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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的液力传动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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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粘度介质机械密封副端面特性研究

——据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姜继海报告整理

                                                   

◆高性能液压泵阀中的微纳米技术

——据兰州理工大学教授冀宏报告整理

液力传动作为传统产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如何紧跟

时代发展，让液力传动技术迸发新的生命力？本刊再次专访闫

清东教授，一起探索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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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统计，机泵护理和维修中，40% 的工

作量用在轴封故障的维修；特别在低粘度

介质泵中，70% 的维修费用于处理轴封故

障；所以研究它还是很有意义的。

深入微观、突破全局。我想未来液压

元件的进一步发展，应该着重在微纳米尺

度上，进行研究、设计、制造、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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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万  磊

新时代下的液力传动产业发展
——访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  闫清东教授

2013年我刊有幸采访了闫清东教授，并在当年第十期刊登了《传承历史 需从夯实基础做起》的报道稿。采访中，

他系统化地回顾了中国液力产业的起步和发展历程，以及北京理工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液力传

动学科的概况和取得的重要科研成果。同时，闫清东教授也讲述了自己从 1985 年在北京理工大学就读车辆工程专

业硕士研究生时开始接触液力传动技术。1992 年他返校读博士，毕业后留校做教师，科研方向是车辆液力传动，从

事液力传动研究已有 30 多年时间，已成为一名教学科研型教师。

文中，闫清东教授从应用角度，给液力传动更加广阔的定义：只要在整个传动链中有一个环节使用了液力元件

就称之为液力传动，液力传动产品并不局限于液力偶合器、液力变矩器、液力减速器三大液力元件。他还总结了当

前中国液力传动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指出液力传动技术未来发展方向。

时隔 5 年，新兴产业迎来更加蓬勃的发展，对传动产品产生更多新需求，激发了传动技术的创新发展。液力传

动作为传统产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如何紧跟时代发展，让液力传动技术迸发新的生命力？本刊再次专访闫清

东教授，一起探索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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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实验，看到实验室的试验台后

非常吃惊，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多先

进的试验台，他们的试验设备还非

常落后。

2006 年，北京理工大学与法

国索玛﹒米内维亚公司合作，研发

装甲车用大功率液力变矩器。法国

的液力传动技术水平确实很高，对

世界领先的液力传动产品的特性了

解得非常透彻。双方合作紧密，顺

利完成了产品研发，性能达到了国

际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

近年来，北京理工大学开始与

美国高校合作，并加入了美国弗吉

尼亚大学 ROMAC 联盟机构（由机械

与航空航天工程系旋转机械与控制

实验室发起并领导的工业联合体）。

ROMAC 成立于 1971 年，成员为来自

世界各地公司、研究所及院校，主

要致力于油膜轴承、密封、磁轴承、

转子动力学等领域研究，形成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 80 多项软件及代

码，被 ROMAC 成员广泛应用。

提到这几个合作，是想说明北

京理工大学一直在尝试与国外先进

科研机构合作，从对方获取先进设

计理念，借鉴新产品开发的经验和

方法，推动我国液力传动技术进步。

目前我国大部分液力传动产品

仍是采用对标设计的方式，包括工

程机械广泛使用的双涡轮液力变矩

器，都是从对标国外先进标杆产品

起步的，不可否认这是赶超先进水

平的捷径，事实上很多国家都在采

用这种方式。这种设计方法的学名

叫逆向设计。逆向设计过程是指设

计师对产品实物样件进行数字化处

理（三维测量、数据采集、数据处

理），并利用可实现逆向三维造型

设计的软件来重新构造实物的三维

CAD 模型（模型重构），并进一步

用 CAD/CAE/CAM 系统实现样机的分

析、设计和制造。

中国政府对“引进消化吸收再

创新”项目的支持力度很大，尤其

是强基工程，可立项申请到较高额

度的资金支持。这是一条很有效的

技术突破的途径，不过很可惜，近

年来液力行业没有得到立项。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

工程学院是液力传动技术研究

的重要阵地，目前有哪些重要

建树和成果？

闫清东：通过多年发展，北

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车辆传

动国家重点实验室构建了液力变矩

器现代设计流程，建立了液力变矩

器与发动机动态匹配方法及评价体

系、集成一维束理论与三维流场分

析的特性预测和叶栅系统优化方法

及模型、叶轮流固耦合强度分析方

液力传动技术在中国的发

展鼎盛期是什么时候，目前的

状况如何？

闫清东：20 世纪 80 年代，

中国液力传动技术研究开展得非常

好，达到了制高点，一大批高校设

置了这门学科，如北京理工大学、

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方

交通大学、中南大学、长沙铁道学

院、西南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等，还有北京起重运输机

械设计研究院和天津工程机械研

究院等科研机构。而且当时从事液

力技术研究确实做出了不少成果，

液力变矩器项目曾获得过几次国

家科技进步奖，研究者们的荣誉度

都很高。为液力传动技术发展做出

贡献的老一代专家们一直都备受

行业尊重。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液力传动

技术的发展放缓，这与行业整体状

态有关，最主要的还是与新兴产业

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有关。随着科

技的发展，液力传动等传统技术如

何去应对新的挑战，紧跟时代的发

展，保持生命力，是一个国际性问

题，值得全行业思考。

有效提高中国液力传动技

术水平的方式有什么？

闫清东：目前中国还没有完

全把世界领先的液力传动产品的技

术内涵彻底研究透彻，用现有的研

究方法还不能彻底解决目前存在的

性能问题，进而去拓展应用领域。

2000 年，北京理工大学与俄

罗斯圣彼得堡全俄运输车研究所合

作，研发多功能液力变矩器，也称

为液力变矩 - 减速装置，在国内生

产了样机。这家研究所的液力传动

研究水平较高，但并不是世界领先。

当时这家研究所派人来北京理工大

北京理工大学加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ROMAC 联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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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 LDA 叶轮内部流场测试方法，

形成了“液力元件集成优化平台”。

2000年以来，在液力元件技术领域，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获

批国家发明专利 10 余项，发表相

关高水平学术论文百余篇。获得了

国家多个科研项目的支持，尤其是

国防科工局在技术科研方面给予了

很大支持，目前团队承担了国防科

工局重大基础科研项目三项：(1)

综合传动总体性能设计方法与验

证；(2) 液力元件三维流动设计方

法与验证；(3) 高功率液力减速器

起效特性与空损抑制技术研究。另

外还承担了关于液力元件的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车辆传动国

家重点实验室基金项目 3 项、企业

横向合作项目 3 项及型号研制项目

多项。

设计方法

包括集成优化平台、设计流程、

叶栅几何构型、循环圆扁平化设计、

液力变矩 - 减速装置、流固耦合分

析、响应曲面与参数敏感性分析、

优化算例与验证等。

传统液力变矩器设计首先根据

市场需求及发动机稳态匹配要求，

确定液力变矩器结构尺寸及性能指

标；然后利用一维束流理论，结合

设计人员经验进行特性预测、角度

优化，形成初步的叶栅系统；随后

进行工艺设计及加工制造，其工艺

设计主要采用不断的试模 - 修正方

式进行；最后对样机进行试验，利

用试验数据进一步修正一维束流理

论中的摩擦损失系数、冲击损失系

数等经验参数，以提高束流理论的

设计精度。这一过程需要进行多轮

样机的设计、制造、试验才能达到

一定精度，故传统液力变矩器设计

方法由于束流理论精度低、较大地

依赖于设计人员经验而导致其设计

周期长、研制成本高，且一次设计

成功率较低。

液力变矩器现代设计方法采用

三维流场仿真技术作为其特性预测

核心，其设计精度有较大提高，不

需要进行经验参数的修正，同时采

用工艺仿真及评估，实现液力变矩

器制造工艺优化，缩短了研制周期，

降低了研制成本。现代液力变矩器

设计时，首先由市场需求及液力变

矩器与发动机动态匹配进行液力变

矩器结构尺寸和设计指标的优化；

随后进行基于三维流场仿真的叶栅

优化设计，结合参数化叶片设计、

三维流场计算及多目标全局优化算

法，在设计空间对液力变矩器叶栅

系统进行优化，同时利用三维流场

测试技术进一步修正三维流场仿真

模型以提高其计算精度；完成叶栅

系统优化设计后，利用流固耦合分

析进行叶片、叶轮结构强度计算，

实现对叶片厚度、叶轮结构的进一

步优化及轻量化设计；然后利用工

艺仿真软件对液力变矩器制造工艺

进行评估及优化，对铸造型液力变

矩器来说，主要进行叶片形状评估

及拔模工艺评估，对冲压型液力变

矩器来说，主要进行冲压工艺优化

及叶片回弹修正；随后进行样机制

造，并进行叶轮测绘，以检验制造

质量；最后进行样机试验。

特性测试

我校前几年陆续投了 3 亿多元

进行车辆传动科研实验设施建设，

现在，实验室从 100 多千瓦到最大

1200 千瓦的各个系列试验台一应俱

全，液力元件的原始特性、外特性

和内流场特性实验都可以做。

研究开发平台

包括并行刀片计算中心、虚拟

现实视景仿真平台、空间叶栅扫描

与打印系统、车辆虚拟设计与分析

平台等。

北京理工大学成功研制了

哪些液力传动系列产品？制定

了哪些研究规划？

闫清东：实验室开发了 Ch 系

列化液力变矩器产品，广泛应用于

大功率履带车辆。目前正在致力于

研发液力自动变速器（AT）。军用

车辆基本都是用液力自动变速器技

术，其优势是具有无级变速、变矩

的特性，特别适合越野车辆，发达

国家生产的坦克装甲车辆绝大多数

都是采用液力自动变速器。

研究开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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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实验室开发了三款液力

缓速器，一款对标福伊特的气控液

力缓速器，用于汽车；一款对标阿

里逊的液控双循环圆液力缓速器，

可外挂也可内置，用于重载轮式车

辆；一款对标采埃孚的大功率液力

缓速器，用于大功率坦克装甲车辆。

总之，瞄准世界顶尖的三家公司的

产品去对标设计，但并不是完全仿

制，而是在完全深入掌握产品特点

的基础上，再创新，设计出有自己

特色的产品。目前这些产品的应用

确实受到制约，尚未推广应用，或

许是因为生产企业对这些先进产品

的认识还不够，或许是还没有形成

规模化的市场需求，国内液力缓速

器产品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开发。

研发的其他液力传动产品：

◆ Y430A 重型轮式车辆闭锁式

液力变矩器；

◆ YB330 闭锁式液力变矩器，

可用于工程机械和轮式车辆；

◆ YD310 工程机械闭锁式液力

变矩器（应用于5吨和6吨装载机）；

◆ D390、D 430、D 450、D 

480 系列闭锁式液力变矩器，应用

于特种轮式车辆；

◆ D300、D380、D355 等 三 款

液力缓速器（气控、液控、双循环

圆）。

请介绍一下液力传动国际

知名品牌，及其主力液力传动

产品。

闫清东：液力传动技术领先

的国际品牌公司主要有：美国阿里

逊、德国福伊特、德国采埃孚、美

国卡特彼勒、德国舍弗勒、日本爱

信、日本爱思帝等。

美国阿里逊公司：

国际知名的轮式重载装甲车

辆都是配装阿里逊的液力自动变速

器，只有一些轻载装甲车辆配装采

埃孚的产品，阿里逊的品牌实力可

见一斑。中国大部分公交车、矿用

车辆等也都是配装阿里逊的液力自

动变速器。阿里逊在国内的产品定

价非常高，定价高的主要原因就是

目前国内还没有企业能够批量生产

大功率液力自动变速器。

美国阿里逊公司早期拥有

6 个尺寸系列的综合式液力变矩

器：TC200,TC300,TC400,TC500, 

TC800 和 TC900。经过不断改进，

目前阿里逊扩大了其系列化液力

变矩器型谱，又扩展出 TC600 及

TC1000 系列液力变矩器，同时其

性能也得到较大的提高，适应功率

149～1939kW变速箱，应用于汽车、

公交、油田泵车、压裂设备、油井

架吊杆绞车等各种不同应用平台。

其中 TC200 系列采用冲压泵轮、涡

轮和铸造导轮，更大功率系列则采

用铸造式叶轮。

技术水平已经相当领先的阿里

逊一直在扩充型谱，相对来说国内

企业确实需要加强产品设计，开发

的新产品不一定要急于推向市场见

效益，但是一定要坚持开发新产品

作为技术储备，为更长远发展打下

基础。

德国采埃孚集团公司：

德国有两家公司液力传动技术

实力较高，一个是大家都熟悉的采

埃孚公司，主要研制轮式车辆的传

动产品，另一个是大家不太熟悉的

伦克公司，主要研制履带车辆的大

功率传动产品。采埃孚不但有液力

变矩器系列成套产品，还有液力缓

速器系列，品质都非常好。

美国卡特彼勒集团公司：

卡特彼勒是世界工程机械巨

头，也生产各类配套零部件，包括

开发液力传动装置和液力变矩器。

其中型及重型装载机等工程机械均

配备带自由轮及闭锁离合器的综合

式液力变矩器，在一档时提高动力

输出，高速行驶工况下能达到提高

经济性的目的。

德国舍弗勒集团公司：

舍弗勒集团公司是全球汽车

零部件生产大大型企业，在液力元

件产品方面，主要致力于提供轻型

汽车用液力变矩器总成。运用多项

新技术使液力变矩器能够适应车辆

轻型化、小型化发展，同时增加功

能，尤其是要提高效率，达到节能

环保高效的目的。扁平化液力变矩

器：质量降低 23%；轴向尺寸降低

25%；性能没有降低。多功能液力

变矩器：专门针对涡轮增压式发动

机开发的液力变矩器产品；拥有泵

轮离合器，在发动机怠速时解除连

接，达到省油目的；双质量飞轮式

减振器，在闭锁时吸收发动机振动。

一体化液力变矩器：泵轮离合器集

成到涡轮外；闭锁离合器简化到涡

轮上；离心摆式减振器。超扁平冲

压式导轮：专门针对涡轮增压式柴

油发动机开发的液力变矩器产品；

冲压式导轮叶片，极大减小了轴向

尺寸；可应用棘轮式单向离合器，

进一步缩小轴向尺寸。

德国福伊特公司：

德国福伊特公司是一个家族企

业，世界调速装置的龙头企业，在

采矿、能源、轨道交通及乘用车领

域均拥有成熟的液力变矩器产品，

主要致力于导叶可调式液力变矩器

的研发与应用，其次是液力传动和

行星机构结合的调速系统，应用在

风能装备上。反转液力变矩器主要

用于 DIWA 6.0 乘用车传动系统。

日本爱信精机公司：

日本爱信精机公司是专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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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自动变速箱的国际知名企业，国

产汽车大多数都是用日本爱信的液

力自动变速器。中国这类产品还几

乎是空白，近两年已有一两家企业

已经研制成功液力自动变速器并在

试用，但是批产还需要一定时间。

山东盛瑞传动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

“前置前驱8挡自动变速器(8AT)”，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曾获 2016 年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一部分国

产汽车上已开始试用。

日本爱思帝集团：

日本爱思帝主要研制离合器、

液力变矩器等汽车零部件，产品应

用于乘用汽车、卡车、摩托车、农机、

建工机械等领域。近年也开发出了

轻量化扁平液力变矩器。

您对新时代下液力产业的

发展有哪些感想和建议？

闫清东：简单谈一些想法吧，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不当之处请

批评指正。

第一，跟踪国外先进技术，创

新开发新产品。

未来车辆、工程机械等都在

围绕轻量化、环保、节能开展研究

工作，提高现有液力传动系统功率

密度和传递效率是改善轻量化和节

能效果的主要措施。为提高重型大

功率车辆在下长坡等工况的安全性

能，进行单一液力元件辅助制动以

及融合液力变矩器和液力减速器于

一体的牵引 - 制动多叶轮液力元件

及其控制系统研究势在必行。随着

输入转速和功率的提高，冶金矿山

机械、起重运输机械以及各类大惯

量设备等亟需高转速大功率液力偶

合器对其进行起动或调速。近年来

风力发电机组正向大功率、高效率、

高可靠性及低成本方向发展，采用

液力元件替代传统整流 - 逆变装置

是实现上述要求的一种有效技术手

段，可以使得在最大风能利用基础

上实现由变化的风轮转速到恒定电

机转速的变化，从而使得发电机以

恒定转速工作便于实现并网发电。

上面所讲的国外大公司的产品发展

也基本是这一思路。因此，我们要

实时跟踪国外先进技术，结合对标

开发技术，自主创新开发新产品，

将产品做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

且由此发展壮大。

第二，基于国内应用和企业

现状，积极拓展液力传动产品应

用范围。

当然每一个新领域企业都要谨

慎进入，但是产品太单一肯定会制

约企业发展。国内一些发展较困难

的企业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国液力企业要积极拓展产品

应用领域，尤其是车辆工程领域。

目前这个领域基本由国外品牌主

导，国内品牌进军这个领域确实存

在风险，可能历经艰辛开发的新产

品，国外大品牌一降价就是致命打

击。但是事在人为，很多成功案例

告诉我们，坚定目标，良好的运作

就有成功的希望。

第三，结合现代机电液技术，

研究液力元件在机、电、液复合传

动技术领域中的深入应用。

在车辆工程和工程机械领域，

液力行业企业应该感到危机，因为

机电液传动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

都有取代传统机械传动的趋势，如

果企业不及时思考这个问题，确实

有被淘汰的可能。目前，汽车、工

程机械，包括军用车辆在内，都在

大力推广机电液复合传动，替代机

械传动，当然完全替代也存在疑问。

液力传动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无级

变速、无级变矩、减振、隔振等，

这些电传动无法替代。在计算机技

术、网络技术、现代控制技术、能

源技术、制造技术等飞速发展的时

代，中国液力传动产业如何进入并

服务好未来新兴产业，是值得行业

同仁深刻思考的问题。

第四，人才、合作、共享。

要做好以上工作，核心因素是

人才。液力行业企业规模都较小，

在一二线城市的少，行业的发展也

较慢，产品多集中于低端，工资水

平低，人才留不住，高端人才引不

来，211、985 高校毕业生基本招收

不到，人才短缺问题比较突出。人

才问题如何解决，最有效的办法就

是合作，可以针对项目与高校或科

研机构合作，也可以跟国际大企业

技术合作。合作的形式就是共享，

信息、技术上的深层次共享，以及

在此基础上的利益共享，谋求共同

发展。总之，合作、共享是将来企

业发展一定要走的路。

车辆学院车辆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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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粘度介质大家都清楚，水

就是，煤油也是，那么机械密封是

干什么的呢？可能大家用的不一定

多，下面要分五个问题来给大家说，

一个就是“课题研究背景与现状”，

第二个“密封副端面特性的机理研

究”，第三个“密封副端面特性的

仿真研究”，然后第四个“密封副

端面特性的试验研究”，还有一个

是“结论与后续工作展望”。

课题研究背景与现状

我们为什么要在轴向柱塞泵轴

PTC ASIA 2017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之六

低粘度介质机械密封副端面特性研究

14:30 ～ 15:00  低粘度介质机械密封副端面特性研

究  姜继海 /专家（哈尔滨工业大学）

15:00 ～ 15:30  高性能液压泵阀中的微纳米技术  

冀宏 /专家（兰州理工大学）

15:30 ～ 16:00  关于工业 4.0 的见闻与思考 (此报

告已发表在 2017 年第 7期）   

张海平 / 德籍专家（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

家委

10 月 31 日

主持人：徐兵

浙江大学教授

尾处加入机械密封装置，以往大家

一直都不用，最起码用的不多吧。

这里最主要的是采用低粘度介质的

液压泵，由于泵壳泄油有较大的阻

力，并不像以往我们使用的液压泵

其泄油直接回油箱。因此，在泵轴

旋转工作时，壳体腔内的介质会沿

着泵轴外圆周处渗出，从而产生泄

漏。为防止介质泄漏至外部环境中，

需要在轴尾处引入机械密封装置。

图 1 就是这么一个泵，机械密

封在前面，红色那里就是机械密封

的位置，剖视图看得更清楚一些。

在机械密封的一侧有液体，另

一侧是大气，这就是中间的机械密

封的那个端面密封副，那么他俩是

接触的，在这里的密封用密封圈行

吗？不行，因为它压力高，我们这

里设定的是 1.6MPa。大家都清楚，

以往我们使用液压泵的时候，它的

卸油口是接回油箱的，泵壳内的压

力可以看作是零，这里不行，这是

——据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姜继海报告整理

有压力的，工作介质就试图从这泄

漏出来，那么这里就涉及到端面密

封副了，右边用的是硬材料，左边

是软材料，为了使它在静止状态能

够进行密封，这里放置了一个波形

弹簧，用波形弹簧的原因是它的体

积小，如果是螺旋弹簧的话，它的

体积大，泵本身的尺寸就不太大，

所以我们不希望它的轴向尺寸太

长。这里的工作介质是煤油，是低

粘度介质，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

个难点是所研究的液压泵在系统的

使用中，在泄回油口的后面还有一

些其他元件，势必就抬高它的泄油

压力，要在一定的压力下阻止低粘

度工作介质的泄漏，所以采用机械

密封。这就是我们研究的背景。

◆拟解决问题 

我们拟解决的问题是机械密封

的泄漏超标与转矩超差问题。泄漏

量如果超标，密封副就有问题；这

里密封副的摩擦对转距超标也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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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矩超差中的一定分量，所以也要

对它进行研究。那么泄漏量要求多

少？是 3mL/h，那么摩擦转距是多

少？是 7.9N·m。“泄漏超标”与

“转矩超差”实际存在耦合关系，

如果这里不压的紧一点，那么泄漏

图 1 机械密封在泵中的应用 图 2 20 世纪研究重心：pv 值的提升

图 3 国外各大学的相关研究

图 4 国内各大学的相关研究

就多，压得紧一点，转矩就超标，

它俩是一对矛盾，它们都涉及端面

的结构与摩擦特性，且与端面的应

力变形、传热和液膜特性紧密相关。

因此把它俩放在一起来研究可能更

好一些。

◆课题意义

经统计，机泵护理和维修中，

40%的工作量用在轴封故障的维修；

特别在低粘度介质泵中，70% 的维

修费用于处理轴封故障；所以研究

它还是很有意义的。和传统液压油

相比，煤油动力粘度较小，润滑性

较差，机械密封副往往处于边界摩

擦甚至干摩擦的恶劣运转状态，作

为抵挡整个柱塞泵腔内介质外泄的

唯一装置，其端面运行状态关乎柱

塞泵的可靠性与工作寿命。

◆国外产品和理论研究现状

机械密封的发明是 1885 年于

英国，20 世纪研究的重心是 pv 值

的提升，而新型密封结构与密封环

材料的研发使得机械密封的 pv 值

提升速度迅猛（见图 2）。步入 21

世纪后，对极端环境下机械密封的

研究成为重点。就产品而言，德国

博格曼（Burgmann）公司的机械

密封产品质量高，型式广泛，产品

的适用轴径在 6 ～ 200mm 之间，适

用压力在 1 ～ 8MPa 间不等，适用

线速度 35m/s 以下。英国约翰克兰

（JohnCrane）公司以研发干气密封、

橡胶波纹管密封和二次节流密封等

新式密封为主，有可用于清水介质

的泵用密封产品。理论研究方面。

我们查了一下 SCI 索引当中的各个

高校的研究（见图 3），比如说美

国的佐治亚理工学院是 71 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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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理工学院 53 篇、普渡大学 24

篇文章都涉及这个问题，这说明对

它的研究还是很重要的。那比如说

乌克兰的苏梅州立大学建立了弹簧

和O形圈对密封端面的力控制方程。

美国普渡大学的研究研制出贴片面

积只有5.12mm2的无线温度传感器，

以监测端面温度，它的摩擦面很小，

要想测出温度的话，这个传感器必

须很小。还有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还对螺旋槽结构端面的压力分布与

泄漏进行了仿真研究。继续进行研

究深入的话，那个槽不一定是平的，

还有其他的面可以看看转起来时都

有什么特点。这是国外的理论研究。

还有其他的一些像韩国或日本的，

都有一些研究。

◆国内产品和理论研究现状

国内产品也有很多，比如说四

川日机密封件公司、辽宁丹东克隆

集团、上海天示机械零部件制造有

限公司、宁波伏尔肯机械密封件制

造公司等等。在理论研究方面，国

内各高校也都有很多的研究（图4）。 

◆课题关键技术

现有的国内外产品的轴向尺寸

很大，一般大于 40mm，且轴径应用

尺寸也往往大于 15mm，超过课题的

技术要求，所以不能直接将已有型

号的产品直接应用在低粘度介质的

煤油泵中，需要按照标准自行设计

其结构和组件材料，以满足要求。

再有低粘度介质的机械密封应

用应着重对介质性能的影响，国外

医疗用血泵，国内的水介质、还有

核主泵当中的这些机械密封都着重

分析介质属性，目前的文献当中，

还没有看到机械密封性能与低粘度

介质这种黏温关系的内容，所以我

们要把这方面的工作做一下。

同时根据文献内容发现，国内

外对密封端面的特性的研究是相对

独立，多数是从单一特性的理论研

究到仿真再到实验，而且忽略了各

特性之间的耦合关系，那么我们这

里要是按照预计的工作做起来可能

更加接近实际环境。在仿真研究中，

考虑到变工况下的变粘度效应、变

摩擦系数的效应，并且应力变形、

热变形与液膜特性进行了关联，就

是稍微要复杂一些。

◆课题研究内容

研究应力变形特性、传热特性，

还有液膜泄漏特性、摩擦磨损特性，

这是我们要研究的内容。这里面就

要加以区分，一个是机械密封结构

关键尺寸设计和力学的关系，还有

就是弹性力学建模推导得到的端面

径向位移公式，再有就是基于有限

元分析的端面径向位移计算。在传

热特性方面我们要进行热力学建

模，得到摩擦功率，对给热系数等

关键参数的表达关系要给出来。利

用 CFD 计算求解腔体流场，计算热

边界条件，还有瞬态热结构求解热

变形。那么液膜泄漏这一部分，我

们要用流体力学来建模，得到不同

间隙形式下的端面泄漏量的关系。

还要基于 Fluent 的环形液膜建立

与端面泄漏量计算。在摩擦磨损方

面，我们是基于摩擦磨损试验机的

端面材料摩擦学分析，然后基于原

子力显微镜的端面微观磨损行为分

析，看看煤油泵的转矩测量结果来

验证理论分析是否正确。

那么在研究内容方面，我们

要做的是应力变形特性、传热特

性、液膜泄漏特性和摩擦磨损特性

研究。在低粘度介质泵轴尾机械密

封副端面特性研究中要进行理论建

模，要进行仿真分析，在实验验证

时我们要进行摩擦磨损试验，然后

再结合起来做摩擦转矩特性，摩擦

转矩特性是我们最后的实验，装在

实体泵中做实验。

密封副端面特性的机理研究

◆受力分析

图 5 是密封副端面受力图，可

以看出左右有个平衡比，一边是油，

有压力，另一边是大气压，那么它

有一个平衡关系。这里的平衡比 B

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表示了液体压

力作用的有效面积A1 与密封面名义

接触面积A f 之比。大家看左边有

弹簧的比压，有流体的压差，外边

有大气压力。右边有端面接触比压

和油膜的压力，这样就有轴向力平

衡方程，它是很容易建立起来。左

边是闭合的，右边是开启的，我们

要看它们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关

系式，就是按照这个方式来进行研

究。给定初始条件，选择结构形式，

确定主要尺寸，然后进行流态的判

断、磨擦状态的判断、相态的判断，

然后再经过一些关系式看看完成没

图 5 密封副端面受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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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图 6 是机械密封设计的主要参

数，这里有好几个 pv 值，但是它

们的定义不一样。

◆摩擦功率

有了这些关系，我们就对密封

环按照薄壁壳体的模型来进行划分

计算，要有一系列的公式来支撑它。

我们得出来薄壁壳体的受力状态、轴

向应里的变化大小，然后再根据这一

系列的关系，得到一个关于径向位移

的四阶微分方程，求解最后得到了一

个关系式。我们最主要目的是什么？

是求它的摩擦功率，见图7。

◆对流给热系数

在热平衡工况下，循环介质

从冲洗孔引入，在密封腔内和密封

环发生热交换，将产生的摩擦与搅

拌热量带走。循环介质与密封环产

生热交换的能力由对流给热系数决

定。还有其他的一些关系式，我就

不一一细说。

◆端面温升

我们对端面温升也进行了一些

计算。求解出动环环与静环的对流

给热系数后，即可通过二者的几何

尺寸与热力学参数求解导热量，并

推算出温升表达式。PTFE 是热的不

良导体，同种材料配对下的温升远

大于 38CrMoAl；异种材料配对时温

升随着导热系数增加而减小，M120D/

SiC因导热性最好而温升最低。

◆典型端面间隙形状的液膜

典型端面间隙形状有平行型、

收敛型、扩散型，按照不同的形状

可以进行相关的计算，对于它们的

磨损机理，犁沟效应等，我们都进

行了研究。

密封副端面特性的仿真研究

◆密封副端面的 f-G 无因次摩

擦特性

仿真分析当中，如果有公式

会很方便，但是这里有一些公式没

有，我们就要拟合出一些方程来

做，这里我们引入的一个 f 和G 的

关系式，这是一个无因次的摩擦特

性关系式。当然混合摩擦的时候有

摩擦系数，有接触摩擦系数，还有

基础油膜厚度。我们对每一个系数

都要有办法确定，比如说，接触磨

擦系数通过摩擦学测试来确定，基

础油膜厚度是控制参数，是我们给

定的，是由煤油的粘度是黏温特性

来确定的。

我们选取了一系列的配对材

料，对配对材料得出一些关系式，

即摩擦特性。这里还我们用恩式粘

度计来测出低粘度介质随着温度变

化的粘度，主要是想拟合出一个方

程，通过一系列的些研究，发现只

有一个 Vogel 方程比较合适，所以

我们选定 Vogel 方程来进行拟合，

有了这些关系式之后，我们就可以

根据这些关系式建立起他们之间关

系，这样我们才能进行仿真。这些

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再做进一步的

仿真研究。

◆密封副端面的应力变形特性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应力特性，

我们也要给它进行分配节点、单

元数，进行应力变形特性的研究。

得出了相应的结论：随着端面径向

尺寸的增加，应力逐渐变大，且增

长速率不断变大，应力最大点位于

端面的外径；由于动环上阶梯卡

槽的存在，使得内径处的轴向厚

度薄，因此内径处的轴向变形最

大。与密封件整体的变形量不同，

PTFE 的端面变形量与其他两种材

料差别不大，基本均在 10-8m 的数

量级上。

◆密封副端面的传热特性

由仿真可知：静环冲洗可带来

最佳的散热效果，获得最小的温升；

对比正冲洗与逆冲洗的温升情况，

发现二者的散热能力基本一致，其

中相同冲洗流量下，正冲洗受流速

的影响更大，逆冲洗受的影响较小。

随着端面径向尺寸的增加，

温升值逐渐升高，在临近端面外径

图 6 机械密封设计主要参数 图 7  摩擦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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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达到最高；M120D/SiC 与 PTFE/

YG15 配对副的温升增长模式一致，

但 M120D/SiC 的速率更快；两组配

对副的热变形大小向着软硬材料脱

离的趋势变化。

◆密封副端面的液膜泄漏特性

由仿真可知：液膜的端面流速

随着径向尺寸增加而增大，且周向

一致性好；液膜流体的流线方向与

圆周方向接近平行，说明周向流速

大，径向流速缓慢；液膜压力接近

线性变化，曲线导数随着径向尺寸

的增加而减小；随着分析平面远离

旋转表面，其流速均值逐渐减小。

密封副端面特性的试验研究

这里有两部分实验，一个是摩

擦转矩特性实验，一个是摩擦磨损

试验。图 8 是摩擦磨损试验机，右

侧这个图是主工作台的放大图，那

么实验的时候有上试件和下试件，

把两个试件放进去。图 8 的下方是

试验机的参数。图 9 是试件的配对

关系，这里我们最主要关注聚四氟

乙烯，以往我们很少用它，但是这

里我们考虑用它试验一下。那么基

于在试验机上做的实验，找出他们

一些关系式，比如摩擦系数，温升，

还有摩擦系数的波动率，一组组地

配对实验。这里的锰黄铜我们用的

不多，因为用了之后发现不行，在

摩擦磨损的时候，它应该是减重的，

但是与锰黄铜配对的那个材料不是

减重是增重，因为铜都转移到与之

配对的试件上面去了，锰黄铜不是

很合适，所以，我们就不用它了。

 聚四氟乙烯的实验效果还是

相当不错的，当然它有一个缺点：

发热量比较大，因为它本身传热效

率不高。为了能做好这个实验，大

多时候我们用的是正交实验方法，

否则做的实验的次数和数据太多，

然后我们用原子显微镜来观察微观

情况，看看到底这个材料的性能如

何，我们也进行了很多分析、测试，

包括峰谷距有多少、材料的性能如

何、划痕多深，这些都是我们所要

关注的对象。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

机械密封实际有很多种，弹簧

式、内装式、静止式和平衡式、单

级式。根据我们测试实验之后的结

论，找出最好的配对，把它做成机

械密封环装进泵里，对整泵进行实

验，得到的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我们最后得出结论，各组试验

曲线的摩擦转矩值均低于 8 N•m，

说明相较于原样机的机械密封副，

我们通过研究分析设计的密封环一

定程度改善了使用性能。

结论与后续工作展望

我们在这里进行了理论推导，

然后进行了应力变形的计算，热力

学的建模，然后建立了边界条件，

还有对瞬态热结构、理论的推导，

用 Flunt 进行泄漏流量的计算，宏

观的摩擦特性试验，材料的微观磨

损行为分析，还有无因次的摩擦特

性，泵的转矩特性，做这些的目的

是什么？就是要把机械密封做好，

这样低粘度介质液压泵可能就会进

步一大块。那么实验样机我们已经

做了，看着效果还不错，我们现在

正在进行沟通一些其他的情况，看

看是不是能做得更好，使它能够真

正地使用上去。

我们这个报告是针对一件小事

做的，仅仅是机械密封，但它确实

是泵当中会用到的，也是我们在使

用当中遇到的一种情况，因此也请

大家关注这方面的研究，让我们对

这个行业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图 8 摩擦磨损试验机

图 9 配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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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  张婷婷  

液压泵阀是高负荷的精密机

械，其水平可代表一个国家的机械

制造业整体水平。高性能液压泵阀，

如，大型工程机械用高压泵阀、航

空用液压泵阀等领域，我们与国外

先进产品还存在较大差距。为实现

我国高性能液压泵阀的自主设计制

造，并早日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业

界同仁正在从各个方面探索、实践

和努力奋斗着。

我现在主要谈的是：深入微观，

突破全局！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介

绍。

从微观层面深入液压泵阀

的研究

液压泵阀在工作过程中，主要

存在摩擦磨损、内外泄漏、气穴气

蚀、热变形、颗粒物污染、冲蚀等

问题，高端液压泵阀的问题更为突

出。那么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

是什么？实际上还不是特别清楚，

有的人认为是材料问题，有的人认

为是工艺问题，还有人认为是质量

控制和管理问题。

PTC ASIA 2017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之七

高性能液压泵阀中的微纳米技术

根据我们课题组的研究，我们

认为应该更加注重从微观层面来观

察，要从微纳米的角度来进行研究

和创新。曾经在实验室里面发现这

样的现象：在给液压泵加压的时候，

压力上不去。本来应该平稳地上升

到 22 兆帕、25 兆帕，但到 18 兆帕

以后就上不去了，并且剧烈抖动，

这种现象就迫使我们去思考、研究。

可能大家也能想到是因为油液污染

的问题，实际情况确实也是这样，

清洗溢流阀以后就可以上下平稳地

调节，用比例阀调节都没问题。经

过分析，我们认识到，液压可靠性，

很大程度上，就是滑阀卡滞问题。

颗粒物在液压油中是客观存在

的一个事实，敏感颗粒的尺寸是和

配合间隙大小相当的，大的进不去，

小的颗粒物进去以后影响不大，就

是这种和配合间隙相当尺寸的敏感

颗粒物会引起卡滞问题（见图1）。

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有一定规律

性。于是我们提出一个简单的模型，

——据兰州理工大学教授冀宏报告整理

就是假设这个颗粒物是球形的，由

于滑阀配合间隙存在非理想形貌，

自由颗粒可变为嵌入颗粒，和两个

表面同时接触了。然后我们经过仿

真分析发现，在阀芯的均压槽中有

颗粒物的聚集现象。我们看图 2那

个很高的尖峰，颗粒物的浓度非常

大，颗粒物在均压槽里有聚集现象，

在其他地方浓度比较低。针对2微米、

4微米、6微米、8微米的不同尺寸

颗粒，这个浓度分布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对单个颗粒物的模

型化做了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不再

把颗粒物假设为球形，而是模型化

为正方形和矩形，因为实际中颗粒

物是微米级，它的外形尺寸更加接

近方形。我们发现在滑阀间隙中，

比方说 3 微米、5 微米、10 微米、

20 微米的滑阀间隙中，颗粒物都有

一种旋转运动现象，这是我们通过

流固耦合计算发现的一个现象（见

图 3）。这个现象有普遍性，比如

说一个方形颗粒物进入到间隙里

图 2 不同直径的颗粒

在间隙内的分布 

图 1 微米敏感颗粒物

侵入滑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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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窄的这边可能正好进去，然后

它在里面一旋转，再加上间隙的实

际表面形貌以及公差，就会诱发滑

阀卡滞。这种卡滞现象是普遍存在

的，只是有时候表现不出来，有时

候表现很微弱。再比如说两个颗粒

物在不同位置汇聚到一起，然后碰

撞，再进入到配合间隙里面，这都

增加了卡滞的可能性（见图 4）。

另外一个因素是阀的节流与

变形问题，在液压阀中局部高温区

是普遍存在的。通过仿真计算，这

个高温区相对于其他部位温度可以

高出一倍以上，比如油液温度是

30℃，那么在节流边局部位置上，

温度可能有 80℃，甚至 90℃。在

这样一个局部高温情况下，局部变

形量也是非常显著的，它会达到微

米级，并伴有弯曲变形现象。颗粒

物和微米级的变形如果联合作用的

话，液压元件出现卡滞的可能性就

大大增加。我们做了一个联合计算，

将颗粒物和热形变联合起来仿真，

可以看到它的配合间隙减小，孔缩

小，轴变大，这个间隙甚至会变得

很小。如果是敏感颗粒物的话，会

很容易成为嵌入颗粒。

此外，我们对阀芯的实际形

貌也进行了观察，阀芯的形貌在理

想情况下是锐边、是直角边，而阀

芯在工作一定时间后成了圆角，而

且不规则，在整个圆周方向上都不

规则。那么实际在使用过程中也是

一样的，这种冲蚀的现象也是从微

观上逐渐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

认为应该从微纳米结构上去进行设

计。图5 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研究，

由此可知，棱边圆角、共面度、径

向间隙对滑阀性能影响最大，其中

棱边圆角直接影响滑阀在零位附近

的微控性能，而微米级的径向间隙

与颗粒物、阀口热变形共同作用，

可能导致滑阀卡滞。这样对工作在

零位附近的伺服阀来说，阀口局部

的冲刷作用造成的误差是很显著

的，因为伺服阀主要工作在零开口

（微米级开口）下。

除了油液污染度控制技术外，

能否发展出耐污染的“无卡液压

阀”，使得液压系统可靠性不再是

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这是未来

液压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性

课题。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设计，

可避免敏感颗粒物进入到配合间

隙。滑阀阀体或阀芯上开设高压引

油通道，经过滤器引至挡污环形槽

形成“液体密封圈”（专利号：

CN201210477909.7），通过这种纯

净液体的“密封圈”，阻止颗粒侵

入间隙。通过仿真表明，在进口这

个地方是没有物理污染物的，因此

这个阀的可靠性非常高。

微纳检测及成像技术

微纳米成像技术，我觉得液

压也要把它引入进来，对 1 ～ 10

微米的颗粒物进行检测，甚至对阀

泵里面的微结构进行检测。我们有

一台仪器，检测精度可以达到 20

纳米（见图 6）。实际上微纳米成

像技术在摩擦领域里面已经研究

得比较多了，这几年我们液压逐渐

      图 3 方形颗粒物在滑阀间隙内的旋转现象           图 4 两个颗粒物在滑阀间隙入口处的相遇现象

             图 5 几何误差对滑阀性能影响程度               图 6 微纳米成像技术——三维表面形貌仪

                    （哈尔滨工业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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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入。

微纳米加工技术

未来微纳米加工技术在液压元

件方面可能应用越来越多，因为高

性能液压元件说到底就是微纳米技

术，就是在微观上设计。目前在摩

擦副上有很多热喷涂的方法，通过

喷涂在零件表面形成纳米结构，增

强耐磨损性能。我们学校有一种爆

炸喷涂技术，这次 PTC 带过来了，

设备是从俄罗斯引进的，我们已将

爆炸喷涂应用于往复泵柱塞、液压

缸活塞的摩擦副中（如图7、图8）。

此外，一些企业也将爆炸喷涂应用

在了液压元件中（图 9）。爆炸喷

涂技术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基体不

用加热，可以在常温下直接喷涂到

工件表面，这样工件不容易变形。

我想今后爆炸喷涂可以更加广泛地

应用于液压泵阀关键摩擦副的表面

处理工艺中。

表面微结构的研究。人们从自

然界中一些持殊的非光滑表面的减

磨特性得到启示，发现并非光滑的

表面才具有减磨特性，合适的表面

微结构也能起到很好的减磨效果，

从而衍生微造型织构技术，开辟了

摩擦学的新方向。在其他领域，表

面微结构也有很多的应用，我们液

压也在做研究，我觉得将来在液压

元件中可能会比较多的使用表面微

结构。

激光表面微刻技术，就是利用

激光束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特性对

材料进行精确细致的表面处理技

术。其优点在于：①光点小，能量

集中，热影响区小；②激光束易

于聚焦、导向，便于自动化控制；

③精确细致：激光蚀刻技术可加工

0.125 ～ 1µm 的线；④安全可靠：

采用非接触式加工，不会对材料造

成机械挤压或机械应力，保证了微

形貌的精度。对阀芯或者泵的摩擦

副进行一些精细、精准的表面处

理，利用它的能量集中、热影响区

小的特点，进行一些精密的微雕

刻，可以起到减磨的作用，也可以

起到聚集颗粒物的作用。比如说安

徽理工大学在阀芯上做了一些表

面的织构（见图 10），目的是能

够存储润滑介质，减小磨粒磨损，

减小它的摩擦力。2010 ～ 2014 年

左右，我们在国外的会议上看到德

国、美国的一些教授也在做类似的

研究，我想液压元件的一些创新可

能要在微纳米技术上去考虑。激光

微刻这种热处理技术，可以对摩擦

副表面进行一个几乎没有变形的

硬化强化作用，这对它的抗磨性、

抗疲劳、耐腐蚀、延长使用寿命都

是很有意义的。因此液压元件今后

的发展可能在微纳米层次上的工

作会越来越多，包括制造、检测、

设计。

总结

1. 影响液压泵阀工作性能的

因素多源于微观现象，继而通过积

累、生发、放大，逐渐发展成为宏

观失效现象。高性能液压泵阀的设

计与制造必须深入到微纳米尺度进

行研究与创新。

2. 微米级的径向配合间隙与

颗粒物、阀口热变形共同作用，可

能导致滑阀卡滞。液压可靠性很大

程度上就是滑阀卡滞问题。

3. 爆炸喷涂具有基材表面温

度低、涂层硬度高等优点，使这项

技术在液压泵阀上的应用可行性较

高。目前，兰州理工大学已将爆炸

喷涂应用于往复柱塞泵柱塞、液压

缸活塞的摩擦副中。未来，爆炸喷

涂将可能广泛地应用于液压泵阀关

键摩擦副的表面处理工艺中。

4. 激光微刻技术日趋成熟，

尤其在机械部件中的关键摩擦副领

域研究成果丰富。激光微刻技术在

高性能液压泵阀的制造中应用前景

广泛。

深入微观、突破全局。我想未

来液压元件的进一步发展，应该着

重在微纳米尺度上，进行研究、设

计、制造、检测。

图 7 爆炸喷涂用于  图 8 爆炸喷涂用于   图 9 爆炸喷涂用于球阀

   柱塞泵柱塞       液压缸活塞杆       （武汉优科表面工程

（兰州理工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         有限公司）

图 10 微造型阀芯（安徽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