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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传动与控制技术如何赢得未来

——访上海交通大学流体动力控制方向负责人 施光林博士

                                                   本刊记者 万  磊（90）

PTC ASIA 2017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之十～之十一）

                                                   本刊编辑  张婷婷（95）

◆电磁阀可靠性大数据分析平台

——据浙江大学陶国良教授报告整理

                                                   

◆高压气动技术及其应用研究

——据华中科技大学李宝仁教授报告整理

作为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施光林是在液

压气动和控制领域积累了深厚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专家，同时他非常关注前

沿技术，在节能、数字化、远程控制、混合驱动控制等方面均有成功的科

研项目，并实现了产学院结合，是一位非常接地气的应用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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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电磁阀可靠性测试主要局限于

寿命次数测试，对开关的性能与波形缺乏

全程监控，这就使得判断电磁阀的质量好

坏全凭感觉或者用户的反馈。迫切需要一

款电磁阀可靠性测试系统：全自动寿命测

试、全过程波形监控、全性能数据记录、

网络化数据查询、使用成本低。

目前国内外关于高压气动的研究主要

以开关控制、比例控制为主。高压气动伺

服系统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高压电 - 气

伺服阀与伺服系统控制机理成为高压气动

伺服控制技术发展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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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万  磊

作为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施光林是在液压气动和控制领域积累了深厚理论

和实践经验的专家，同时他非常关注前沿技术，在节能、数字化、远程控制、混合驱动控制等方面均有成

功的科研项目，并实现了产学院结合，是一位非常接地气的应用型专家。他用的智慧和经验，在实践中不

断激发创新灵感，为众多行业企业带来了新产品和新技术。

从高中开始，施光林就对帕斯卡原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考时毅然选择了液压专业，坚持从事该领

域的科研和教学工作至今，矢志不移。

施光林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机电控制与物流装备研究所流体动力控制方向负责人已有多年。该所前身为

机电控制研究所，隶属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是国内大学最早开展液（气）压传动与控制

的教学与研究机构之一。施光林及其团队主要从事新型液压元件和电（气）液伺服 / 比例 / 数字控制系统

研究，尤其在数字配流液压马达及液压泵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近年来，作为项目负责人的科研项目近 40

多项，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项目名称：数字配流与调速式低速大扭矩液压马达的机理

与特性研究，项目号：50775137；项目名称：随机低转速驱动的数字配流径向柱塞恒流量泵的关键问题研究，

项目号：51475285），以及多项国际合作项目和横向合作项目。

流体传动与控制技术如何赢得未来？相信施光林能给大家带来有指导意义的见解。

流体传动与控制技术如何赢得未来
——访上海交通大学流体动力控制方向负责人   施光林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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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电液伺服控制技术和双通道同

步加载方式，成功实现了左右反推

加载地面模拟装置按照既定加载曲

线实现同步高精度加载的要求。这

套系统至今仍在使用。

◆ C919飞机起落架冗余控制系

统：该项目完全是自主创新，设计

中有很多特有技术，并且成功地通

过了项目验收，为 C919 飞机起落架

控制系统的设计奠定了理论基础。

◆数字配流与调速型摆线液压

马达：该项目与镇江大力液压马达

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研发，并联合申

请了国家“十二五”科技成果转化

项目，得到国家 1200 万元人民币

的专项经费支持。这种新型的摆线

液压马达在进行数字配流的同时还

实现了转速的调节，既可以用作执

行元件又可以用作控制元件。该项

目已于 2016 年 8 月正式通过国家

验收。

◆数字配流恒流量调节型低速

液压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普通液压泵的转速很高，不适用于

某些低速负载的要求，比如风能和

海洋潜流能等的应用中 , 风力机和

水轮机的旋转轴的转速不高，一般

工作转速在 20 ～ 60r/min，不大

于 100r/min，尤其转速还是随机多

变的。因此，开发一种适用于随机

低转速输入下的数字配流且恒流量

输出的低速液压泵具有工程应用价

值。目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支助下，施光林带领团队正在

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数字配流恒

流量调节型低速径向柱塞泵、数字

配流恒流量调节型低速轴向柱塞泵

的样机研究。

◆液压打桩锤：两年多来一

直与江苏巨威机械有限公司合作研

发节能、环保、低噪声、低排放，

替代传统的柴油打桩锤的新型液压

锤，以满足替代进口产品及海洋施

工、陆地施工的需要。施光林团队

主要负责总体方案的设计、液压控

制系统的设计以及控制算法及软件

的开发等。目前，120kJ 液压打桩

锤样机已于 2018 年春节前完成研制

与调试，正在总体优化中；另外，

800kJ差动液压打桩锤也已设计和加

工完毕，2018 年 5月底前将完成样

机的联合调试和后续的产品优化。

◆高压三螺杆液压泵：近年来

与黄山工业泵制造有限公司合作研

发一种额定压力 20MPa，输出流量

100L/min，噪声在 60 分贝的单导

程高压三螺杆液压泵，以弥补螺杆

泵作为动力式泵时压力不够高、容

积效率低的缺憾。为了这款泵的顺

利研发，两年前还与黄山工业泵制

造有限公司合作研发了国内第一个

螺杆泵高压试验台，试验压力可高

达 31.5MPa。

◆高效节能型液压动力装置：

针对多负载且变负载的工作需求，

在国家 04 专项的支助下，正在开

展“面向负载的高效节能型液压动

力装置”的研究工作，主要就是要

突破原有的多负载液压系统“一台

大泵配一台电机加多个减压阀”的

传统结构，改用若干个伺服电机或

变频电机驱动小泵的结构形式，对

应多变负载的不同需求，依据控制

算法由计算机对新型液压动力装置

进行智能调配，并通过改变伺服电

机或变频电机的转速，直接改变液

压泵的输出流量，以满足多变负载

对压力与速度的不同需求，而不再

需要流量控制阀且系统所配置的溢

流阀处于安全阀工况，系统没有溢

流损失和节流损失，达到高效节能

的目的。

◆智能型主动润滑系统：机械

设备中的润滑系统的润滑方式一般

对流体动力专业的本能热爱

1980 年，施光林从家乡安徽

铜陵市考入甘肃工业大学（现为兰

州理工大学），学习液压专业。从

高中接触帕斯卡原理开始，他就对

其深感兴趣，所以高考填志愿时，

他填报了液压专业。1984 年，他本

科毕业后服从分配留校从事教学工

作，并兼任过学生辅导员和班主任；

1990 年考取了本校的硕士研究生，

师从液压界知名专家王明智教授；

1994 年考入西安交通大学攻读博士

学位，师从液压行业知名专家史维

祥教授；1998 年来到上海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

研究，联系导师为液压界知名学者

钟廷修教授；2000 年正式在上海交

通大学任教至今。

施光林作为上海交通大学机

电控制与物流装备研究所流体动力

控制研究方向的负责人及博士生导

师，作为第一作者和第二作者共发

表学术论文近 90 篇（包括国际会

议 论 文 27 篇，SCI 收 录 9 篇、EI

收录 25 篇、ISTP 收录 6 篇）；编

著书 1 本；发明专利 9 项；软件著

作权登记 4项。

用勤劳和智慧不断挑战自我

依托上海交通大学机电控制与

物流装备研究所流体动力控制实验

室，施光林带领团队近20位教师、

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近年来

完成了许多具有技术突破的科研项

目，其中产学研合作项目可观。以

下为一些典型科研项目：

◆ ARJ21 飞机发动机 1:1 反推

加载地面模拟系统：2007 年成功研

发了该反推加载地面模拟系统，主

要涉及液压控制整体方案设计、液

压控制系统的硬件开发及相应控制

算法与软件的开发。该系统采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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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被动式的，即采用定时定量供

应润滑油，并不考虑系统是否真的

需要润滑或润滑是否充分，因此极

有可能造成润滑油的浪费或润滑不

足。面对这种现状，在国家 04 专

项的支助下，提出了智能型主动润

滑的概念，并开展智能型主动润滑

系统的研究。即通过在润滑点增加

适当的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

在线感知润滑点当前的润滑状态，

基于所构建的润滑失效评价模型，

智能控制润滑系统对待润滑的各个

润滑点进行实时精确的主动润滑。

聚焦数字液压技术

从以上典型科研项目中可以看

出，施光林围绕低速泵和低速液压

马达的数字配流技术开展了多年的

研究，并成功获得了两个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的支助。

近年来，有关数字液压受到行

业人士的关注，关于数字液压的定

义也在圈内引发讨论。施光林对数

字液压也有自己的理解。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中国高校的一些液压教科

书就提到过液压伺服控制和数字控

制技术，作为产品，最早是当时数

控机床上用的电液脉冲马达，提到

的数字控制技术大多是指脉冲式步

进液压缸。现在经常提到的数字液

压缸，其原理就是通过步进电机或

伺服电机驱动控制阀芯转动或直线

运动，而反馈机构一般集成在液压

缸的活塞里面，以实现闭环控制。

1998 年，施光林的博士后研

究课题就是有关柴油机高压燃油电

子喷射系统中的高速电磁开关阀，

从那时起他的研究兴趣就一直跟数

字液压技术有关。柴油机高压燃油

电子喷射系统采用高速电磁开关阀

（亦称数字阀）控制，即将传统的

机械控制式喷油方式改为时间控制

式喷流方式，不仅增大了控制的灵

活性，而且大大提高了柴油机的动

力性能和降低了排放污染。考虑到

国内那时还不具备开发高速电磁开

关阀的基础条件，产业链不健全，

尤其是稀土材料不过关等因素，施

光林中断了高速电磁开关阀的产品

研发，但在基于高速电磁开关阀的

系统应用及低速泵和液压马达的数

字配流技术方面的研究仍在不断进

行中。

数字液压阀实际包括两大类，

一类通过步进电机驱动，输入的控

制信号是 1、0 数字信号，从这个

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数字液压阀，

然而此类阀的阀口开度是呈连续变

化的；另一类不用步进电机驱动，

而是采用电磁铁驱动

并进行脉冲宽度调制

（PWM）控制，控制信

号也是1、0数字信号，

阀口却为全开或全闭状

态，因此也被称为数字

液压阀。

数字液压阀的控制

精度不可能达到电液伺

服阀的控制精度，因为

目前国内数字液压阀的

制造还有难度，而且数字液压阀是

脉冲控制，控制流量是呈台阶式的，

不像电液比例阀、电液伺服阀那

样，输出流量是一条曲线或一条直

线。但是数字液压阀也可以实现计

算机远程控制，而且可靠性高，特

别是高速电磁开关阀的阀口是全开

/ 全闭型，抗污染能力强，非常适

合工况恶劣、连续工作时间长的移

动机械。

未来工程机械需要精确化控

制，位置精度一定要有，但不是非

常高，普通的开关控制阀肯定不行，

数字液压元件、比例液压元件、伺

服液压元件都在可选范围内，但是，

电液比例阀、电液伺服阀的成本高，

而且抗污染能力差，因此数字液压

阀就成为最佳选择。但是在高精度

控制要求的领域，电液比例阀、电

液伺服阀仍是优选。数字液压阀

的价格一般只需人民币几百元或千

元，而高性能进口电液伺服阀每只

要高达人民币万元甚至十几万元。

然而，目前国产工程机械几乎还没

有配套的数字液压阀，只是一小部

分用了数字开关阀。

把数字液压阀用到液压泵上改

造后，就称为数字液压泵。传统液

压泵一般采用机械配流，即用配流

盘或配油轴，但结构复杂，加工工

艺要求高。也有的液压泵采用单向

数
字
配
流
径
向
柱
塞
液
压
马
达
、
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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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配流，即称为阀配流泵。数字配

流液压泵也是一种数字液压泵，是

采用多个高速电磁开关阀，依据液

压泵的配流规律，通过计算机控制

高速电磁开关阀的通断，以实现液

压泵的配流关系。数字配流液压泵

不再采用机械配流方式，配流机构

大为简化，加工工艺要求降低，成

本亦就降低了。数字液压泵的核心

部件和控制部件就是数字液压阀。

近年来在北欧几个国家，每

年都会召开一次“数字流体动力

研讨会”，例如，2016 年就在芬

兰的坦佩雷理工大学（Tampe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召开了“第八届数字流体动力

研 讨 会（The 8th Workshop on 

Digital Fluid Power）”，

2017 年则在丹麦的奥尔堡大学

（Aalborg University） 召 开 了

“第九届数字流体动力研讨会（The 

9th Workshop on Digital Fluid 

Power）”。每次都有来自全球十

多个国家的学者们聚集在一起探讨

与交流液压与气动领域的数字控制

技术的基础理论、应用与发展。

聚焦远程控制技术

流体传动技术的基础理论已经

研究得比较透彻了，如何守住流体

传动与控制技术这块阵地，关键是

要积极地与其他新兴技术结合，并

准确找到新的应用领域。节能和数

字液压将是未来流体传动技术发展

的大方向，这也是施光林的主要科

研方向，即如何将流体传动技术应

用到更多领域，实现节能和数字化。

施光林提议，除了节能和数字

化，无线远程控制也是行业人士必

须关注的技术。远程控制是未来工

业发展的趋势，如工程机械和农业

机械等都要应用远程控制，实现无

人驾驶和操控。过去液压专业涉及

的控制，大多是电液伺服系统自身

的控制，现在提到的控制是要让元

件、系统与负载结合，实现远程、

高效、精确控制。

远程控制技术已经到来，而且

普及速度很快，一定要引起注意，

否则产品就会落后，甚至被淘汰，

又重蹈技术引进的覆辙。建议行业

企业从元件开发到系统控制，都要

做好结合无线远程控制的准备。比

如要让液压系统具备无线远程控制

功能，其对应的液压元件，包括驱

动器，都要带无线远程控制功能接

口，然而国内大部分液压制造企业

都没做好此类技术储备。

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技术就是

光控技术，主要是应用光控技术的

液压伺服元件。光控技术的优势是

抗干扰能力强，传输速度快，适用

于控制多负载、多驱动单元，避免

系统驱动单元间产生相互干扰。

2013 年，施光林指导一位硕

士研究生开展了“基于 Internet

的电液位置控制系统”的课题，研

究的是控制指令不由计算机直接发

给控制器，而是在网络上走一圈后

再发给控制器，在此过程中数据是

否有延迟或丢包，延迟和丢包是远

程控制的两大难题，尤其是快速运

动控制系统。这个课题研究的重点

就是有关延迟和丢包问题的预测和

补救措施。

2017 年 10 月起，施光林所负

责的“上海交通大学——金华市金

东区机电技术联合研发基地”，正

在围绕一种室内小轿车停车库的智

能搬运低底盘作业车“移动机器人”

进行技术攻关。该移动机器人采用

智能路径规划与操作、自充电、远

程控制与故障自诊断等技术，而执

行机构采用液压驱动与伺服电机驱

动的混合驱动技术，以实现小轿车

的整体举升、搬运和入位操作。

目前，远程控制技术的研究主

要集中高校和研究院所。国外有几

家流体传动知名公司的控制技术水

平较高，比如美国穆格公司、德国

费斯托公司等，国内企业开展这方

面的研究与产品开发的还较少。

从未放弃气动技术

从本科开始，施光林的专业学

科内容就包括液压和气动，而且他

本人也从未放弃气动技术研究，主

要研究气动控制系统。

上海交通大学的 SMC 技术中

心就是由施光林牵头筹备创建的，

2002 年正式建成，由施光林担任负

责人。2002 年 8 月以后，因他本

人去美国密西根大学做高级访问学

者，便不再负责 SMC 技术中心的事

务。之后，施光林所在团队与德国

费斯托公司在气动技术领域开展了

较长时间的合作。如费斯托公司赠

送给施光林所在团队的实验室 4 根

3.6m 国内最长的气动人工肌肉，借

此，施光林所在团队成功研制了国

内第一个基于气动人工肌肉的三自

由度飞行模拟器，后来还研发了基

于气动数字阀和气动比例阀控制的

气动机械手，主要应用在定位精度

要求不高的农业领域。

在上海 PTC ASIA 展会的“高

新技术展区”，上海交通大学每次

都有科研成果展出，2017 年展出的

是一款气 - 电复合驱动执行器，这

也是施光林近期的一项重要科研成

果。该产品结合了步进电机（或伺

服电机）驱动的高精度和气缸驱动

的快速性优点，通过结构的合理设

计，在不损失气缸和电机各自优良

性能的前提下，实现了利用这种复

合驱动的新型执行器，实现了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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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驱动下被控对象的长空载行程的

高速驱动，并在设置的合理位置自

动转换为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

驱动下被控对象的短行程加载的高

精度驱动。这个产品设计的灵感就

来自实际应用中对负载的需求，比

如很多生产线都要用到起步高速、

后期高精度的传动件。

气动技术更贴近控制技术

费斯托公司是气动技术引领

者，从这家公司的产品结构变化可

以看到气动技术未来发展方向。费

斯托公司已经从传统气动元件向控

制技术转型，研发尖端产品，比如

人工智能、仿生机械，元器件方面

最成功的就是阀岛控制器，同时在

具备全系列控制产品的基础上，不

断提升系统集成水平。施光林所在

团队曾在费斯托公司的支助下研发

柔性多自由机械手。

受一家奉化气动企业的委托，

施光林所在团队也研发过一款气动

阀岛，开发好原理样机后就转移给

企业了，同时还留了一套在实验室，

供研究生们学习时参考。

纵观几家国际气动品牌，传统

气动元件并没有太多突破，近些年

在气动比例、伺服元件、电缸、终

端执行机构方面的投入研发力度较

大。气动新产品中，节能效果突出

的低功耗电磁阀值得关注。

气动技术中研发和制造难度最

高的是超高压系统，目前英国诺冠

公司能提供超高压气动元件满足客

户需求，用于火焰切割设备的特殊

气体控制，如高压氧气、氩气、氦气。

超高压气动元件目前在国内仍是薄

弱环节。

结合新兴技术赢得未来

液压传动技术在小功率领域确

实受到了电气传动技术的冲击，这

个问题不能回避。事实上在小功率

场合，电气传动技术的确有很大优

势，结构简单，不需要压力源，即

插即用，也基本没有污染。但在大

功率场合和特殊行业仍是液压传动

技术的天下，比如军事领域，若需

要功率大、体积小的传动部件，液

压传动技术无法替代，其中典型案

例就是应用在飞机上的起落架，目

前不可能被其他传动技术取代。

施光林在课堂上经常跟学生

讲，设计液压系统前，一定要深入

了解用户需求，包括负载特性、工

况条件、性能要求、寿命要求等，

然后再选择最合理、最匹配的设计

方案。液压系统有很多类型，按控

制方式有泵控系统和阀控系统，要

根据对象特点来选择合适的系统。

总之，掌握液压基础理论以后，

就要在应用过程中不断创新设计，

提高液压系统的功能和性能，并且

不断地寻找新的应用领域，让液压

技术和其他新兴技术相结合，使液

压技术的适用范围更宽广，促进液

压技术更长远的发展。

混合驱动（也叫复合驱动）也

是近几年施光林非常重视的研发方

向，让液压驱动和电机驱动、液压

驱动和气动驱动、气动驱动和电机

驱动结合起来，根据负载的要求，

创新设计理念，进行混合驱动。上

面提到的气 - 电复合驱动执行器，

就是典型的混合驱动。未来的负载

驱动将是多元化的，混合驱动将是

一个重要方向。

在实践中激发创新灵感

施光林坦言，因经常做产学研

项目，与企业合作较多，又有机会

与欧洲高校和企业接触，在实际应

用中激发了很多灵感，创新能力不

断增强。

施光林发自内心喜欢流体传动

与控制技术，研究重心以横向课题为

主，也有一些纵向课题，因为纵向课

题可以体现一个团队的科研水平。

前面提到的项目成果，都是施

光林依据用户切身需求去定向研发

的，首先是理论验证，其后是样机

研制，然后通过实验不断找出问题

并改进，不断地反复，最后投入实

际应用。

身为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应用型

专家，施光林在近 40 年的学习和

科研生涯中，不断挑战自我，切切

实实为流体传动与控制技术进步贡

献着智慧和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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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流体传动及自动控制技术

的迅猛发展，电磁阀作为重要的控

制元件已经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

汽车、工业制造等领域。

电磁阀主要有气动电磁阀、液

压电磁阀、流体管道电磁阀、制冷

电磁阀、真空电磁阀、防腐防爆特

种电磁阀、医用电磁阀、军用电磁

阀等等。

电磁阀测试现状

那么什么样的电磁阀品质

“好”？什么样的电磁阀品质“差”？

标准是“什么”？测试手段有“哪

些”？国内对电磁阀可靠性测试主

PTC ASIA 2017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之十

电磁阀可靠性大数据分析平台

13:00 ～ 13:30   电磁阀可靠性大数据分析平台   

陶国良 /专家 (浙江大学）

13:30 ～ 14:00  高压气动技术及其应用  

李宝仁 /专家 (华中科技大学）

11 月 1 日

主持人：焦宗夏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

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

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要局限于寿命次数测试，对开关的

性能与波形缺乏全程监控，这就使

得判断电磁阀的质量好坏全凭感觉

或者用户的反馈。迫切需要一款电

磁阀可靠性测试系统：全自动寿命

测试、全过程波形监控、全性能数

据记录、网络化数据查询、使用成

本低。

电磁阀可靠性测试标准

“电磁阀在线”平台提出了一

种测试电磁阀可靠性的一种标准与

方法，通过在线热测试与循环，实

时记录过程数据，准确预测电磁阀

的寿命，分析电磁阀的过程数据，

改善电磁阀的设计与生产工艺，使

得电磁阀达到高品质的要求。其优

点在于：①性能测试为“热测试”；

②大数据，性价比高；③分析失效

原因，提升电磁阀品质；④预测寿

命，缩短测试周期。

电磁阀可靠性测试流程见图1。

通过测试趋势曲线分析，可诊断电

磁阀的故障，预测电磁阀的寿命（见

图 2）。

——据浙江大学陶国良教授报告整理

电磁阀可靠性测试系统

我记得曾经 SMC 交给我们高校

的很多 SMC 气动中心做寿命试验，

就是原来它还没有这套系统，只能

靠人。现在“电磁阀可靠性测试系

统”是全自动的，根本不需要人。

看图 3，早期这个设备很大，现在

已经优化到这么小的一个设备，原

来设备很贵，好几万，这个设备几

千块钱，很便宜。但是功能一点都

没有减少，而是这个功能比原来还

要强大得多。

“电磁阀在线平台”构架

“电磁阀在线平台”在 2017

年春节前后开发成功。平台由自动

化无线测试系统和网络云平台两部

分组成。 电磁阀自动化无线测试

系统是整个测试平台的基础，包括

控制端和测试端。网络云平台负责

数据的远程访问与测试平台网络化

服务等功能。 

2017 年上半年“电磁阀在线

平台”开始在企业应用，现在在气

动行业已经用的很多了，在两通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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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测试趋势曲线

行业也用的很多了，液压行业还没有用。

那么液压行业能不能用啊？当然能用。这

个平台的构架（见图 4），是通过蓝牙连

接平板电脑，再通过网络上传到阿里云，

然后由手机通过网络查询阿里云的数据，

所以这是互联网的一个技术和物联网的一

个技术，其实是它把所有的分析数据全部

关联起来。

电磁阀在线平台 App

我们还有专用的App，现在大家都用手

机、不用电脑了，所以我们现在开发的软件

全部在手机上用，APP一装就可以看、可以

测试了。这个APP包括了很多功能（见图4），

它有仪器的测试功能、数据查询功能。 

电磁阀测试实例分析

那我下面举一些应用的实例。电磁阀

我用的很多，因为我本身是搞气动的，所

以我拿了市场上绝大多数的气动电磁阀，

包括费斯托、SMC 等， 我全部测了。测试

下来，国内电磁阀问题很多，有密封件磨

损的、有弹簧断裂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

的情况，而国外的就很少。

我们从数据上来分析，数据出问题以

后，我们一看密封件磨损了、油脂出问题

了、材料出问题了，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图 1 电磁阀可靠性测试流程

图 3 测试系统的发展历程

  图 4 电磁阀在线平台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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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电磁阀在线平台 App

当把这个问题找出来之后，厂家被

自己吓一跳，怎么可能会这么多问

题？他们原来都是模糊的一种检

测，都是凭感觉，他不知道到底问

题出在什么地方？而我们现在这套

系统可以加速测试。加速知道问题

在哪里？我可以在 3 ～ 5 天里面就

知道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应该

怎么改进，改进完了之后这个问题

还有没有，如果没有了，那就 OK。

图 6 是我们测试了一批气动电磁阀

后整理出来的一些问题，只要细节

到位，电磁阀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完

全可能。  

我们现在提出了一种电磁阀品

质管控策略。

1、生产线测试：电参数测试         

◆高、低压响应时间测试 

◆泄漏测试 

2、批量生产抽查可靠性测试：

◆循环全波形监控开关测试 

◆循环响应时间测试 

◆循环电参数测试 

◆循环泄漏测试 

①如果每天生产 2000 个电磁

阀；②抽样频率万分之五进行可靠

性测试；③每个电磁阀连续测试 15

天完成 1000 万次数据测试；④连

续滚动测试，配置 10 ～ 15 套测试

模块；⑤全年测试 300 只左右的电

磁阀；⑥通过大数据分析，随时发

现质量问题；⑦月度、季度、年度

质量分析报告。

我今年的数据、去年的数据、

后面的数据，我全部可以放在一起

来分析。如果数据有问题了，你马

上就找品质管理部门，哪个地方的

环节出问题了？是生产工艺的问

题、还是材料出问题了？还是外协

的配件出问题了？还是其他的一些

问题。可以及早的发现，只有到你

所有数据都稳定了，你的产品到了

用户那里，一定是口碑非常的好。

有几家公司做的是气动的

4V210 的电磁阀，原来在使用“电

磁阀可靠性测试系统”之前，大概

寿命在一千万次左右，一千万次已

经很高了。经过半年多的使用，有

几家厂已经做到一亿次了，只要我

们把这个工作扎实做下去，水平就

会上来。

气动电磁阀可靠性测试目前的

的标准缺乏具体执行手段，所以我

提出了下面这样标准方案，目前一

些企业已经开始用。

4V 系列电磁阀品质管控行业

标准的提出 (方案 )： 

①以 10Hz 频率循环开 / 关波

形检测 5000 次；②测试打开 / 关

闭响应时间 ；③测试电压、电流、

功率等电参数性能；④测试泄漏性

能，泄漏不能超过 5mL/min；⑤在

500 万次以内，响应时间不能超过

刚开始时值的 10%，且泄漏不能超

过 5mL/min；⑥在 1000 万次以内，

响应时间不能超过刚开始时值的

20%，且泄漏不能超过 5mL/min；⑦

在 1000 万次以内，电流、功率不

能超出刚开始时值的 10%。

总结

再总结一下“电磁阀在线”平台：

◆创新提出了自动化控制元

件——电磁阀可靠性品质评价标准

和可靠性测试方法，研制了相关的

测试设备的硬件与软件，搭建了全

自动、网络化的“电磁阀在线”APP

平台。 

◆这种测试方法特点是全波形

监控，全过程数据记录，设计了一

款全自动的测试仪器，自动测试软

件，实现电磁阀可靠性测试新方法。

◆测试仪器通过无线蓝牙与安

卓平板连接，安卓平板发出可靠性

测试命令，测试仪器执行具体测试

操作；

◆安卓平板通过 WIFI 将数据

与阿里云数据库连接，将实时测试

数据存放到阿里云数据库；

◆访客可通过手机 APP 查询阿

里云数据库的实时测试数据。

这个平台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不需要电脑，用手机或平板电脑，

可以自动查询、自动测试，这个设

备价格非常的低廉，今后的目标价

格是每套一千块多元。现在采用这

个平台的用户越来越多，有费斯托、

亚德客、气立可、浙江亿太诺、宁

波星宇、宁波佳尔灵、余姚三力信、

仪表四厂等，目前基本上都是气动、

液压、流体电磁阀门的生产厂家。

图 6 气动阀测试结果

暴露出的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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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气动技术及其应用研究
——据华中科技大学李宝仁教授报告整理

气动技术是流体传动与控制学

科的一个重要分支，高压气动也是

气压传动与控制技术的一个重要分

支。下面我主要从三个方面向大家

作个汇报：概述、我们做的基础研

究、在装备上的应用研究。

高压气动技术概述

◆气动控制系统压力等级分类

我们一般接触的气动技术，它

的工作压力基本上是 1MPa 左右。

1MPa 在工业自动化领域里边用的

非常多，比如说汽车的生产线、食

品加工、纺织等等，这些我们认为

是低压气动系统。综合压力容器行

业、船用气动系统等领域应用情

况，我们把气动技术的压力等级做

了一个分类：低压为 0 ～ 1MPa；

中 压：1MPa ～ 5MPa； 高 压 为

5MPa ～ 40MPa；大于等于 40MPa 为

超高压。

◆高压气动系统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关于高压气动的研

究主要以开关控制、比例控制为主。

高压气动伺服系统研究仍处于探索

表 1 质量流量特性表征参数测定结果

阶段，高压电 - 气伺服阀与伺服系

统控制机理成为高压气动伺服控制

技术发展的瓶颈。

◆高压气动技术研究新方向及

难点

高压气动伺服阀是非常难做

的，针对一些特种装备对我们高压

气动系统提出的新要求：高压、高

响应、高精度，还要进行连续的控

制。那么主要用在哪呢？主要用于

变体积系统、功率体积比高、空间

与重量限制要求高等场合。

气体的高压化对气动系统而

言，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①气动

力的加剧，低压气动阀基本上不考

虑气动力；②气体的膨胀能力强；

③结露结冰；④微量气体控制不稳

定；⑤泄漏大。实际上，这五个方

面给高压气动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

困难，我们要一点一点地克服它，

才能实现气动系统的高压、高精度、

高响应以及连续控制。

◆高压气动技术研究涉及的几

个基础问题

一个就是高压气动元件质量流

量的特性测定。实际应用中，在低

压气动元件质量流量特性的测定受

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高压气

动元件同样需要深入研究。气动系

统建模与分析过程中，临界压力比、

有效通流面积、音速流导等参数对

系统特性具有重要影响。实际气动

元件的流量特性参数不能完全靠理

论数据，比如说临界压力比理论值

是 0.528，但实际情况差别可能会

比较大。我们必须要通过大量的实

验来摸出一些规律，这是一个基础

研究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充放气过程气体

动力学与动态传热机理。我们做这

方面的研究，实际上主要是精确计

算动态传热系数。

这两个基础问题，实际上对高

压气动系统的建模精度有很大的影

响，也是我们做高压气动的一个基

础的基础。

第三是高压气动控制阀气动力

产生机理、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在

液压技术中很强调液压阀的稳态液

动力，但低压的气动元件，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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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结合 CFD 方法与数学建模

方法对充放气过程的动力学以及动

态传热机理进行了仿真研究，见图

1。可以看得出来，容腔充放气过

程存在强烈的气搅拌现象，产生了

卷吸效应。阀口主射流区速度呈抛

物线形状，壁面速度较大，增强换

热。我们通过实验进行验证：气源

  图 1 高压气体充放气过程动力学及动态传热机理

开发的时候不太考虑它。但高压的

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稳态气动

力，因为稳态气动力直接决定高压

气动阀的重要特性。

第四是气体高压化导致高压

电 - 气伺服阀零位泄漏严重。这个

零位的泄漏量是一个非线性的，实

际上低压的伺服阀也有零位的泄漏

量，非线性，但不像高压的这么严

重。大家可以想象伺服阀微小阀口

处几十兆帕的气体要通过它，特别

在零位的时候，那么它的泄漏量对

整个系统的控制精度有很大影响，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做为一个基础的

问题进行研究。

高压气动技术基础研究

关于高压气动技术的研究，

我们这个团队承担了几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博士后科学基金，

还有总装探索项目等。实际上都是

围绕着高压伺服阀以及高压伺服系

统的控制开展的一些研究。针对上

边说的那些基础问题，我们首先

对高压气动控制元件的质量流量特

性进行了测定。当然这个质量流量

特性有很多的测定方法，我们用的

是绝热音速串联排气法。这种方法

成本比较低，系统结构简单。测定

的精度主要取决于排气时间的合理

控制、以及压力传感器和温度传感

器的测量精度。我们分别对 1mm 的

固定节流口、2mm 通径的电磁开关

阀进行了测试（见表 1），每一种

都做两个相同的被测件，通过交换

连接顺序可测试两个被测件流量特

性。从这张表上也可以看出，两个

被测件的实际有效截面积、流量系

数、临界压力比是略有不同的，取

平均值作为某一规格气动元件的最

终测量值，这就为我们高压气动系

统的建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图 2 高压气体流出阀口速度分布云图

图 3 稳态气动力与阀口开度、气体压力关系



100

图 4 试验验证

图 5 数字化高压电 - 气伺服阀

图 6 开发的几种阀

图 8 高频响高精度高压电 - 气伺服阀图 7 开发的几种元件

图 9 高压大流量气动比例阀 图 10 高压大通径的气体流量调节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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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越高，传热系数越高。一般

我们从仿真、数学模型这个角度看，

它的传热系数是不变的，但实际物

理上它是一个变数。我们通过实验

也找出来一些规律，跟理论也进行

了比较，基本上趋势都是一样。采

用 CFD 方法结合传热学模型分析充

放气过程的气体动力学，计算结果

与实验结果偏差最小。

关于气动力产生的机理、变

化规律与补偿优化的研究。我们首

先研究了阀口的速度分布，发现阀

口区域旋涡特别多，旋涡的大小与

强度对阀口气体射流角产生重要影

响，见图 2，进一步直接对阀芯所

受气动力的大小具有重要影响。数

值研究结果得出稳态气动力与阀口

的开度是一个强的非线性关系，与

气体压力基本上呈线性关系（见图

3）。在这个研究结果基础上，我

们又做了一些试验，验证了稳态气

动力数值计算结果的准确性，通过

曲线大家可以看的出来（见图4）。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开展稳态气动

力补偿方法研究，提出通过改变伺

服阀阀套非节流窗口流道角度的方

法补偿气动力。

基于前面的基础研究，我们最

后开发出了一个高频响高精度的高

压电 - 气伺服阀，见图 5。这个伺

服阀实际上是一个小系统，包括控

制电路、位置传感器等，整个系统

的控制原理如方块图所示，采用前

馈 + 干扰补偿 + 经典控制器的复合

控制方法，实现高压电 - 气伺服阀

在前面提到的众多非线性因素干扰

下的高频响高精度控制。

高压气动技术在特种装备

中的应用研究

高压气动技术在某些装备上

的应用。我们中心已经开发出许多

高压气动元器件，比如说在船舶领

域里边，我们开发了高压气动电磁

阀、两位三通的气控换向阀、高压

空气减压阀、高压气动舷侧吹除

阀、电 - 气伺服阀、以及海水环境

下的高压气动比例阀。另外还有高

压气体供应与流量快速控制系统、

高压气体压力伺服控制、高压气动

位置伺服控制。图 6 是我们开发的

几种阀。

图 7 是气动舵机，这个气动

舵机它是用燃气的，工作的压力是

6MPa；左下角这个是高压多级气缸，

它完全泡在海水里，用在水下设备

上，用于救生装置的推顶与释放；

右上角那个是高压大流量快速截止

阀，能够实现高压大流量气体的快

速切断。

图 8 是我们开发出来的高压

电 - 气伺服阀及其控制性能曲线。

它的滞环小于 3‰，频宽 200Hz 左

右，现在已经用在某些特种装备上，

效果非常好，对气体流量的快速精

确调节起到了重要作用。

图 9 是一个高压大流量气动

比例阀。以图 8 所示伺服阀做为

先导阀，然后控制一个气控式主

阀，它的工作压力是 12MPa，通

径 DN55。图 10 是我们把它系列

化集成化，研发的系列化高压大

通径的气体流量调节阀，它的工

作压力高达 40MPa，通径范围为

DN25～ DN130mm，频宽 35Hz左右，

采用高压电 - 气伺服控制技术实现

了高压气体流量集成化快速化精确

化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