司专家 Ozan Devlen 报告整理

    图 1 全球主要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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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200 低摩擦活塞杆密封

Kastas 最近推出了 FR200 低

摩擦活塞杆密封（见图 4）。FR200

是经过多年的研究、产品设计开发、

测试，并保证所有现代化产品需求

的活塞杆密封。FR200 可以提供低

摩擦和可靠的减压能力，而其他 U

型杯很难在低泄漏和较长寿命中取

得折中。我们看下面的数据。

降低摩擦力（见图 5）：试验

    图 2 风能液压传动

表明，FR200 与其他竞争密封产品

相比，摩擦阻力降低了50%。因此，

使用在液压系统中可以节省 3% 的

能源。 

减少泄漏（见图 6）：用有限

元分析增强唇设计，可以优化接触

压力，从而减少泄漏。测试结果表

明FR200在同等压力下泄漏值最低，

这也意味着额外的节能的优势。 

降低发热（见图 7）：记录每

    图 5 摩擦力测试

个缸体的温度以评估密封件产生的

热量。 

总结和展望

◆我们需要节约能源，节约资

金，拯救世界和我们的孩子。 

◆流体动力系统仍然在很大程

度上是低效的，因此有更多的“改

进空间”。

◆因为关系到摩擦、排放、发

热等方面，密封系统在流体动力系

统效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节能密封解决方案现已有成

熟的市场，可提供巨大的好处，如

低摩擦，低泄漏，低热量的产生和

更长的使用寿命。 

◆新的密封材料在拥有继承来

的较低摩擦系数的同时具有弹性记

忆，这可以产生革命性的节能密封

解决方案。     图 6 泄漏测试     图 7 发热测试

    图 3 液压混合动力乘用轿车

    图 4 FR200 低摩擦活塞杆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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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85 年开始，阮健教授

提出了 2D 阀这样一个构想，从那

时开始我们就做2D阀的研究工作，

现在团队有 8 个人，阮健教授是这

个团队的负责人。

2D 阀指的是阀芯在运动的同

时，有沿着轴线的直线运动，还有

绕着轴线的转动，我们这 30 年基

本上都是围绕着 2D 阀做研究，后

来我们又在探索新结构的 2D 泵。

 

2D 数字伺服阀（见图 1）

1985 ～ 2000 年，我们对三种

类型的 2D阀开展了研究探索，我们

研究发现：2D 结构在换向阀上有比

较突出的优势，所以我们就主要围

绕 2D换向阀开展研究工作。图 2是

我们最新开发的 2D数字伺服阀，它

的阀芯的转动是通过一个混合式步

进电机来驱动的，在混合式步进电

机的头和阀芯之间通过一个拨叉机

构实现力矩的传递，并且实现转动。

在步进电机的尾部有一个角位移的

传感器，通过电机控制器实现速度

闭环来控制步进电机的旋转运动。

当步进电机给出一个转动信号

的时候，阀芯开始转动，这时候高

压油通过高压油孔进入斜槽，然后

进入左侧的敏感腔，这样左侧敏感

腔的压力升高，那么阀芯就会向右

移动，随着阀芯的移动，当斜槽又

PTC ASIA 2015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之九

2D 液压技术

——据浙江工业大学专家邢彤报告整理

重新位于高低压油孔中间位置的时

候，这个阀芯就静止不动了，这个

时候阀芯的位移和转角是一个线性

关系。

那么我们这个 2D 伺服阀呢，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抗污染能力特别

好，因为它的导阀开启的时候，是

一条边，流量特别大，这样它响应

的配合性也特别好，目前我们做的

伺服阀可以做到100Hz以上的频响。

 

高速开关阀

我们最新研发的 2D 高速开关

阀，它的结构组成和上面的 2D 伺

服阀是类似的，我们经过结构简化

设计，它的重量只有同类阀的三分

之一，甚至更少，目前我们做到

的最小的 2D 高速开关阀重量只有

80g。

2D 比例换向阀

我们知道比例阀在工业当中应

用特别广泛，尤其是大流量的比例

控制。用比例换向阀成本比较低，

所以我们开发了 2D 比例换向阀，

见图 3。它的结构组成：比例电磁

图 1 2D 数字伺服阀

图 2 2D 数字伺服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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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和阀芯之间通过压扭联轴器控制

阀芯。这个压扭联轴器起的作用就

是当比例电磁铁进行移动的时候，

通过压扭联轴器可以使阀芯有一个

微小的转动。这个移动的位移和阀

芯转动的转角成比例变化。

插装阀因为便于系统集成，现

在应用特别广泛。我们也研发了插

装式结构的阀，原理是一样的。

我们研发的比例阀的特点主要

是：和常规比例阀相比重量特别轻，

同样的结构我们可以放大，可以做

成大流量的比例阀。因为 2D 结构

本身就是 2 级阀，它的阀芯完成了

先导级和输出级两级的功能，因此

它的结构比常规的比例阀要轻，同

时它对比例电磁铁推力的要求也

低。所以这个 2D 比例阀的前景还

是很好。

图 4 是我们最近在研制的力矩

马达型 2D 伺服阀。前面讲的 2D 伺

服阀是通过步进电机，通过拨叉的

一个传动机构来驱动阀芯转动的， 

那么对于小流量的阀，我们可以直

接采用力矩马达，那么这样的话，

伺服阀也可以做成插装式结构。采

用力矩马达作为电机转换器以后，

这个阀的频响会大大提高，目前我

们力矩马达在研制阶段。

图 5 是 2D 激振阀，它的结构

是这样的：左边是直线电机，右边

是伺服电机通过一个齿轮机构将转

速放大，大家可以看：阀芯上有四

个台阶，台阶上开有槽，对应的阀

套上有窗口，当阀芯转动的时候，

阀芯的槽和阀套上的窗口相互配

合，就可以使这个阀输出交变的油

流，目前我们这个槽口窗口最大数

量做到 32 个，这样阀的工作频率

可以达到 4000Hz 以上。那么这是

一个震动的示意，下面这个阀起到

一个偏置控制的作用，来改变振动

缸的位置。

2D 液压泵

2D 液压泵的构想是从 2D 阀延

伸出来的，目前我们设计了三种 2D

泵，包括单体的高速泵，双体的高

速泵，还有多体的 2D 泵。目前我

们只做了一个，泵体已经完成，实

验还没有做。

图 6 是单体的高速泵，它的

结构非常简单，有一个活塞，轴线

上有同心的轴，当这个轴转动的时

候，就带着活塞转动。我们从动画

可以看出，这个活塞是一个二维的

运动，当电机驱动活塞转动的时候，

两端的凸轮机构使活塞同时做往复

运动，这个往复运动就实现了吸

油和压油的过程。单体的高速泵可

以实现很高的工作转速，可以达到

20000 转甚至以上。

这个泵的特点就是有很高的功

率重量比，机构非常简单，质量非

常轻。它只有一个柱塞副，并且由

于这个柱塞副在工作的时候，是绕

着轴线高速转动，转动的时候有一

个对中的作用，这样它的摩擦的情

况处于一种最好的情况，可以轻易

地实现高压。另外我们这个泵里面

没有通常柱塞泵里面的斜盘、滑靴

副、以及缸体和配油盘之间的配流

副，里面只有一个柱塞副，其他都

是滚动副，因此它的效率是非常高

的。并且很容易实现大流量，我们

这个活塞每在一区，它可以吸油排

油四次，所以尽管它的行程比较小，

但是流量可以做的比较大。

图 3 2D 比例换向阀 图 4 力矩马达型 2D 伺服阀

图 5  2D 激振阀 图 6 单体 2D 高速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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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 张婷婷

2015 年 4 月受中国液压气动

密封件工业协会的委托，我去观摩

了汉诺威展览会，又利用 6、7 月

份在德国休假的时间，了解一些情

况，在这里向各位汇报一下。

 可调式密封圈（洪格尔）

图 1 是洪格尔公司提出的可调

式密封圈，本人第一次见到，觉得

很新奇。我刚才才了解到，这其实

不是新发明，十年前就有了。还听

说在中国至今还没有卖出一个，觉

得十分可惜。它是怎么工作的呢？

密封圈是靠预压紧它的唇边，保

证密封，在活塞杆往复运动的时候

把油封住的。但是运行时间一长，

磨损以后，密封唇边的压力就会降

低，低到一定程度就会失去密封的

效能。洪格尔公司的发明在于把这

个密封圈做成空心的，里面灌了润

滑脂，然后这里装了一个接点。如

果发现它不密封了，通过这个接点

增加一些润滑脂，那么又会重新得

到密封压力。其实原理非常好理解，

一说大家都懂，关键是他们发明出

来了。在汉诺威展览会上洪格尔公

司做了演示：液压缸往复运动，看

到有泄漏了，就在这里增加一点压

力，马上泄漏就没有了，效果非常

明显。洪格尔公司 2014、2015 年

PTC 的展台也有展出，相信大家已

看到。

这么一个小小的发明，所创造

的价值是非常高的。大家知道，液

压缸一般有三组密封。端盖和缸体

间，是静密封，一般不太会坏。另

外两组是动密封，一组是在活塞上

的，另一组是在活塞杆上的。活塞

做往复运动，但两边都是油，只要

油液不是太脏，活塞密封的工作环

境还是比较好的。工作环境最恶劣

的是活塞杆密封，因为外界的杂质

可能通过防尘圈进来。另外，如果

活塞杆磨损了，也会造成密封件的

损坏。如果漏油了，要换，就必须

拆，要把活塞杆完全抽出来，然后

才可能换。如果一个大的液压缸活

塞杆密封漏了，想换，怎么换？怎

么把活塞杆抽出来，恐怕没有起重

机不行。如果是 4、5万吨的压机，

液压缸要换密封圈，我都不知道怎

么换，要花多少时间。这种压机一

个小时的工价就要至少几万元。船

用打桩机的液压缸长度大概是 20

米左右，怎么换，一般没有上千吨

的起重机可能没法换。所以你不要

看这个发明的成本很低，但它创造

的价值还是很高的。如果换一下密

封圈要花几百万元，顾客当然愿意

花几十万元来买这个密封圈，可惜

在中国还没有用。有日本公司请洪

格尔公司造了一个液压缸，行程 20

米，自重 200 吨，上面就用了这个

可调性密封圈，而且是全自动的。

自动检测，如果检测到密封漏油了，

它会自动加压。

 

防尘圈 （洪格尔）

在汉诺威展会上还看到洪格

尔公司一个防尘圈的演示做得非常

好，我特地拍了一段录像。活塞杆

背后是冷冻器，所以过几分钟后，

活塞杆上就结了一层冰（图 2）。

用这个防尘圈，活塞杆一个往复，

就干干净净。整个展会期间，每几

分钟一个往复，用此证明防尘圈质

量过硬。

二维码（力士乐）

力士乐说，作为迈向工业革命

4.0 的努力，它的所有产品上现在

PTC ASIA 2015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之十

  图 1   可调型密封圈（洪格尔）

国外液压研发动态
     ——据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

         特别顾问张海平专家报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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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都会加二维码。你一扫，就可

以把产品的特性数据或易耗件的信

息读到你的手机里。

液压缸上也都有这个码，一扫

以后，把这个基本类型读进去了，

然后你就可以输入你需要的活塞杆

直径、活塞直径、行程长度等等数

据，完成以后，那边全部到它工业

4.0 的那套管理系统去，可以做到

15 天交货。想想吧，前几年，力士

乐泵的交货期曾长达 75 个星期，

现在利用网络，可以高度灵活，实

现低成本的个性化定制。

油液状况传感器

在这次展会上还看到派克公司

新推出的油液状况传感器（图3）。

油液状况传感器在欧美的应用已经

越来越多，特别是由于风力发电机

需求的推动。通过它可以监测到油

液的黏度、相对湿度、导电率、介

电常数等等。我们都是搞液压的，

都知道液压油工作一阵要换。但应

该多长时间换一次呢？其实，按时

间换油的规定是不科学的，因为实

际工作情况、环境不同，油液的老

化情况也不同。而且液压油也很昂

贵，所以在欧美，越来越多地使用

油液状况传感器。比如说，根据黏

度变化。使用过程中，油液的黏度

    图 2 可调型密封圈（洪格尔）

逐步下降，降到一定程度，然后换。

这样才比较合理，既能保证性能，

又省钱还环保。

光学条纹位置传感

MTS 公司早就推出了液压缸用

的磁致伸缩位置传感器。可以随着

活塞的运动，测出活塞的位置，输

出电信号，可以达到微米级的精度。

那么有没有其他办法呢？这次看到

一种新的，光学条纹电子传感器。

光栅，大家知道，可以精确地测出

位置。但普通光栅有一个很大的局

限性，它给出的是相对位移，相对

于原来位置变化了多少。所以，一

旦停电，数据丢失了，就不知道在

什么位置了。因此，重新启动以后，

必须回到某一个零位，校对一下，

再从这里开始重新确定位置。派克

公司新推出了一种的用于液压缸

    图 3 油液状况监测

    图 4  光学条纹位置传感（派克公司）

的光学条纹传感器（图 4）：活塞

杆上面刻了很多粗细间距不一的条

纹，在端盖两边各装了一个位置错

开的光学传感器，监测条纹的变动。

条纹的宽窄是有讲究的。现在位置

分辨率已经达到 0.1mm，对于一般

应用来说已经够了。

碳纤维油缸和蓄能器（派克）

碳纤维油缸 2013 年就有了，

在这次汉诺威展会上派克公司展出

了三个不同的碳纤维油缸。碳纤维

油缸的接头部分要有连接螺纹，这

个还没有办法用碳纤维制造，所以

还是用金属。碳纤维和金属接头的

连接部分比较粗。在今年展出的就

不那么粗了。说明缠绕技术改进了。

碳纤维的重量只有钢的三分之一，

当然铝也只有钢的三分之一，但铝

不耐腐蚀，碳纤维耐腐蚀，抗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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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非常高。对于航空航天领域，元

件重量以克来评价的，采用碳纤维

就非常有价值了。派克展出的活塞

杆还是金属的。这次汉臣在 PTC 也

有展馆，但碳纤维的没拿来展出。

汉臣在汉诺威展会上展出了，说通

过改进缠绕技术，提高了刚性，现

在活塞杆都能用碳纤维做了，整体

的活塞杆和活塞全部是碳纤维的。

活塞杆由于比较细，很容易失稳折

弯，通过改进缠绕技术，提高了刚

性，不易折弯。

这次展会上还看到派克使用碳

纤维制造的蓄能器，重量大大减轻

了。现在，蓄能器在节能上起很大

的作用，混合型汽车等都需要。当

然要考虑重量，那么采用碳纤维就

很有利。

缓冲油缸（贺德克）

贺德克公司在汉诺威展会展出

了缓冲油缸。图 5 是前几年搞的，

有杆腔通大气，无杆腔有油，连到

蓄能器，扩大了它的缓冲范围。这

次，他们又提出新的改进（图6），

把蓄能器省掉了。无杆腔直接是气。

端盖上连了一个小的蓄能器，里面

藏了一点点油。端盖里，两边是密

封，当中是导向，这里面有油。活

塞杆进出时，始终能接触到一点油，

这就够润滑了。这样，减重 25% ，

需油极少，安装方便。

过滤器（雅歌辉托斯）

在展会上还看到一个新的双

联高压过滤器（图 7），雅歌辉托

斯做的，在本届 PTC 也展出了。它

的特点是可以不间断工作地更换滤

芯。如果一个滤芯拦截了很多污染

物，两侧的压差超了，可以用手柄

切换，让另一个滤芯工作。这个其

实并不新，以前就有。但是切换手

柄需要很大的力，因为是高压。雅

歌辉托斯通过特殊设计，切换的阀

变成套筒转阀形式，不承受压力，

所以可以很轻松的扳过来。扳过来

以后，这边完全卸荷，就可以轻松

地把这个外壳卸下来，更换滤芯。

液压泵（力士乐）

在汉诺威展会上力士乐展出了

一个电调制泵（图 8）。有一个传

感器监测斜盘的摆角，把信号传到

控制器，控制器再给出控制信号到

变量机构，控制斜盘摆角。这么一

来，不管是恒功率、恒压还是负载

敏感控制，都可以通过区域总线或

   图 5 缓冲油缸    图 7 双联过滤器   图 6 缓冲气油缸  

者预先设置在里面。然后根据指令

信号，就可以实现所需要的功能。

这里的难点是频响问题，电控变量

机构的频响是否足够高。它既然展

出了，我想大概是已经解决了。

双作用叶片泵，由于作用力平

衡，泵轴上既没有轴向力，也没有

径向力。力士乐干脆把联轴器取消

了（图 9）。在伺服电机的转子中

打了一个孔，把泵轴直接插进去。

体积缩小了、材料节省了、成本降

低了，性能也更好了。

力士乐的 A4V 泵属于重型泵，

这次展会上宣称，A4VHO 型的最高

工作压力已经达到 630bar 了。

       图 8 电调制泵

       图 9 无联轴器的

       双联叶片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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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液作动器

这次展会上看到电液作动器非

常热门。电液作动器，又被称为自

治缸，电机、泵、油箱、液压缸一

体化了，只要接上电源，给个位置、

速度指令就可以工作了。

图 10 的这套东西韦伯液压推

出的，是用于控制一个车辆的转向

前桥。液压缸也就是利用这套装置

驱动的。这里给电信号，然后变速

电机驱动泵，供应油液给液压缸，

全部电控。

福伊特公司 2013 年就推出了

它的电液作动器，据说它的电液

作动器可以多种安装形式，非常

灵活。这一个是带蓄能器的。没

有油箱，就用蓄能器。这里是电

机、泵、然后一些控制阀，最后

液压缸。

汉斯（HAINZL）公司展出的电

液作动器使用了两个活塞式蓄能器。

液压缸比较大，可能出力也相当高。

图 11 是布赫公司展出的电液

作动器，也全在里面了。电线从这

里进去，控制阀在这里。据说已经

用在注塑机上了。

力士乐 2013 年就展出了一套

电液作动器，上面写着 25 吨。电

机、泵、然后是油箱、阀等杂七杂

八都在这里面，这次展出的更精简

了。泵、电机，稍微有几个阀，驱

动力可以达到 40 吨。现在力士乐

图 10  卡车前桥用电液作动器 图 11  注塑机用电液作动器

已经可以提供大小多种型号，推力

从 500～ 2500kN( 也就是 250吨），

速度最高可以到 1000mm/s，行程最

大可以到 1800mm，还可以带位置、

压力或者力控制。

这些电液作动器用的是差动液

压缸闭式回路，关键是差动缸两边

面积不同，进入排出的流量就不同。

其实它的回路并不神秘。往往是用

双联泵，一个泵和液压缸相连，还

有一个泵与蓄能器或油箱相连，多

余的油就通过这个泵到蓄能器去。

图 12 是一种全闭式的回路。图 13

是半闭式的回路。部分循环，部分

多余的油回油箱。注意，这些阀主

要起安全作用，平时基本不工作。

因为主回路上没有任何阀，所以非

常节能。

图 14 是全开式的，一个泵马

达与无杆腔相连，另一个泵马达与

有杆腔相连，这是调速电机，这样

就全解决了。

四象限回路可回收能量

图 15 是力士乐推出的所谓四

象限回路，可以回收能量。一个普

通的液压缸，两腔分别和一个双联

泵相连。在工作的时候，即使有负

负载（外加的载荷）驱动液压缸

动，也可以通过电机把能量回收。

因此，可以四象限动作。力士乐的

展板说，使用传统回路，如果从

图 12 全封闭型电液作动器回路

图 13 半封闭型电液作动器回路

图 14 全开式电液作动器回路

图 15 四象限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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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输入的能量算作 100% 的话，

电机要损失大概 12%，液压泵总效

率 86%，也是损失 12%。使用普通

阀控回路，在阀处损失的能量可

能要达到 40% ～ 60%，所以，最后

真正有用功可能只有电网输入的

16% ～ 30%。那么采用刚才所说的

这种容积回路呢，电机还是有这些

损失，泵也还有损失，个别阀还有

些损失，但小得多，有用功可以达

到 70%，能效大大提高。

 差动缸闭式回路

（力士乐）

这次回国之前，在杂志上看到

力士乐新提出一个回路（图 16）：

用两个差动缸组成了闭式回路，四

个二位二通阀，轮流开通，也可以

完成所有工况。所谓液压缸的闭合

回路，就是在里面循环的油不再直

接和空气接触了，这样可以避免油

液被氧化，也可以避免带入气泡。

我后来仔细分析了一下，确实可动

作，就是这些阀轮流开启，甚至还

可以回收能量。

波浪发电

这次我到亚琛工大流体技术研

究所去，看到人家委托他们测试的

一套东西（图 17），液压缸大约 2

米长。我问穆任霍夫教授：这个有

什么新鲜的吗？他说这是 1:10 的

模型，也就是说，真正的液压缸要

2 米长。用于波浪发电。各位如果

见过海啸的录像，就可以体会到，

因为水的密度比空气高得多，波浪

里面含有的能量会远超过风，所以，

波浪发电可以取得的能量也会远超

过风力发电。欧共体在苏格兰海岸

设立了一个试验场，专门试验波浪

发电。

风力发电机用的泵

讲到风力发电，不知道各位看

到的最大的泵功率是多大。我算了

一下，力士乐的 500 排量的泵，在

300bar 时，才是 250kW。图 18 中

的泵也是轴向泵，1600kW，日本三

菱重工做的。有一个 2700kW 的泵

已经在苏格兰海岸在实验了，目前

三菱重工正在制作一个 7000kW 的

泵，那肯定还要大得多。

风筝发电

最后还要提一下利用风筝发电，

这次汉诺威展会上有一个公司在介

绍。其实，越高的地方风越大，这

就是为什么现在风力发电机要拼命

造得高。但是从地面上造，越往上

越不容易造。现在 2MW 的水平轴发

电机，已经要达到 150 米左右的高

度，光是安装费用就要好几百万元。

而用风筝就很容易到3、5百米的高

空。这个公司说：他们 20kW的样机

去年已经试验成功了，今年正在准

备 200kW 的样机。他们的风筝不是

普通的风筝，是由空气动力学家特

殊设计的，像飞机翅膀，飞行姿态

是可控的。通过改变角度可以像图

19所示那样：从收回的状态逐步放

出去。通过控制，让这风筝走8字形。

就在这过程中把钢缆不断往外拉，

从而带动发电机发电。到钢缆全部

拉完以后，再控制它快速下降，降

到低处后再开始这么走 8字形。大

概就是这么个过程：不用的时候停

在低处，然后开始转圈，一点点上去，

到最高了，哗一下下来，然后再重复。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创新。

我的体会是，探索是创新的前

提，我们要努力探索。改进也是创新。

不断改进，再小的改进都是进步。

图 16 差动缸闭式回路 图 17 模拟潮汐发电试验装置

图 18 风力发电用液压泵 图 19 用风筝发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