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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分享（之二十七）

——昆明理工大学光机电液系统集成及控制研究所团队

                                                         本刊编辑部（86）

PTC ASIA 2017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之三～之五）

                                                   本刊编辑  张婷婷（90）

◆商用车辆的节能 - 液压如何帮助降低油耗及排放

——据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专家 Andreas Gonschior 报告整理

                                                   

◆行走机械液压电子化时代-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流体动力（IFPE 2017）展看中国液压发展

——据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长江报告整理

◆液压挖掘机动臂势能直接回收利用技术

——据太原理工大学教授权龙报告整理

昆明理工大学光机电液

系统集成及控制研究所前身

为成立于 1983 年的液压传动

教研室及 1993 年成立的“流

体控制工程研究所”。现有

成员 6 人，学术带头人为袁

锐波教授。

企

业

之

声

导

读

车辆的某些地方安放了一些液压泵、

液压系统，我们希望能应用这些已经存在

的系统。

由于在举升过程中，工作装置积聚了

非常大的重力势能，那么如何控制、利用

这个势能是工程机械一个重要的研究方

向，也是节能减排的一个重要措施。

我们所说的行走机械包括这样几大类：

工程机械、精准农业机械、大型运输车辆、

军事机械、高铁机械，这样的车辆的产量

在中国大概是每年 200 万台，这 200 万台

怎么能够进入到工业 4.0，这是需要我们

来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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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分享
本刊编辑部

国务院颁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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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等活动。

杂志社不断创新服务理念和工作方法，自 2014年以来，杂志社相继走访了国内近 20余家设有流体传

动与控制学科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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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社会各

界赞赏和积极响应。

杂志社还将继续坚持走访更多的高校院所，不断推动产学研的紧密合作。希望业内同仁和广大读者

给予关注，学习与分享……。

昆明理工大学光机电液系统
集成及控制研究所团队

昆明理工大学光机电液系统集成及控制研究所前身为成立于 1983 年的液压传动教研室及 1993 年

成立的“流体控制工程研究所”。学术带头人为袁锐波教授。现有成员6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1人，

讲师 2 人，具有博士学位 4 人。近年来，承担国际及省部级、企业攻关科研项目 10 余项，科研经费累

计超过2000万，参与获得200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2012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技奖一等奖1项，

2013 年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主编专著教材 3 部。发表 SCI/EI 检索论文 20 余篇。获得及申请

专利 60 余项，其中发明专利 30 项。

研究所主要研究内容：（1）电液比例伺服控制理论、元件及系统。（2）极端环境中光机电液系

统的建模、耦合分析、协同仿真、现代控制理论策略、集成与控制技术（3）气动机械手及气动伺服控

制（4）基于流体动力学理论的绿色液压传动与控制。

之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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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俊兵（1974-），

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精密驱动及其

控制。

◆联系方式：

1226160701@qq.com

团队成员及项目介绍

项目名称：有色冶金电液耦合驱动技术及其

应用

项目内容：针对有色矿冶大型机械设备及系统

工况复杂、作业连续、控制精准的特点，在多物理场、

重负多载、高噪高污等极端环境下的机电液系统集成

控制、电液控制成套自动化装备等方面开展研究。已

成功开发研制出 10 多种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

技术的光机电液集成成套装备，在云南铜业股份公司、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云南锡业股份公司、铜

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等企业成功应用，并出口中亚。

◆袁锐波（1968-），

工学博士，教授，硕士生

导师。主要从事电液比例

伺服、气动机械手、纯水

液压传动及新型无游梁式

液压抽油机等研究工作。

◆联系方式：

yuanrb@126.com

◆杨晓京（1971-），

工学博士、博士后/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光

机电液系统集成与控制、

机电系统设计与控制、微

纳米技术、数字化设计与

制造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联系方式：  

xjyang@vip.sina.com

◆张宇（1964-），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计

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产品

全生命周期管理，以及高

速切削加工、超精密加工

技术等研究工作。

◆联系方式：

498380267@qq.com

◆蒋红海（1974-），

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机器视觉、运动

控制技术应用的研究工作。

◆联系方式：

836078614@qq.com

铜电解精炼阳极整形机组（哈萨克斯坦铜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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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有色矿冶生产过

程智能化关键技术的研发

项目内容：①智能作业系统

控制理论、元件及系统。②极端环

境中智能作业系统的建模、多场耦

合分析、协同仿真、集成与控制技

术。③极端环境中智能作业系统及

设备的在线监测、传感检测技术及

系统。④机械手及机器人技术在有

色矿冶生产中的应用研究。⑤矿山

智能开采技术装备的研究与应用，

矿山采掘装备智能化系统的创新研

发，矿山智能运输系统技术与装备

研发。⑥传统有色金属冶炼过程智

能化升级技术及装备研究及应用，

在役装备可靠性、安全性、可维修

性评估预测及再制造工程技术研

究。⑦有色矿冶领域工业大数据集

成系统。

项目名称：机电液精密驱动

传动理论与新技术

项目内容：机械的驱动与传

动是装备制造业的基础，随着现代

机器向着高效、高速、精密等方向

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机械、流体、

电气等驱动和传动的内涵和外延不

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在驱动原理和

传动方式上，新的理论和方法不断

出现。机电液精密驱动传动理论与

新技术主要研究：①研究多介质多

形式的驱动与传动基础理论与技

术，基于机、电、液、气、磁、光

等多种介质的机械、机电、电液、

光电等多种形式集成的驱动与传动

基础理论与技术。②研究采用精密

机械、气浮、液浮、电磁、静电等

直接或间接的精密驱动与传动的新

原理和新机构。③研究机电液精密

驱动与传动新方式的基础理论，研

究基于功能材料、功能流体的新型

驱动与传动，利用压电陶瓷、电流

变液、磁流变液、电致伸缩、磁致

伸缩等实现精密运动。④研究精密

驱动和传动基础部运动副特性，研

究摩擦副表面接触力学行为、润滑

特性、摩擦磨损规律，研究精密驱

动和传动共性基础理论和特性生成

机理。⑤研究机电液精密驱动传动

的控制技术与检测技术。

 

项目名称：骨骼康复训练机

械手的设计与开发

项目内容：研究分析了人手

骨骼和关节的解剖学结构及其运动

特点，提出了手部骨骼的机构运动

模型，并建立了示指的正运动学和

逆运动学模型；根据生物力学特

性，建立示指的骨骼肌肉肌腱动力

学模型；建立了其虚拟样机模型；

利用多体动力学分析软件 ADAMS 

对外骨骼康复机械手虚拟样机模型

和骨骼肌肉肌腱动力学模型进行了

联合仿真分析，分析了外骨骼康复

机械手在不同运动模式下外骨骼与

人体肌肉肌腱之间的相互作用情

况，分析了不同运动模式对手指肌

肉训练强度的影响；在外骨骼康复

机械手虚拟样机的基础上设计制作

了其物理样机模型，包括机械系统

和控制系统，并进行了控制性能的

分析研究。

     铅阴极洗涮抽棒机组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铅电解电化学参数在线监控及

添加剂自动控制系统示意图
压电微位移平台精密定位系统

外骨骼康复机械手仿真实验

外骨骼康复机械手传感器数据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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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微机械摩擦副接

触力学行为跨尺度耦合分析方法

研究

项目内容：项目以微机械摩

擦副表面相互接触和接触滑动过

程的力学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

跨尺度耦合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建

立能有效适应微机械摩擦副表面

相互接触作用和接触滑动过程的

跨尺度耦合分析模型，确定模型求

解方法和求解所涉及的材料力学

参数、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同时，

开展试验验证工作，修正模型和完

善跨尺度耦合分析方法，找到有效

的跨尺度耦合分析方法对微机械

摩擦副表面相互接触作用过程和

接触滑动过程进行分析，揭示微机

械摩擦副粘着、磨损过程中表面接

触的力学机理。

项目名称：晶体锗红外光学

硬脆材料微纳米尺度塑性切削力学

机理研究 

项目内容：项目采用基于量

子力学的第一性原理、分子动力学

和纳米力学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从原子结构本身研究单晶锗位

错性质及其与塑性变形机制、脆性

断裂机制的关联；塑性切削时的位

错、滑移、切削变形、应力应变和

脆塑转变时的微裂纹形成与扩展、

解理等纳米力学行为和规律。研究

单晶锗切削层材料塑性变形去除、

脆塑转变的纳米力学机理及微纳米

切削工艺参数的影响、晶体结构各

向异性的影响；揭示单晶锗能塑性

切削的微观本质和纳米力学机理，

为控制脆塑转变和表面质量调控提

供科学依据。

项目名称：纯水传动液压元

件的研发及动静态特性研究

项目内容：分析纯水液压元

件在材料、密封、结构、摩擦力

及过流特性等方面的特点，通过

建立纯水液压泵阀缸模型、基于

SIMULINK 的水压缸系统的泄漏量仿

真，得出不同间隙及不同水动力粘

纳米接触滑动过程的分子动力学模拟

单晶锗不同晶面的划痕形貌图

水压泵阀性能测试实验台及测试系统

度系数对泄漏量的影响；对低泄漏

低摩擦力水压缸的特性进行分析，

基于 Fluent 仿真分析水压缸活塞

与缸筒的间隙泄漏量的状况，研究

了相应的密封技术；建立了元件的

三维模型，搭建了纯水液压实验台，

对元件的动静态特性进行了测量与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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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  张婷婷  

排放法规

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地要求减

少卡车油耗排放的法规陆续生效，

全球废气排放从过去 4~50 年来已

经急剧地减少了。当然我们要做的

还很多，欧洲美国以及中国相关排

放标准也越来越严格，我们要有更

智能的解决方案来进一步降低废气

的排放。那么如何从设计的角度来

减少燃油消耗呢？

PTC ASIA 2017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之三

商用车辆的节能 - 液压如何
帮助降低油耗及排放

13:00 ～ 13:30 商用车辆的节能 -液压如何帮助降低油

耗及排放  Andreas Gonschior/ 专家（江苏恒立液压股

份有限公司）

13:30 ～ 14:00 行走机械液压电子化时代 -美国拉斯维

加斯国际流体动力 (IFPE 2017) 展看中国液压发展  王

长江 / 专家（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

14:00 ～ 14:30 工程机械重载举升装置势能高效回收利

用   权龙 /专家（太原理工大学）

10 月 31 日

主持人：徐兵

浙江大学教授

液压系统如何帮助减少燃

油消耗和排放

液压系统如何帮助减少油耗和

排放是我们要应对的主要问题。我

们看一下安装在汽车上的液压系统

（见图 1），从 70 年代开始，从低

压力的典型齿轮泵，下一步是高压

需求、定排量。但是这些系统浪费

了很多能源，所以我们有了负载敏

——据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专家 Andreas Gonschior 报告整理

感的系统，能够节约能量、减少能

耗。更进一步，我们希望使用电液

压比例控制系统。

 同时有更多液压的工作是直

接在卡车上可以完成的，于是我们

安装了取力口（PTO）。取力口（PTO）

是什么？它是诸多从动力源提取动

力的方法中的一种，例如从运行的

引擎提取动力，并将其传输到诸如

图 1 过去和现在的液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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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的部件或其他设备的应用。车

辆的某些地方安放了一些液压泵、

液压系统，我们希望能应用这些已

经存在的系统。一般来说，卡车上

的取力口（PTO）有四个不同的位

置（见图 2）。一般来说，位置 1

和位置 3 空间很小，只适合安装窄

小的泵。对于位置 3 我们可以直接

在齿轮箱的取力口安装窄小的泵，

这时可以通过减轻重量甚至更小的

发动机来节省能源。现在最常见的

解决方案是使用万向轴或者甚至使

用单独的辅助柴油发动机。

V60N 泵对卡车液压系统的

贡献是什么

◆体积小更高的压力

图 3 是 V60N 泵的主要参数，

体积很小。再看看压力，为什么要

更高的压力呢？安装在卡车上的

泵，它本身的重量就是额外的负载，

能够增加卡车的燃油消耗。而通过

更高压力可以实现降低钢铁用量

（减轻重量）的目的，所以我们的

泵额定压力可以达到 400bar。

◆更高的速度性能

液压系统要完成工作，需要有

一定的压力、流量、负载，当然流

量通过速度来实现。泵运行的速度

越快，流量就越大。因此泵要有速

度的参数性能，针对不同的应用可

以提供不同的泵，但是总体来说，

都是运转的速度非常快。但有一点

比较重要，比如说市政的卡车、垃

圾车，它有液压压力，运行比较慢，

但当它在高速公路上，这个泵可能

需要高速地全速运行。这就需要有

一些专有的设计来完成这个工作。

车速上升，泵的速度也要跟上，并

很好地运转。

最高的功率密度

刚才说了泵有更高的压力、更

小的尺寸，这样能够实现更高的一

个功率密度。不仅这样，我们的泵

控制阀性能要优异 / 滞环小，可以

提供全功率输出。

当然用户对泵并不是特别感兴

趣，但是如果我们在取力口获取液

压动力时，那这样的泵就必须有上

述条件。不仅仅是标准的负载系统，

我们要考虑实现卡车完整性能时，

不需要额外系统，而是装在现有的

取力口上，这样必须要有更高的功

率密度。

◆最高的效率

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减少能耗，

那当然要聚焦效率的设计，这是非

常明显的。

◆ PTO 全系列控制器

现在大家对全系列的控制器比

较感兴趣。对于变量泵，可以用控

制器来调整流量、压力或者扭矩，

而且是标准控制器，来自世界主要

供应商的泵，都可以使用。更重要

的一点，这些控制器甚至能满足安

装在卡车上的泵，尤其是安装在取

力口上的泵。有时候因为要控制比

较大的元件，那么控制器相对于卡

车取力口来说尺寸太大，此时就需

要特别的设计，才能应用在卡车的

取力口。V60N 泵可以安装全系列

PTO 控制器

◆ PTO 的全系列外壳，法兰和

轴选项

图 4 可以看到，有一些特别

设计的法兰、通轴可供选择，这样

可以方便地将 V60 泵安装在卡车的

PTO 上。这些规格包括欧洲的 DIN

图 2 常见的卡车上的取力口

1- 发动机驱动取力口

2- 飞轮驱动取力口

3- 齿轮箱驱动取力口

4- 万向轴取力口

图 3 V60N 泵的主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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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格，也包括 SAE 标准规格。

◆电控

刚才也谈到了，除了标准控

制器之外，控制流量和压力的电

子比例控制器也可以装在取力口

上。图 5 是一些不同形式的设备，

比如各种放大器、控制卡。对于

非常复杂的控制计算，我们会用

到控制卡。

◆低噪声水平

有些车辆对噪声会有较高的要

求，要检测噪声水平。比如垃圾车

一般是在午夜之后才出来的，大家

都在安睡，所以垃圾车不能太吵。

图6可以看出V60泵的低噪声优势。

◆单向闭环

前面说过我们提高了压力的范

围，来减少钢铁的用量。我们希望

能够增加压力，内压力其实也是一

个问题，我们不仅仅只关注输出的

压力，而且也关注输入的压力，这

样才能够实现单向循环。其实这是

很有意思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柴油机放在卡车底盘上，

它唯一的目的是运行液压泵进行闭

环操作，但是这样会造成燃油的消

耗和浪费，也会带来额外的排放。

图 4  PTO 的全系列外壳，法兰和轴选项

图 6 V60 泵的噪声图 5 电子比例控制器

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呢？我们完全可

以去除这样一个额外的发动机，只

使用现有的设备，就是这些取力口。

今天我们已经在 V60N 泵上运行带

有 PTO 驱动的闭环系统，用这些取

力口来运行液压泵，这就是我们所

做出的贡献。我觉得这个贡献是非

常大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极大地降

耗和减排。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卡车制造

商能够接受这个想法：这种电子元

件是好的，能够和液压泵共同运作。

当然这需要一段时间来沟通、来引

导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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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这 题 目 的 英 文 名 字 叫

Electronification， 这 是 什

么含义呢？比如我们以前都说

Electronic，叫电子，电子就是3.0，

现在提法叫 Electronification，

这就叫电子化了，这就是工业 4.0

的概念。协会领导让我到拉斯维加

斯去看看，我确实看到了一些东西，

给大家汇报一下，分四个问题。

我国已成为液压大国

中国已经是液压大国了。大

家看图 1 最底下那个红线，我们中

国液压气动密封工业的发展和我们

国家的 G D P 是相符的，和第二

产业比呢，第二产业几乎是平的，

但是我们却是上升的，所以在机械

行业当中看出它的重要性了。我国

目前液压规模大约是 513 亿。全世

界的流体动力市场是按照欧元汇率

计算的，欧洲大约占 31%，美国占

PTC ASIA 2017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之四

行走机械液压电子化时代 - 美国拉斯维加斯

国际流体动力 (IFPE 2017) 展看中国液压发展

34%，中国的占了 27%。但是，目

前我们的行走机械关键液压零部件

依赖国外的状况没有根本的改变，

几乎 70% ～ 80% 的利润基本都给了

国外的制造商。工信部产业政策司

副司长辛仁周也说了：“有些行业

看来很热闹，其实大部分的利润都

给了外国的厂家。”我国液压行业

在行走机械市场上除油缸外，绝大

部分产品为仿制，仅用于备品备件

市场。我们是世界最大的后市场供

应商！

应该说中国的液压发展的是很

快的，从这个展览会看中国的液压

企业，已经跟国外的液压企业没有

什么差别了，他们在展示他的理念

而不仅仅是展示产品了。但当我们

谈到中国液压工业发展的时候，我

希望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共享单车

大家都知道，那么在共享单车的情

况下，中国的自行车行业发生了什

么问题？有多少企业发了财，有多

少企业倒闭了？共享单车绝非简单

的自行车 + 互联网，能用于共享的

自行车在传统的自行车基础上做了

许多的创新。那么看到他们，我们

中国液压工业该不该到思考的时候

了。习主席说中国进入新时代，那

么中国液压的新时代是什么？怎么

进入这个新时代？在新时代能干些

什么？

——据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长江报告整理

国际行走机械已迈进工业

4.0

我们所说的行走机械包括这样

几大类：工程机械、精准农业机械、

大型运输车辆、军事机械、高铁机

械，这样的车辆的产量在中国大概

是每年 200 万台，这 200 万台怎么

能够进入到工业 4.0，这是需要我

们来考虑的问题。应该说世界行走

机械液压已经全面进入电子化时

代，而我国行走机械液压刚起步液

压电子控制（目前 80% 以上液压元

件还没用电控）也就在刚从 2.0 进

3.0状态，我们这个弯道怎么超车？

怎么从 2.0 蹦到 4.0 ？这是大家都

要思考的问题。

当我们谈到机械智能、谈到工

业 4.0 的时候，在行走机械当中主

要指两个智能化，一个叫做运动控

制智能化，一个叫机器信息智能化。

即工信部要求的两化融合。

图 1 中国流体动力行业的发展



94

◆运动控制智能化

运动控制的智能化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的内容：动力流技术和运动

解耦伺服控制。

动力流的控制，即怎样把柴

油机功率有效地分配在各个驱动轴

上，以及如何进行功率回收再利用，

也就是大家说的混合动力。对此，

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包括：①如何

以最高的效率来传递和转换动力？

②如何以最优的匹配来管理和分配

动力？③如何以最佳的协调来控制

机构运动的动力？④如何回收制动

能量？各大企业都在做这方面的工

作，比如力士乐 VBOII 虚拟放油系

统，它的核心是叫压力耦合，这是

一个很大的改变。动力回收需要全

面的考虑，你把挖掘机“掘”的力

量拿走了，去节能是没有意义的。

而卡特在我们目前水平上又实现了

节能 33%，这个比例是非常大的。

运动解耦伺服控制。行走机械

未来会越来越多地从开环控制进入

到闭环控制、进入到伺服控制。今

年北京展览会上，卡特展览了一个

2D，提出了一个电子围栏。2D 技

术在美国已经用了十年了，3D 技

术也在美国用十年了，卡特为什么

只介绍 2D，不介绍 3D，这是值得

我们思考的。挖掘机只要有了互联

网 + 以后，完全可以在电子围栏下

自动挖掘，该挖的地方保证挖好，

不该挖的地方一定不挖。国际上已

经将挖掘机铲斗的轨迹控制和推土

机推土铲的姿态控制，按六个自由

度（6DOF）的控制模式实现，并已

成功地进入了工业化和商品化的阶

段。所以不管是挖掘机还是推土机，

未来就会有多种机构解耦控制，而

各机构都将有三环控制：速度环、

位置环和加速度环。

国外的挖掘机早已不只是 2D

了，而是可以 3D，那么 3D 和 2D 的

挖掘机有什么差别呢？其实挖掘机

制造厂并不需要做什麽工作，大家

看这个挖掘机上的铲斗，上面划了

一个白框（见图 2），卡特挖机都

做了这么一个槽，你只要把一个块

搁在上面以后，它就可以智能化了。

所以对挖掘机厂来讲，他并不需要

做额外的工作，但是如果拿这样

一个东西搁在我们的挖掘机上就不

行，因为卡特挖掘机的液压系统，

是可以支持 3D 运行，可以支持伺

服解耦控制的。挖掘机用卫星定位，

铲斗可以进行无线信号的定位，这

样操作以后，作业误差小了，作业

效率提高了。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

挖掘机经常出事故，有了无线网络

系统以后，一旦出现危险就会锁死

机器，减少损失。

有时行走机械需要进行精确

操作，推土机有六个自由度，一铲

推过去就完事了，不用人工再修补

了，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时

间。要想让农业机械精确化，提高

效率，很大程度在于行走机械要解

决巡航速度的问题，如果机器不能

做恒速运行的话，精准就谈不上了，

所以精准的前提一定是机器的行走

是恒速的。因此现在国外 IVT 的变

速箱发展非常快，在展会上我们看

到了大量的公司都生产IVT变速箱，

IVT 变速箱对于中国的液压行业来

讲目前是个空白，现在还没有做。

新时代行走机械运动解耦伺服

控制要考虑：第一，每个液压轴将

从开环控制进入伺服闭环控制；第

二，各轴从独立控制进入多轴统筹

解耦控制。所以行走机械的多路阀

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很多阀芯都带

一个 LVDT 位移传感器，就是为了

提高精度，为了解决闭环控制。新

的多路阀小于 125ms 全开启时间是

它响应时间的最低要求。而现在大

多数多路阀的开启时间 1s，1s 去

做解耦控制、闭环控制是很困难的，

所以如何提高液压阀的水平是当前

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有了这样一个

伺服控制以后，它既可以做功率匹

配，也可以做压力控制，又可以做

流量分配，还可以做解耦控制和精

度控制。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将来

的挖掘机不分正流量、负流量、流

量共享，其实都是一回事儿了。所

以下一阶段行走机械要有很多的变

化，比如流量共享系统，我告诉大

家其实流量共享系统不节能，这是

世界上正在想办法解决的问题。因

为流量共享系统有一个最低压差，

力士乐最低的压差 14bar，A11V

是 18bar，林德 22bar，大家想想

22bar 乘以 200L 流量，在阀孔里面

功率损失有多大，所以未来肯定不

是仅靠液压来节能的，而是电子 -

液压联合实现。

智能化要用很多新的技术，比

说模糊控制，这个概念大家有。比

图 2 精准挖掘 - 即插即用的定位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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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说怎样解决功率分配的优先权，

是用等比的、还是等值的、还是其

他优先权的？这些显然要通过模糊

控制来完成。比如棉花收割机里面

大量地使用了伺服系统，怎样保证

收割机不落掉棉团？怎么保证吸进

的是棉团而不是梗，如果有了梗，

一等棉花就变成三等了，所以有诸

多的系统都需要用液压伺服控制，

要用解耦控制来完成。

◆机器信息智能化

机器的信息智能化，有很多企

业像卡特、小松、三一、徐工都有

自己的平台，但这样的平台只能是

信息智能化、机器什么状况你能知

道了，但对操作者来讲意义不大，

为什么？因为操作者在一个工地上

绝对不会只使用一家的机器，可能

有卡特的挖掘机、徐工的推土机，

他们两个之间怎样协调？每一家的

控制器、每一家的平台不可能展现

竞争对手的状况。信息智能化需要

给出更多的信息，信息智能化就要

加上一个智能电控，这是新的概念。

时间关系不跟大家讲信息智能化

的具体内容，但我给大家举一个健

康控制的例子。液压系统健康主要

跟油有关，像我们人一样，验血就

知道是否健康，液压系统也要检验

液压油的主要参数。现在已经有在

线的微型传感器，国内的厂家也做

了软件。未来的健康将不只是红灯

和绿灯，一定加一个黄灯，假如油

的污染度超了，是不是就不能工作

了？不一定，专家给你算出来还可

以工作多少个小时，你可以把这个

机器开回去修理。所以未来都是三

灯控制的。上海一家电控公司已经

把这样的软件做出来了，手机 APP

可以监控，对于一个企业来讲非常

重要，因为他知道哪台设备什么状

况，哪些油该换了。

另一个信息智能化是针对于电

子控制，未来的的网络平台很重要，

为什么呢？因为通过网络平台可以

帮助你来编程、做初始化、做调试，

这都是云可以帮着你干的。现在的

信息控制是各自搞各自的，未来我

们要把这所有的信息都连在一起，

形成一个新的平台。

电子化液压产品将有极大

的需求

我我们液压协会曾经在 2015

年的时候就提出了要发展十六项产

品，此次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展览

会中我们看到别人给实现了，这对

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么

这是些什么产品呢？其实主要是七

大类产品。

◆电子泵

第一类产品是电子泵，油泵做

成电子控制的时候，首先要保证泵

能控制压力，这就必须要有很高的

频响，现在一般行走机械的变量泵，

其变量时间是 500ms，开环的开式

系统大约 1s，很多主机厂嫌它太

快，因为可能会有压力冲击，泵容

易坏。但是未来做成电子控制的话，

变量时间大概在 120ms 以内，这样

就带来了很多问题。电子控制变量

泵不仅仅是液控改为电比例阀控，

本身就是个复杂的自动控制系统，

电子泵有若干的技术问题要解决，

怎样调节流量、压力，图 3 的曲线

是泵实现压力、排量控制的过渡过

程的特性要求，这个曲线完成靠什

么呢？要靠软件，要靠模糊控制的

计算。

图 4 是卡特挖掘机用的电子

泵，卡特 20 吨挖掘机已经全部用

自己的系统，不再用外面供应的油

泵了。让我们惊讶的是：一般电比

例泵是有一个先导压力控制的，

而卡特是用自己的压力来当先导压

力。油源的压力是不断变化的，可

是要进行精确的控制，做出的特性

曲线必须达到图 4 的水平才行，没

有复杂的软件、没有复杂的模糊控

制概念是实现不了的。

上面说到流量共享不节能，那

么怎样让流量共享节能呢？为什么

流量共享要 18bar，是因为要保证

液压压力有足够的分辨率，A11V 最

少 18bar，但如果我们在泵上装上

传感器以后，1.8bar 都分辨的出

来，所以未来的流量共享系统一定

是可变压差的流量共享系统。主泵

需要实现电子压差控制，目前有两

                图 3 电子泵的特性曲线                         图 4 卡特挖掘机用电子油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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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办法实现：一是使用压差传感器，

目前价格已进入普通压力传感器范

围；二是 LS 口加装压力传感器，

使用高性能控制器，用压力数值计

算实现。所以未来流量共享恐怕是

行走机器的主要油泵方式，或者主

要的系统工作模式，但是必须是加

电子控制的。

◆电子马达、IVT 变速箱

我们的液压马达最大的问题是

斜轴马达很少，几年前几乎是空白，

这次展览会很多公司告诉我们：可

以做斜轴马达了。为什么一定要用

斜轴马达呢？因为斜轴马达具有远

高于斜盘马达的启动效率，刚度大，

频响高。在行走机械进入智能化时

代是不可或缺的。在美国拉斯维加

斯液压展上看到大部分生产柱塞元

件的厂家都生产斜轴马达。国内只

有少数的厂家小批量地生产斜轴马

达，而且多数为定量马达、只有少

数液控变量马达。

再一个车轮马达。车轮马达

世界上就两家生产，近年来由于静

液压系统电子化发展，在农业机械

上得到了较多的应用。静压传动系

统里的马达有若干个事情要解决：

怎么跟柴油机匹配，怎么做差速差

力，怎样做制动，怎样做转向，怎

样做巡航速度，怎样做自由轮。所

以有些低速大扭矩马达也是需要变

量的，特别农业机械，在我们国家，

这种轮式马达现在是空白。我国生

产的自行式喷洒车要撒化肥、撒农

药，车辆必须恒速。这个系统采用

了车轮马达驱动，具有良好的作物

通过能力，并可设定巡航控制实现

恒速运行，喷洒均匀。

 IVT 变速箱系统。100 马力的

拖拉机都有 IVT 了，IVT 叫无极变

速。对行走机械来讲，我们希望从

零就开始就能做调速。而现在小汽

车不是，小汽车用的是 CVT，它是

从低怠速以后才能做无级调速，做

巡航速度控制。除了 IVT 变速箱以

外，还出现了简易 IVT 变速箱（见

图 5）。它通过一个泵和马达带一

级行星减速齿轮就可以解决速比不

是很大的控制需求。我国 IVT 变速

箱还处于前期研制阶段。

 ◆智能油缸

中国是油缸产能大国，行走机

械的油缸主要由中国制造，恒立应

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油缸供应商。

油缸面临哪些问题呢？有两个问题

必须要攻破：①电镀不能用了，我

们用什么来解决表面防腐的问题？

美国 PARKER 公司在拉斯维加斯展

会上就推出一种叫亚微米结构整体

镀层油缸，这个镀层价格便宜，而

且防腐能力非常好，已经通过了相

关的一些考核。图 6 是把镀层放

大以后的比较，说明他的质量有极

大的提高。②怎样在油缸上加传感

器？油缸加传感器有两个办法：一

个是在活塞杆车削刀纹上面镀一层

陶瓷材料，现在这个办法以力士乐

为主，精度只能达到 0.1mm；第二

个是传感器的方法来解决，PARKER

公司做了个 0.05 毫米的系统，是

光学传感器，这个传感器完全可以

用在工程机械，价格和可靠性都已

经可以市场化了。

◆挖掘机多路阀

多路阀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我们现在还在围绕负流量、正流量

来讨论，其实全世界先进的挖掘机

早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对于产

量最大的中挖，多路阀采用闭芯结

构，配合电子可变恒压电子泵，采

用进油侧单独的高精度、高频响插

装式比例流量阀是发展趋势，力士

乐称为 VBOII 型多路阀。卡特公司

早在 2013 年德国宝马工程机械展

推出了新一代的多路阀 PPPC，在

2017 年美国拉斯维加斯工程机械展

推出更新一代的多路阀 ACS。新的

阀采用电 - 液结合的方法实现自适

应控制，按动作需求，确定阀的开

启速度：小流量时阀开启的速度慢，

图 5 简易 IVT

图 6 电镀和整体镀层放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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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量时阀可以迅速开启以实现自

动控制的要求。美国 EATON 开发的

容腔控制原理的多路阀也已经商品

化了。

◆伺服控制流量共享多路阀

精准农业中拖拉机的犁深系统

非常重要，目前中国在拖拉机犁深

系统方面基本上是空白，要用犁深

系统就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位置

控制精度，因为犁深深度的误差决

定产量，如果犁深深度不能控制的

话，产量就会下降 5%~13%；第二个

要保持拖拉机的恒速运行，克服特

殊地面阻力以保护装置安全；第三

要解决减震问题，转场高速行驶时

所需的主动减震控制。而这就要用

到伺服控制流量共享多路阀。

伺服控制流量共享多路阀是行

走机械、包括小型挖掘机未来发展

的主导产品！该阀主要有两种，一

种阀芯开度控制是开环的，现在诺

玛、力士乐、parker、哈威都在做。

另一种是阀芯位置闭环带反馈，阀

芯带位移传感器克服阀芯滞环带来

的误差，提高油缸大闭环的控制精

度。丹佛斯大部分阀是闭环的，这

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因为阀不

能闭环的话，就有很大的误差，这

个误差怎样去消除是有很头疼的事

情。所以丹佛斯说：用了我的流量

共享多路阀可以提高生产率 22%。

◆电子转向控制

电子转向是非常重要。转向控

制是精准轨迹控制的关键，传统的

液压转向不能胜任、存在诸多的问

题，最重要的问题是：转向器是摆

线马达结构的，容积效率非常低，

造成系统刚度差，没有办法完成精

准转向，所以未来的转向一定要改

变。图 7 是丹佛斯做的试验，当紧

急踩刹车时，传统转向和电子转向

的比较。

未来的转向器将使用类似于

4WRE 型闭环控制的电比例阀做主控

阀，控制液压放大器实现大闭环精

准转向。

◆电子制动控制

行走机械向高速度、高精度发

展，车辆的制动就不仅仅是个安全

问题，电子控制的智能制动需要快

速发展。制动调节主要有几方面的

研究：①制动力调节；②静液压制

动与刹车鼓制动协调；③配合精准

轨迹控制；④配合行走驱动实现防

抱死（ABS）；⑤电子围墙控制。

中国液压如何创新发展电

子化液压产品

中国液压怎么样做电子化的产

品呢？有四件事要解决（见图8），

都在强基工程项目范围里：第一液

压；第二电子；第三定位；第四网络。

 ◆液压

传统的液压不带电、不能够

做伺服控制，所以我们必须解决这

个问题。那么液压行业的液压件将

来要向图 8 这几个方向去发展。特

别要 APP 化，今年 PTC 上北理工的

展台专门给大家讲 APP 化的概念，

我们也曾经讲过当前主要要解决的

问题是提高泵阀的动态特性，现在

泵阀的动态特性根本没有办法电子

化。另外开发油泵斜盘摆角传感器、

压差传感器也是当务之急。

 ◆电子

液压电子化的发展将终止液压

元件仿制的路！你只能做液压元件

而没有电子化的软件和硬件将会被

市场淘汰！世界所有液压公司全部

都要用自己的电子控制产品。为什

么呢？因为：①液压元件电子化后，

其电子控制的关键是元件里的运动

智能控制，它与自身的物理结构密

切相关市场上的电子控制公司要想

实现最优的控制，必须获得元件的

结构参数，没有谁愿意提供这些带

图 7 传统转向和电子转向控制的比较

图 8 液压电子化要解决的四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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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Know-how 的资料。②液压元件

电子化后，将进入云计算和大数据

时代，而其数据的来源是电子控制

器，如果是别人的电控系统，如何

获得？而不进入大数据，你就不知

道你的产品在实际使用中会出现什

么问题。③你没有办法给主机厂提

供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行走机械液压电子化比工业伺

服控制难得多，其主要的难点有：

①所控制的对象，绝大部分是差动

缸，即非对称系统；②控制系统的

最后一级，液压阀固有频率低响应

慢，特别是多路阀从零位到最大开

口一般是秒级或更慢，不能满足电

子化闭环控制要求；③控制动力（油

源）同时用于机器的多个“轴”的

控制，是个复杂的时变系统，可能

出现动力不足；④目前电子控制先

导元件是不带位移反馈的 4 通径比

例减压阀，流量小，可能难于满足

闭环系统起码的增益要求。

所以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帮助

大家开发出行走机械专用的软件模

块，将来它会变成一种韧件，现在

我们的机器基本上是一台机器一个

控制器，现在的软件程序都是以

IEC6113-1 的标准写的，未来我们

将用以太网、用 C 语言作为标准，

所以电子化时代再想仿制，仿制不

了，现在必须要开始去发展自己的

东西。

未来行走机械电子化，不再使

用 IEC6113-1 的 PLC 语言，要用 C

语言，可能就不是一个控制器为主，

而要做成大型的DCS控制系统为主，

不可能把所有的控制器都搁在机器

上，怎么办呢？搁在云里头，所以

行走机械要用云，这是不可缺少、

不可逆转的，必须要加紧时间来做。

我们未来的控制器不再是仅仅用CAN

总线了，一定要用 ETHERNET，而且

要增加三维定位，要增加死区 PWM

调节输出，详见图 9深蓝色部分。

 ◆定位

厘米级定位我们国家已经有

了。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由中国

兵器工业集团和阿里巴巴集团合资

成立，以“互联网 +位置（北斗）”

为理念，通过北斗地基增强全国一

张网的整合与建设，基于卫星定位、

辅助定位技术、云计算和大数据技

术，构建位置服务开放平台，提供

实时米级至厘米级、后处理静态毫

米级的高精准位置服务。

 ◆互联网

所以有了这么几条以后，行走

机械的互联网 +、行走机械的智能

化就不成问题了，现在国外已经开

发出新的控制器了，而且有了网关

装置 gataway，所以实现无线网络

控制是没有问题的，并可以搜集大

量的数据。因此下一步，我们要考

虑云平台的问题（见图 9），深蓝

色是需要液压厂家开发的，浅蓝色

的就是个平台，谁来做这平台，这

是我们需要解决的。大家都知道行

走机械要想智能化，关键是位置控

制系统，3D 定位，北斗已经解决这

个问题了，北斗的动态精度可以做

到 7mm，北理工的教授已经做过试

验了是可以达到的。问题是怎样把

这些内容搁在一个网络里呢？需要

建立新的网络平台，这个平台可以

控制各种机器，把各种需要的东西

都搁在平台上。这个平台并不是现

在的主机厂搞的平台，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施工工地，不可能机器都

是来自一家的，可能有三一的、有

徐工的，因此这个平台一定是第三

方的。

国外已经有这样的平台了，比

如美国的 AEF 农业机械平台，拖拉

机、收割机都在这个平台上，数据

都能进行交换了，专门做农业互联

网，卫星定位。欧洲农业机械也有

这样的平台了，据它的宣传，作业

效率从 30% 提高到 80%，现在能做

到 100% 了。

我们中国的企业一定要在意识

上发生变化，要想把这几个事情联

系在一起，就要有平台，这是一个

庞大的系统工程。好在我们已经开

始起步了，网络技术公司已经愿意

把我们的电子控制、动力流、还有

大数据都搁在他的平台上，为行走

机械建立起一个新的平台。亿阳信

通公司、北方股份、北京理工大学

共同建设的“大矿车自动驾驶及露

天煤矿智能机群控制平台”项目已

全面启动。

行走机械，特别是农业机械和

军事机械智能化、网络化是国家发

展急需！中国高新技术发展已处世

界领先行列，我们没有理由搞不好

这个项目！

图 9 云平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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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挖掘机动臂势能直接
回收利用技术

——据太原理工大学教授权龙报告整理

图 1 传统液压挖掘机动臂控制回路

三容腔液压缸挖掘机动臂

势能回收利用技术

◆动臂势能回收技术背景

我们知道各种类型的行走机械

包括挖掘机、装载机、集装箱正面

吊、林业机械、还有叉车等物流输

送装备，他们的工作装置都非常重，

工作中工作装置要频繁地举升（升

降）。由于在举升过程中，工作装

置积聚了非常大的重力势能，那么

如何控制、利用这个势能是工程机

械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也是节能

减排的一个重要措施，下面我们看

一看目前是怎么控制的？

图 1 是我们传统液压挖掘机

动臂控制回路，挖掘机动臂举升过

程中积聚的势能在下放过程中转化

为液压能，通过控制阀阀口的节流

作用转化为热能就全部耗散掉了，

这样不仅浪费能源，同时导致液压

系统的油液发热，另外这种控制方

式也使动臂下放的速度收到制约。

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要回

收利用动臂在举升过程中积聚的势

能，同时采用进出口分别控制的方

式来提高它的运行速度。

我们看一下目前势能的回收

方式，常用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

液压回收方式，就是把动臂积聚的

势能通过控制阀存储到液压蓄能器

里，在存储过程、利用过程中，为

了消除蓄能器压力较低、回收利用

难的问题，可以引入到这个泵的吸

入口来充分地利用这个势能。另外

一种方式是电气回收方式，用液压

马达驱动电动发电机，把重力势能

转化成电能回收利用，存储到超级

电容或者是电池中，再利用时直接

利用电能。比较这两种方式：液压

方式转换环节较少，但是它的再利

用过程比较复杂，也会造成二次节

流，损失也比较大；电气方式中能

量要通过液压能转换到电能、再到

电容，再利用时也需要同样的转换

过程，能量传递链长，总效率较低。

那么怎么办呢？下面我们介绍两种

系统。

◆增加平衡液压缸的回收方法

目前有一种直接利用的方式

（见图 2），就是在动臂上增加一

个液压缸，这个缸专门存储动臂下

图 2 液压挖掘机动臂势能直接回收利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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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势能。这种方式是对势能的直

接转化利用，转化效率比较高。图

3 是我们测试的一个结果，通过测

试对比，可以看出来，原有的系统

和增加这个储能缸以后，系统能耗

由过去的 1454 千焦，降低为 922.4

千焦，能耗减少了 36.4%，节能效

果还是比较显著的。可以看出来蓄

能器在动臂上升过程中释放能量，

辅助主驱动驱动动臂，在下放过程

中存储动臂的势能。目前这个技术

在国内外都有应用，比如国外的一

些物流设备，国内的山东常林和山

河智能都已经做出这样的挖掘机，

并投入使用。

这种方式虽然节能效果很好，

但也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由于要

布置一个额外的液压缸，小型挖掘

机很难布置；另外安装额外的液压

缸，需要对动臂做一个很大的改动，

小型机也很难做到，所以这种方式

主要适用于大型的机器。另外，由

于多了一个液压缸，增加了动臂下

降时的流量需求，降低了动臂下降

速度，还会增加一部分额外的节流

损失。

◆三容腔液压缸直接回收方案

那么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呢？我们设计了一种三容腔的液压

缸来解决这个问题（见图 4）。把

传统的两腔液压缸中间多集成了一

个液压缸，这就是三容腔液压缸。

当用于小型机时采用一个缸，用于

大型机时采用两个缸。这样可以在

不改变现有挖掘机动臂结构的情况

下直接替换利用，另外在动臂下放

过程中，它的流量也不会增加。这

样应用范围广，并可同时满足高效

回收动臂势能的要求。 

我们对中间柱塞杆和活塞杆的

强度和刚度做了校验。中间柱塞杆

的要求。活塞杆的杆径增加了，而

且是空心的，它的刚度和强度都有

所增强。对活塞杆做了有限元分析，

图 3 平衡液压缸回收系统测试结果

图 4 三腔液压缸原位替换的研究方案

图 5  正流量控制动臂系统

是小柔度杆，依照强度计算，根据

最大工作压力 25MPa 计算，远小于

许用应力值，故强度满足小型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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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特别应力集中的地方，所以

能够满足使用要求。

我们把三腔液压缸分别放在

三种控制回路中进行试验和测试研

究。这三个回路是：正流量控制回

路，进出油口独立控制回路和闭式

泵控回路。图 5 是三腔液压缸应用

在普通正流量控制系统中的样机照

片，一台 6 吨的小型挖掘机。为了

验证效果，我们对两种液压缸系统

做了一个比较（见图6）。可以看出：

动臂下降时，因为有蓄能器做背压，

需要的主驱动能量比原有系统要大

一点；但是在动臂上升时，由于蓄

能器的补能，所需能量大大减小，

同时采用能量回收以后，主驱动提

供的峰值功率也大大减小。根据计

算：下放过程中，蓄能器同时回收

主泵和动臂势能输入的能量，回收

效率是 85%；上升阶段，蓄能器提

供的功率占到总功率的 70%。总的

下来，能够降低能耗 48.6%，峰值

功率降低 64.8%，这个效果还是比

较好的。另外还要考虑到，这个系

统在非工作周期能耗是很小的，而

原有系统在非工作过周期，能耗是

比较大的。

同样把三腔液压缸用在进出口

独立控制的机器上也做了测试（见

图 7）。通过试验可以看出来，在

动臂下放的过程中能量基本上差不

多，但在动臂上升的过程中，由于

蓄能器的补压，三腔液压缸需要的

功率比传统液压缸大大减小，总的

能量降低了 40% 多。另外蓄能器初

始压力影响也比较大。我们做了不

同蓄能器压力的对比，经过研究，

初始压力取8MPa时，效果比较好。

把三容腔液压缸放在闭式泵控

系统的机器上也做了试验（见图8）。

可以看出来主驱动只在动臂上升过

程中提供能量，在下放和非工作周

期基本上不提供能量，补油泵一直

在提供一个小的能量。

图 9 是前面三种方案的对比。

可以看出：如果把正流量系统中三

容腔液压缸的能耗作为 1 的话，进

出口独立控制系统的能耗就是0.7；

如果采用闭式泵控方案，较进出口

图 7  进出口独立控制动臂系统

图 6 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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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节能将近 60%，在半载和满载的

时候，节能效果会有所降低，这是

因为在举升过程中要驱动外负载去

做功，这个能量是必然要消耗的，

而动臂重量这个势能是一定的，所

以空载数据还可信的。

◆总结

额外增加平衡液压缸的方式

能够显著降低能耗，但其应用受限

于空间和动臂结构；而三腔液压缸

能够原位替换原有液压缸，无需改

变动臂结构，对大中小型机器均适

用；液气平衡储能回收方法在各种

液压控制系统中均有良好的节能效

果，能同时减少能量消耗和降低峰

值功率，另外蓄能器的初始压力对

节能效果有较大影响，需要进行优

化设计。

非对称液压泵闭式容积调

控动臂势能利用技术

前面讲的都是阀控系统，阀控

系统最大的问题就是有节流损失。

怎么能够完全消除节流损失呢？其

实美国人已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美国普渡大学做了一个全泵的液压

挖掘机，就是每一个执行器用一个

液压泵采用闭式回路进行控制。那

么整机呢？它采用了液压混合动力

方式。有一个结果：采用这套系统

以后，可以降低发动机的装机功率

达 50%，降低燃油消耗 40%，提高

生产效率 70%。美国人说：这个技

术可以说是工业界在 21 世界最伟

大的发明之一，他们非常自豪。

◆存在的问题

但是这个技术要推广的话，还

有一定的问题，我们也在这方面做

了一些工作。我们看一下这个系统

（图 11）：系统中泵是对称的泵，

但缸是非对称的缸，这就要对非对

称执行器两腔流量加以补偿。但是

图 8 闭式泵控动臂系统

图 9 三种方案的对比

独立控制又可以降低能耗30%；即，

采用闭式泵控系统，能耗只有0.4。

而采用三腔缸以后，正流量系统本

身比传统的液压缸已经降低了能耗

40% 多。进出口独立控制系统和闭

式泵控系统更加节能的原因是：进

出口独立控制系统减少了阀上多余

节流损失，而直接泵控系统基本消

除了阀上节流损失，这都为进一步

降低能耗做出贡献。

另外三腔液压缸同样可以用于

中型以上的机型，即用两个三腔液

压缸代替现有液压缸。我们分别对

比了原有系统、三个液压缸系统和

采用三腔液压缸的系统，也同时做

了空载和满载的实验（见图 10）。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在空载的

工况，三腔液压缸系统相对原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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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式在负载压力发生转化的时

候就会引起压力和速度发生很大的

波动，这个也是目前好多研究机构

在研究这个系统时致力于解决的一

个问题。

◆解决方案

我们就想：能不能用非对称泵

来控制非对称缸解决这个问题呢？

根据这个思想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对

称的泵，这个泵有三个油口，其中

两个油口和这个非对称缸的流量平

衡，另外一个油口和蓄能器相连，

直接回收动臂下放的势能，这样就

把能量回收和主驱动集成为一个单

元，既可以驱动也可以回收负载势

能。我们研究了两种回路，一种是

改变泵排量的回路，一种是改变泵

转速的回路（见图 12）。

下面是试验的控制原理。一种

是没有速度前馈的闭环控制系统，

一种就是带速度前馈的闭环控制系

统。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如果带速

度前馈的话，则既可以控制速度，

同时也可以控制位置。图 13 是试

验结果，左边的曲线液压缸行程分

别是 100mm、200mm 和 300mm，右边

同样是 100mm、200 mm 和 300mm 行

程，但是采用速度和位置复合控制

的结果。可以看出来左边这个速度

是不受控制的，但右边最大的速度

是一样的，说明，这种方式既可以

控制速度，也可以控制位置。而且

右边速度位移的曲线要比左边快一

点，减小了当压差很小的时候造成

的响应减慢的影响。

◆不带位置反馈带位置反馈

我们也做了正弦信号的响应曲

线，泵控做到 ±50mm 行程、1Hz 的

响应是没有问题的。

◆方案比较

同时我们把上述的原理也用

于控制挖掘机的动臂，并和采用

图 10  不同负载工况下的能耗数据

图 11  非对称液压缸容积调控势能直接转换技术

图 12  非对称泵控制回路

传统液压缸进出口独立控制的系

统做了比较，试验结果如图 14 和

15 中曲线所示。图 14 中蓝色是泵

的压力、红色是液压缸无杆腔的

压力。可以看出来：在动臂举升

过程和下放过程中，采用进出口

独立控制系统，泵和液压缸无杆

腔压力均存在较大波动，并且存

在较大节流损失。采用非对称泵

容积调控系统，泵和液压缸油腔

压力较稳定，不存在较大的压力

波动，并且无节流损失。

图 15 是这两种系统的能量和

功率对比曲线，可以看出节能效果

非常显著。整个举升和下放、还包

括非工作周期过程，进出口独立控

制系统消耗的能量是 93.2 千焦，

而采用非对称泵控系统以后，只消

耗了 18.2 千焦的能量，总的节能

效果达到 80%，其中举升过程节能

效果是 59%，下放过程中节能效果

87%，80% 是考虑到非工作周期后的

节能效果。 

◆总结

采用非对称泵闭式容积控制单

出杆液压缸，可以有效解决液压缸

两腔流量不对称问题，降低闭式驱

动系统复杂性。由于非对称泵与单

出杆液压缸流量完全匹配，可以提

高负载方向频繁变化过程液压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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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平稳性。用于驱动液压挖掘机

斗杆时，在负载力大小及方向发生

变化时，单出杆液压缸速度不受影

响，系统运行比较平稳，与进出口

图 14  控制挖掘机的的动臂的两种方案的对比

图 15  进出口独立控制系统非对称泵控制系统（三油口泵）

图 13  非对称泵控差动液压缸系统动态特性

独立系统相比，斗杆液压缸一次完

整伸出和回缩过程，可降低系统能

耗 70% 以上。当将非对称泵的一

个油口连接蓄能器时，则系统可以

高效回收执行器工作过程中的动

势能，用于驱动液压挖掘机动臂

时，可回收工作装置的重力势能

80% 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