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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之声

主配融合  协同发展

——记行走机械液压试验技术创新交流会 (续 )  

                                                         本刊编辑部（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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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六：液压试验技术是高品质产品的保证  

报告人：上海博世力士乐液压及自动化有限公司液压服务部总

经理  赵学峰

报告七：基于工程机械特定工况的液压元件测试方法  

报告人：徐工研究总院液压所所长  肖刚

报告八：工程机械液压元件可靠性试验技术研究  

报告人：天津精研工程机械传动公司  王福山

报告九：国外液压过滤器试验技术  

报告人：上海弗杰过滤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学锋

报告十：高压脉冲疲劳试验技术的创新  

报告人：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术专家  方庆琯

报告十一：为提高主机可靠性服务的液压试验台创新  

报告人：广州新欧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起新

报告十二：应力测试在可靠性试验中的应用  

报告人：江苏东华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沈高飞

报告十三：精密诊断液压系统故障的设备和新技术  

报告人：威泰科（香港）有限公司市场与销售总监  张慧敏

参观学习 

会议期间，全体代表参观了液压试验车间、盾构机生产车间、

山河技术中心。

调研反馈

会后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反馈工作，听取大家的体会和感想、评

价和建议。为今后技术交流工作的开展，做好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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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部

2018 年 12 月 7 ～ 8 日，由中

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主办、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的行走机械液压试验技术创新交

流会在湖南长沙成功召开。会议

主题为“主配融合、协同发展”，

旨在共同推进液压高效节能新型

试验装备的应用，促进液压试验及

可靠性技术的提升，实现主机关键

零部件配套产品质量的整体提升，

推进主机与配套协同发展。

会议围绕三个主题展开： 

◆行走机械液压产品可靠性试

验技术交流：关注高效节能的可靠

性试验装备的创新、可靠性加速试

验方法和疲劳寿命的试验预测技术；

◆行走机械液压产品性能试

验技术交流：关注与主机特定工况

主配融合  协同发展

相关的专项性能的试验方法、数据

处理及测试结果分析方法；

◆行走机械液压产品与柴油

机及工作负载的动力匹配试验装

置案例：关注节能液压系统试验

方法和试验加载功率的电气回收

技术。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

会副理事长程晓霞为大会致开幕

词，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何清华致欢迎词。浙江大学徐

兵教授，广西柳工集团副总工程

师谢萍，三一重工总裁助理邵威，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副总工程师郭勇，燕山大学赵

静一教授，上海博世力士乐液压及

自动化有限公司液压服务部总经

理赵学峰，徐工研究总院液压所所

长肖刚，天津精研工程机械传动公

司总工程师王福山，上海弗杰过滤

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学锋，山河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术

专家方庆琯，先后作专题报告。广

州新欧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起

新，江苏东华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工程师沈高飞，威泰科（香

港）有限公司市场与销售总监张慧

敏作为试验和测试企业代表发言。

来自全国各地的主机、液压、

密封及相关企业代表近 160 人参加

了本次交流会，山河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吴文伟、副总经

理张大庆出席会议。《液压气动与

密封》杂志为大会指定媒体。

程晓霞副理事长和徐兵教授

先后主持了会议。

——记行走机械液压试验技术创新交流会（续）

（专家报告内容分别于上期和本期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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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六：可靠的测试设备和测试技术是高质量产品的保证

报告人：上海博世力士乐液压及自动化有限公司液压服务部总经理  赵学峰

博世力士乐的产品之所以具有

高品质和高可靠性，不仅是由其自

有的材料和生产质量控制体系来保

证，而且是由其先进的测试设备和

生产测试，以及其独特的研发测试

来保证。

博世力士乐的试验设备已经

拥有测试工艺标准化和数据化（见

图 1），标准的测试环境确保各项

测试因环境的影响减到最小。环境

温度、油品温度以及油品种类针对

各项试验保持一致性。测试仪器及

传感器等严格按照计量要求顶起标

定校验，无论是阀类测试台还是泵

马达测试台都已实现全球标准化的

网络链接，针对各类产品使用标准

化的测试软件，软件融入博世力士

乐产品生产与研发的失效模式与影

响分析（FMEA）核心技术，行成自

身独有的测试软件，并且根据自有

的测试数据库不断完善，设备可以

通过网络不断更新为最新的测试软

件。测试软件以标准化的测试方法

和步骤执行自动测试和手动参数设

定测试，通过扫码输入产品代码， 

设备自动调用执行代码进行测试。

作为工业 4.0 的倡导者和践行

者，博世力士乐的测试设备已经实

现自动化和智能化（见图 2）。无

论是阀类试验台还是泵马达试验台

都实现产品装卡电气化，确保卡紧

一致性。测试软件根据输入产品码

的信息辨别并采用相应的测试程序

进行测试，测试后的数据自动存储

并上传到 BOSCH 服务器，以实现数

据全球互联与共享。测试系统根据

产品码自动选择测试回路、选择相

应的测试功能模块并匹配相应传感

器的量程。我们还做到了故障诊断

和数据处理的自动化与智能化，当

测试出现故障或者偏差超差，系统

会自动给出故障代码的处理措施与

建议，指导操作者进行处理与纠正。

数据处理系统可以根据需要输出

各类关于质量与产量的分析报告， 

给生产和质量控制提供数据支持。 

与此同时我们通过 ERP 系统兼

容能源监控模块，通过以太网可以

对公司内的各种测试与生产设备的

能耗进行监控与分析，从而实现对

各台设备的水、电、气消耗进行监

控和分析，系统可以根据要求输出

能耗分析报告，以实现能源的最优

化管理。

下面由两个方面来介绍博世力

士乐在产品的生产测试与研发测试

方面如何保证产品质量。

生产测试包含气密性测试和功

能测试，研发测试包含性能测试、

耐久加速测试和试验开发测试。生

产气密测试是在装配完后功能测试

之前进行 100% 检测，主要检查漏

装 /错装密封件、丝堵、铸件砂眼、

裂纹以及密封面损伤等。

最初第一代设备我们是通过目

测进行检查，目前我们已经发展到

第二代气密检测，可以根据以 SN

号信息为索引进行的时间、压力、

人员的信息监控，可以实现人工和

自动识别缺陷的双重保证。

气密检测后进行 100% 功能测

试，主要用于设定产品参数，调节

产品功能、参数测试以及自动标准

程序出厂测试。起初按照程序引导

进行流量、压力、功率等参数设定，

以及根据比例控制信号的测试，然

后进行自动测试对所设定参数进行

测试并打印出测试结果，测试过程

图 1 测试工艺标准化和数据化 图 2 测试设备自动和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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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识别性能缺陷、合格判定、数

据自动记录和存储以供以后查询和

数据的进一步使用。

博世力士乐的测试数据已经实

现数据分析的自动化和网络化，通

过软件和网络我们可以随意查询所

测试过的产品数据，并且可以对数

据进行多维度的数据处理以得到和

产量、合格率、功能性缺陷如每个

测试功能或者阀片等相关的已及参

数分类的报告，以供对产品进行分

析和质量控制以及将来进一步质量

改进。

博世力士乐的研发试验和生产

系列化试验一样，需要遵循一定的

规则和标准，我们的产品在投入量

产前，需要经过几十种严格的性能

和耐久试验。

每个新研发的产品的试验内

容，都需要根据产品的特性和项目

的需求定义，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可

靠性。

这些性能和耐久试验中（见图

3），也包含产品的极限性能和安

全测试内容。对于研发试验来说，

我们关注产品的寿命和可靠性。典

型的两种寿命试验是机械疲劳测试

和压力脉冲疲劳测试。

对于机械连接件，我们使用高

频冲击设备对连接件进行测试，可

以诊断出机械机构的薄弱环节以及

对应的寿命。对于承压部件，我们

使用高压脉冲设备对承压区域进行

测试，可以识别出来承压环境下部

件的失效情况。

对于耐久和寿命试验，我们可

以通过 FEM 或 FEMFAT 仿真软件进

行仿真，然后验证部件的失效情况

是否和仿真结果匹配。

研发试验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

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往往需要通

过开发新的试验方法来实现。

其中一个例子是通过 Amsem 仿

真发现，在某种特定地动作下液压

回转体可能从壳体里吸油，怎样在

实际测试中验证仿真的结果？怎样

直观地展示吸油的特征？

所以我们想法是看看壳体内流

体的流动状态，放置了一个小小的

塑料泡沫，可以直观地看到油液的

流动。

另外一个例子是轴封漏油的

检查是一个复杂地问题，漏油一般

发生在 500hrs 或 1000hrs 之后，

我们不可能直接测试这么长地时

间来检测漏油。但是我们通过巧妙

地安装轴封，利用一张吸油纸，一

个泵壳体和一个可乐塑料瓶，就能

比较快速和直接地测量漏油量水

平了。

类似的很多研发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都需要从失效件开始分析，对

失效机理进行深入的理解和研究，

采用仿真等手段模拟失效情境。

最后，我们需要系统深入地进

行 < 假设 - 检验 > 地循环论证，从

失效机理层面重现故障，再针对性

地解决问题，从而达到根本地解决

问题的目的。

汇总研发试验和生产试验的对

比差异，生产试验主要依靠设备的

可靠性保证批量产品的质量，尽可

能地减少人员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而研发试验主要目的是找出设

计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以及产品达到

的性能和质量水平，通过基于失效

机理机制的分析和理解，系统的试

验设计，循环的<假设-检验>论证，

从根本上解决研发设计中存在的缺

陷问题。

我们发展的趋势已经非常明

显：

第一阶段：没有试验能力和

设备，产品的质量在客户应用中经

过使用时间的检验，被优胜劣汰所

选择。

第二阶段：各个环节的制造

商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大量的试验，

以期交付客户合格的甚至高标准

质量的产品，控制质量在自己的制

造环节。

第三阶段：将来，我们需要在

产品设计之初就控制质量，预测产

品可靠性和寿命，需要把产品的竞

争力提前到开发阶段。

试验的最终目标是消灭试验，

而当前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

不可避免需要试验来验证和放行，

所以减少试验是我们的中期目标，

而这个过程，我们需要大力发展

对仿真模型验证的试验，以期提

升模型预测的准确性，从而减少

基于经验的试验，甚至很多是盲

目的试验。

图 3 研发试验：耐久试验 /寿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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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元件作为工程机械核心

“内脏”，直接影响工程机械整

机性能。工程机械的液压系统主

要由液压泵、液压马达、液压缸、

液压阀以及液压附件组成。由于

工程机械特定的使用环境与复杂

工况，对其配套的液压元件有特

殊的要求。因此，为了更好地评

价配套工程机械的液压元件性能，

必须开展基于工程机械特定工况

的液压元件测试。

工程机械液压元件的使用

环境和作业工况

工程机械作业地域广、作业环

境复杂多变。作业地域包括：城市、

乡村、山岭、高原、雨林、草原、

沙漠、煤矿、铁矿、地下、盐碱地。

作业温度跨度大，从-40℃～ 50℃。

作业环境包括：高原坏境、高 / 低

温环境、干燥环境（戈壁 /沙漠）、

海洋环境、泥浆环境、粉尘环境（矿

山）等。摊铺机和压路机在戈壁环

境下施工，该环境白天日照温度大

于 40℃，要求液压元件具备高温稳

定性。挖掘机在极寒环境下施工，

该环境温度低于 -30℃，要求液压

元件低温性能好。因此，工程机械

液压系统使用环境较工业液压复杂

得多，液压元件必须适应工程机械

作业地域与作业环境多样性要求。    

在工程机械施工过程中，不同

工程机械主机面向不同作业工况，

完成不同的作业动作。如挖掘机作

业动作主要有挖掘、平底、甩方、

装车等，工作特点是长时间、持续

性、载荷复杂、冲击大等。旋挖钻

机作业动作主要有下钻、钻孔、提

钻、回转、倒渣等，工作特点是冲

击大、载荷高、持续工作、负载变

化大等。起重机作业动作主要有起

升、平移、下落、安装作业等，工

作特点是怠速工作、平稳、精准定

位、间歇工作、长时间保持等。摊

铺机作业动作主要有输料、分料、

熨平、振实等，主要工作特点如下：

高温、平稳、载荷冲击小等。因此，

工程机械根据作业工况不同，主要

分为效率型设备和安全型设备，效

率型设备冲击大、工作压力高、具

有长时间，持续性的载荷特征，如

挖掘机。安全型设备冲击小，工作

压力相对较低，具有短时间，间歇

性作业的载荷特征。

所以，工程机械配套液压元件

为了满足作业地域与作业环境多样

性、不同类型主机产品的特殊需求，

不能采用通用型号，需要进行定制

化设计，并且需要与系统其他元件

进行匹配优化。针对工程机械配套

液压元件，需要进行定制化的测试

与评价标准。

液压元件的通用测试评价

的局限性

目前对液压元件的测试评价主

要是参考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由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均为通用

型标准，对工程机械用的液压元件

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多路阀压力损失评价标准与

测试方法的不适用

在液压多路阀压力损失测试

过程中，存在评价标准不合适的问

题。负载敏感多路阀操控性能好，

不受负载影响，是工程机械常用多

路阀。负载敏感多路阀带补偿器，

而且还分阀前补偿和阀后补偿，压

力损失明显比节流型多路阀要大，

标准中的压力损失评价应有不同

要求。

工程机械执行机构经常面临

负载方向与运动方向相同的情况，

这种负载情况通常称为负负载。为

了克服负负载或维持系统稳定，工

程机械用多路阀在回油路设计节流

口，通过节流口产生背压，平衡负

载，使执行机构更平稳，如图1所示。

因此，按照通用测试标准评价该多

路阀压力损失是不合格的，但是在

工程机械特定工况使用过程中，阀

产生背压是需要的。

非对称油缸作为工程机械液压

系统中用量最大的执行机构，在多

路阀控制其动作过程中，非对称油

缸进回油流量不一样，进回油流量

比值基本与油缸大小腔面积比值相

同。在标准中，多路阀压力损失测

试原理如图2所示。测试方法要求：

被试阀 4 的安全阀关闭，A、B 油口

连通。将被试阀 4 的滑阀置于各通

油位置，并通过被试阀 4 的流量为

公称流量。测量 P、A、B、T 各油

口压力，计算压力损失。而在实际

应用中，压力损失 P-A 与 B-T 压损

报告七：基于工程机械特定工况的液压元件测试

报告人：徐工研究总院液压所所长  肖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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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不同流量下测试。

◆多路阀内泄漏判定标准不能

客观反应主机需求

针对多路阀内泄漏量，标准

中给出了多路阀在中立位置及换向

位置不同公称通经与不同公称压力

下内泄漏量指标。在工程机械应该

中，不同主机泄漏要求差异大，如

挖掘机对工作装置沉降量有严格要

求，换算到对多路阀泄漏量要求在

10mL/min 左右，远高于标准要求。

另外，如果液压回路有平衡阀、液

压锁情况下，对多路阀的泄漏要求

降低。

◆液压元件可靠性评价指标不

健全

效率型主机和安全 / 平稳型

主机对液压元件可靠性的要求差异

大。例如在液压多路阀耐久性评价

中，对换向次数进行了要求。但是，

在应用中，如果该多路阀配套在起

重机上与配套在挖掘机上对比，同

样的换向次折算到整机使用寿命相

差很大。因此，液压元件应针对不

同的应用主机，应给出不同的可靠

性评价指标要求。

◆平衡阀试验加载问题

在臂架类工程机械液压系统

中，平衡阀作为常用的液压元件，

保证臂架在自重或者吊装重物作业

下平稳下落。在平衡阀性能测试评

价中，台架试验中平衡阀所受负载

通过溢流加载实现，而实际中平衡

阀所受负载多为可变机械负载，如

臂架在平稳下落过程中，负载随臂

架夹角变化而变化。因此，台架试

验加载方式很难模拟平衡阀真实工

作状况，很难对平衡阀所要求的性

能进行精准评价。平衡回路系统如

图 3所示。

◆液压泵马达测试方法不合适

液压马达作为旋转运动驱动元

件，常用于工程机械行走、回转装

置中，实现工程机械主机行走和上

车回转。缓冲溢流阀作为行走总成

与回转总成中常用的液压元件，集

成与液压马达壳体上，实现两级或

多级压力设定，缓解压力冲击，实

现行走与回转装置平稳制动。目前

无标准规定缓冲溢流阀特性测试方

法与评价指标。按照溢流阀测试方

法与评价指标，难以评价出缓冲溢

流阀性能好坏。

工程机械液压马达所驱动的

行走、回转等装置为大惯量负载装

置，在液压马达台架试验过程中，

马达负载使通过溢流或电机进行加

载的，通过这种加载方式无法模拟

惯性负载的特性，特别是由惯性负

载引起的马达吸空对马达性能及可

靠性的影响，难以通过现有测试方

法进行评价。

基于工况的测试评价

为了满足主机复杂多变工况的

需求，形成工程机械液压元件的特

定的测试方法，更好的评价工程机

械用液压元件，这里以挖掘机为例，

首先分析挖掘机工况。

然后对挖掘机每一典型工况，

通过测试数据，收集挖掘机一个作

业循环中，不同作业动作下的载荷

情况及动作时间。通过大量数据统

计挖掘机配套零部件平均工作载

荷、工作时间等配套液压元件工作

环境。根据挖掘机整机性能及可靠

性要求，确定配套液压元件的特殊

性能测试项目及指标要求、可靠性

测试项目及指标。

为了实现某些液压元件特殊的

性能测试项目，搭建仿工况测试平

台，从而更加真实准确地测试与评

价液压元件的性能。最后基于工况

的测试指导设计，促进试验测试技

术的进步，形成完整的闭环。

液压元件其他测试方法需求

◆等效加速寿命测试方法

通过开展加速寿命测试方法的

研究，可以缩短可靠性试验时间，

提高试验效率，充分释放试验台的

测试能力，降低主机企业液压元件

测试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满足

主机企业日趋激烈的市场需求和更

高的用户需求。

◆系统及元件抗污染能力的测

试分析

分析液压系统及元件的抗污染

能力，准确有效的检测污染度，使

液压系统的污染耐受度保持在允许

范围内，保证液压系统的正常工作

和元件的使用寿命。

      图 1 带回油节流的负载敏感多路阀      图 2 标准中压力损失测试原理             图 3 平衡回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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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机械具有作业工况多变

性和整机系统的复杂性。针对工程

机械专用液压元件实验室耐久性试

验标准与主机工作状态无关联性问

题。从液压元件可靠性概述、液压

挖掘机载荷谱研究、耐久性试验方

法与装备、试验室可靠性试验方法

4 个方面，介绍了天津工程机械研

究院有限公司依托国家级平台和项

目，通过产、学、研、用联合，开

展的液压挖掘机高压液压元件的可

靠性试验技术研究成果。

针对 20 吨级液压挖掘机负流

量控制系统和 36 吨级液压挖掘机

正流量控制系统进行了液压挖掘机

载荷谱测试与分析。采用小波法对

载荷信号进行降噪处理，采用 4 阶

截止频率为 20Hz 的 Butterworth

低通滤波器对信号进行滤波，采用

最小二乘法对时域载荷中的趋势项

进行消除。将载荷时间历程简化为

有限个全循环或半循环，采用雨流

计数法对载荷信号进行计数处理，

得到表征载荷量值及其出现次数关

系的载荷频次图。

采用基于载荷扩展的非参数雨

流频域外推方法，推断出全寿命周

期内的载荷谱；将所有的载荷历程

中幅值小于 2.5MPa 的载荷历程去

掉，载荷历程数量将缩减为原来的 

17%，损伤为原来的 99.88%。用 8

级非等间隔法阶梯曲线来进行程序

控制实现试验室加载，采用波动中

心法将其简化为阶梯型的累积频次

曲线，按照工作段的顺序进行加载。

在此基础上完成了GXB/WJ 0032《液

压挖掘机用双联轴向柱塞泵试验室

耐久性试验》、GXB/WJ 0033《液

压挖掘机用整体式多路换向阀试验

室耐久性试验》团体标准。

围绕挖掘机用液压泵、多路

换向阀、回转马达三种元件，开发

了由机械动力驱动模块、液压动力

模块、液压加载模块、旋转运动控

制模块、和电控、测控系统等功能

模块组成的液压元件可靠性试验装

备（如图 1），实现液压泵、多路

换向阀、回转马达耐久性试验。于

2017 年 10 月完成工程机械高端液

压元件及液压系统产业化协同工作

平台双联轴向柱塞泵 + 整体多路换

向阀耐久性试验，获得国产挖掘机

液压元件可靠性基础数据，对进一

步提升液压元件可靠性奠定基础。

根据可靠性试验需求，依据挖

掘机工况统计概率，进行试验工况

归集，然后基于 POT（Peak Over 

Threshold）模型时域外推方法进

极值度量的时域外推，并依据疲劳

损伤理论，确定试验台矩形加载波

形参数和冲击次数（如图 2），在

试验台上进行冲击试验，试验过程

记录试验时间、排除故障时间和出

现各类故障次数等，得出等效主机

装机考核的可靠性参数。通过研究，

加大被试液压泵的旋转速度和加载

压力，减少冲击载荷低压段的持续

时间，试验台可靠性时间将缩短为

装机试验的 15.2%。

报告八：工程机械液压元件可靠性试验技术研究

报告人：天津精研工程机械传动公司总工程师  王福山

图 1 耐久性试验装备

图 2 液 压

泵试验台等

效加载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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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弗杰过滤器材有限公司，

其前身是马勒工业过滤器（上海）有

限公司，是一家集产品研发、设计、

生产及全球销售和服务的专业过滤公

司。在流体技术、油水分离、空气洁

净以及自动过滤等领域拥有超过半个

世纪的过滤经验和创新解决方案。应

用行业包括：冶金、造纸、铁路、机

床、工程机械、化工、制药、食品、

环境、驱动、海事以及新能源技术等

应用领域。弗杰过滤设备见图1。

公司历程大致分为几个阶段：

1962 年马勒工业滤清器公司成立：

2008 年马勒工业中国成立；2016

年 11 月美国 Filtration Group 收

购马勒工业过滤，同年 12 月更名

为上海弗杰过滤器材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工厂搬迁至上海奉贤航

谊路8号；2018年 11月开业典礼。

ISO 3968（过滤器压差试验）

DIN 50104（高压泄漏试验）

ISO 10771（高压脉冲试验）

ISO 3724（滤芯疲劳试验）

ISO 16889（多通测试） 

ISO 3723（滤芯端盖拉力测试）

ISO 2942（气泡试验）

ISO 2941（压溃试验）

关键的实验测试：

ISO 4548-6+DIN 50104 爆 破

压力测试：以水为压力介质，在室

温下进行爆破压力测量。直到被测

试对象发生泄漏或测试对象的一部

分爆裂为止。

ISO 3968 过滤器压差试验：

压差测量在流量试验台上进行。

它配备了单一的液压油，例如 ISO 

VG100。这些测量是在恒定的预定

油温下进行的，并由此确定了恒定

的油粘度。过滤器从 0L/min 开始

最终至高于确定的标称流量，同时

记录压差（见图 2）。

DIN 50104 高压泄漏试验（见

图 3）：高压试验用于根据 DIN 

50104 进行压力试验，在施加测试

压力（1.5～ 2倍工作压力）之后，

测试对象必须没有任何泄漏或永久

变形。测试双联过滤器时，通过排

气螺钉的连接来测量增压和减压壳

报告九：国外液压过滤器实验技术浅析

报告人：上海弗杰过滤器材公司总经理  胡学锋

FG 的发展现状

Filtration Group 是发展很

快的过滤器材公司，从 2009 年的

2000 万美元销售额，到 2018 年的

16 亿美元销售额。十年间，销售收

入增长了 80 倍。在全球 25 个国家

拥有 105 个产业基地，员工人数超

过 7200 名。

企业定位与检测优势

上海弗杰过滤器材公司作为

Filtration Group 中国子公司，将

立足服务好中国市场，提供更加卓

越的产品，逐渐在业内形成“好过

滤、找弗杰”的共识，并在未来 3

年内实现 4 个 100% 本地化目标—

本地化研发、本地化产品、本地化

销售（过滤解决方案的提供者，而

不仅仅是过滤产品的销售者）、以

及本地化服务。 

作为一家德国制造背景的国际

性企业，遵循 ISO 和 DIN 等系列标

准，建立了优异的实验能力和完善

的实验体系，对于公司保证优异的

产品品质不可或缺，它们覆盖了研

发，生产，质检等各个环节。主要

的实验测试包含：

ISO 4548-6+DIN 50104（爆破

压力测试）

      图 1 弗杰过滤设备                                        图 2 测试压差

测试压差的标准

粘度：

-33mm²/s

-190mm²/s

-500mm²/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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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部分之间的泄漏。泄漏量不得超

过 250mL/min。

ISO 10771 高压脉冲试验：进

行脉冲试验，以确定金属制成、过

滤器外壳和滤头的时间强度或疲劳

强度。在测试运行期间，测试对象

被循环加载，并且从大约 0bar 释

放到指定的测试压力。

ISO 3724 滤芯疲劳试验：根据

ISO 3724进行流动疲劳强度试验，

两个过滤器(PI 2130)并联使用，

并且以规定的体积流量加载。过

滤元件被 ISO MTD（测试灰尘）污

染至预定压差，然后以 1Hz 的频

率开始脉动流。在测试运行之后，

根据 ISO 2942 进行气泡点测试，

其中最小值不应低于 10mbar。进

行 3 次试验，例如，对于高压元

件，第一次在 50000 次载荷循环

时差压为 5bar，第二次在 8bar 和

35000 次载荷循环时的差压下，

第三次在 16bar 和 15000 次载荷

循环时的差压下。在每次测试运

行之后，元件必须通过根据 ISO 

2942 的泡点测试。

ISO 16889 多通测试：在多通

试验中，对过滤性能和纳污容量进

行了测定。试验台上的介质必须用

清洁过滤器过滤。在注射系统中加

入测试灰尘（ISO MTD），以便在

测试系统中有一个确定的重量级。

在达到规定的最大压力之前，在元

件的上游和下游抽取连续的样品。

不同品牌滤芯的比较（见图

4）：

滤芯 A：对 10µm 颗粒的 β 值 

在1.5bar左右就下降到200以下了；

滤芯B：对10µm颗粒的β值直

到10bar左右时还保持在200以上；

滤芯 C：对 10µm 颗粒的 β 值

到 9bar 左右时下降到 200 以下。

虽然所有滤芯在所有尺寸上都

相同，但纳污能力是不同的。

滤芯 A：具有最低的 DHC，因

为过滤表面积最低，但是曲线具有

玻璃纤维的预期形状。

滤 芯 B： 显 示 出 高 得 多 的

DHC，因为更大的过滤表面和更高

的纳污比容量 DHC。

滤芯 C：在最后压差处显示出

高的 DHC，但是其特性更像纤维素

而不是玻璃纤维。因此，该元件在

运行时会引起额外的能量损失。

聚结过滤器（除水）：聚结过

滤器专门设计用于从液压流体中分

离水。它们工作时没有任何吸收剂。

液压流体含水率要小于 0.1%，因为

水会导致液压流体和系统部件的使

用寿命缩短。由于液压油中有非常

细的水滴，油中的水就会产生浊度。

在凝聚过滤器中，水滴被收集在不

同的层中并聚集成较大的单元。水

与液压流体的分离是通过沉淀来实

现的。

PI 1975 型过滤器技术数据：

额定工作压力：6bar；

测试压力：8bar；

温度范围：-10℃～ 120℃。

过滤前后的对比（见图5、6）。

图 3 高压泄漏试验

图 4 不同品牌滤芯的比较、不同品牌滤芯纳污能力的比较

      图 5 过滤前油水乳化液              图 6 过滤后的油液



106

山河智能在主机研制的创新

中，不断强化对知名品牌液压元件

性能和系统优化集成的研究，同时

也致力于关键液压元件的自主开发

研制。为此山河智能投入大量人力

和资金进行液压元件和系统试验设

备的开发，并承担完成了国家强基

工程高端液压元件试验台的研制任

务。SUNW100 型高压脉冲疲劳试验

台就是山河智能最近研制完成并已

对数种液压件成功进行了高压脉冲

疲劳试验的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耐

久性试验台。图1为试验台外形图。

高压脉冲疲劳试验台用于承压

类元件和设备的新产品研发试验、

定型试验、可靠性提高试验、可靠

性验证试验，是国产中、高端液压

元件研发及提高可靠性的关键试验

设备。高压脉冲疲劳试验台在柴油

发动机高压共轨元件和武器类承压

元件的研制及可靠性试验中也有广

泛运用。然而国内现有各种高压脉

冲疲劳试验台与国际先进的高压脉

冲疲劳试验台的性能差距较大，主

要是：高压脉冲的幅值较低，一

般均不高于 60MPa；能耗高、发热

量大；高压脉冲波形不能满足 GBT 

19934.1-2005〈液压传动 金属承

压壳体的疲劳压力试验 第 1部分：

试验方法〉中对压力脉冲波形的要

求，不能进行可靠性加速和强化试

验。SUNW100 型高压脉冲疲劳试验

台就填补了国内高端脉冲疲劳试验

台的空白，该试验台的性能已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其节能效果比国际

所有同类试验台要提高 50%。

SUNW100 型高压脉冲疲劳试验

台的主要性能参数为：

高压脉冲幅值 40～ 90MPa（可

调），最高脉冲幅值可达 100MPa；

被 试 件 承 压 腔 容 积：

30 ～ 5000mL；

高压脉冲频率：0.5/1/2/4Hz

（根据承压腔容积选择）；

脉冲波形：满足国家标准 GBT 

19934.1-2005 要求的梯形波；

被试件数量：配置两个高压脉

冲接口，可同时对两台被试件进行

疲劳试验；

主电机铭牌功率：22/37/55kW

（根据承压腔容积选择）；

主 电 机 变 频 调 速 范 围：

500 ～ 2000rpm。

SUNW100 型高压脉冲疲劳试

验台配置了山河智能自主研发的

应用自激振动节能的高压脉冲发

生装置，该装置设计的额定压力

120MPa，可产生 100MPa 峰值的高

压脉冲。装置配置了磁致伸缩位移

传感器，用于对增压柱塞的位移进

行在线检测及控制，以满足国家标

准 GBT 19934.1-2005 对高压疲劳

脉冲试验波形的要求。图 2 为山河

智能发明的应用自激振动中变形能

与动能互换原理节能的创新型高压

脉冲发生装置。

SUNW100 型高压脉冲疲劳试验

台的高压脉冲发生装置产生高压脉

冲的动力一部分来自即自激振动的

能量转换，另一部分来自活塞驱动

的外加液压力。由于有自激振动的

能量转换，所以增压活塞驱动力的

大小及作用时间都比产生同样脉冲

波形的现有高压脉冲发生装置小。

这是本装置比现有的各种高压脉冲

发生装置节能的本质原因。

以脉冲频率 1Hz 的试验为例，

国外现有疲劳脉冲试验台对一台

承压腔容积 1000mL 被试件作幅值

60MPa 的疲劳脉冲试验时，电机能

耗功率的最好指标约为 21kW（国

产疲劳脉冲试验台的电机能耗为

27kW 以 上）。SUNW100 型 高 压 脉

冲疲劳试验台对两台承压腔容积

1000mL 的被试件（被试件是额定压

力 35MPa 的高压滤油器壳体）作幅

报告十：高压脉冲疲劳试验技术的创新

报告人：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术专家  方庆琯

图 1 试验台外形图 图 2 高压脉冲发生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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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75MPa 的疲劳脉冲试验（强化

加速可靠性试验）时，实测的脉

冲曲线如图 3，实测得的电机能耗

功率仅为约 18.7kW，平均每台的

试验能耗不足 10kW。

对一台承压腔容积 1000mL 被

试件作脉冲频率 1Hz 的疲劳脉冲

试验时，山河智能高压脉冲疲劳

试验台和其他高压脉冲疲劳试验

台的主电机能耗对比如表 1。

SUNW100 型高压脉冲疲劳试

验台的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配置

了美国 NI 公司的数据采集板卡及

软件，设计有人机界面友好、功

能齐全、在线动画、曲线、数据

显示的山河智能 100MPa 高压脉冲

疲劳试验监控软件。

SUNW100 型高压脉冲疲劳

试验台泵站的油箱和管道均采

用不锈钢材质，伺服阀采用力

士乐品牌。

SUNW100 型高压脉冲疲劳试

验台根据被试件承压腔容积、脉

冲频率及幅值的不同，设计有三

种规格，各规格的性能参数如表2。

SUNW100 型高压脉冲疲劳试

验台除了其节能效率为世界领先

外，在大容积承压腔被试件 60MPa

以上脉冲幅值的高压高频疲劳试

验领域填补了国内空白。为中国

高端液压元件可靠性试验提供了

国之重器。

SUNW100 型高压脉冲疲劳试

验台除了能作承压元件和设备的

高压脉冲疲劳试验以外，由于试

验台两个接入口的高压脉冲波形

反相，所以还可对液控方向阀或

多路阀作换向耐久性试验。图 4

是换向耐久性试验时的监控界面，

从界面中可知，试验时主电机实

际功耗仅为 6kW。

型号规格 单只被试件高

压腔容积

最大脉冲

压力幅值

脉冲频率

范围

主电机功率、转

速

主泵排量

SUNW100A 500 ～ 5000mL 80MPa 0.5/1 55kW  1500rpm 63mL

SUNW100B 100 ～ 3000mL 90MPa 0.5/1/2 37kW  1500rpm 45mL

SUNW100C 30 ～ 1000mL 90MPa 0.5/1/2/4 22kW  1500rpm 23mL

表 2 山河智能高压脉冲疲劳试验台性能参数

图 3 频率 1 Hz 幅值 75 MPa 的脉冲曲线

图 4 换向耐久性试验的监控界面

指标参数 山河智能试验台 国内其他试验台 MAXIMATOR( 德 )

压力脉冲幅值 70MPa 55MPa 60MPa

主电机能耗 10kW 27kW 21kW

表 1 主电机能耗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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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装置可靠性的相关因素 

◆液压元件的可靠性，涉及元

件结构、零件、材料、加工工艺、

装配等。 

◆液压装置整体组织结构的可

靠性，通过优化设计、冗余设计等

来实现。 

◆液压装置的运行环境，包括

温度、污染、载荷等，以及使用维

修人员的状况。

液压装置可靠性与试验技

术的关系 

◆液压元件可靠性与试验技术

的关系 

1. 通过试验找出影响液压元

件寿命的关键因素；

2. 通过试验验证液压元件可

靠性设计方案。

◆液压装置整体可靠性与试验

技术的关系 

1. 通过试验找出液压装置的

薄弱环节；

2. 通过试验探索与验证系统

优化设计方案。

积极提高液压装置可靠性 

◆为工程机械主机厂提供了大

量针对主机可靠性试验、性能优良

的液压装置试验台（见图1～图4）。

◆为液压元件厂提供了大量针

对液压元件性能和可靠性试验的试

验台，液压元件的专项试验台（见

图 4）。 

◆承担了多个关于液压元件与

系统可靠性的重要试验项目。

◆举办了多场次液压试验与维

修技术培训，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为提高我国液压元件可靠性

水平，全国液压气动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决定开展电磁换向阀可靠性试

验，并依据试验数据制定国家标准

《电磁换向阀可靠性评估》，工作

意义重大。试验时间长，耗电高，

设备磨损大；建造试验系统也耗资

多。新欧机械以振兴液压产业为己

任，承担了电磁阀阀体疲劳脉冲寿

命试验工作。图 5为试验系统。 

新欧机械液压试验台的技

术优势

◆取得多项发明专利，取得

一项国际领先科技成果，把国际领

先液压测试技术应用于试验台，主

要服务客户有：北京工业大学、

Linde（林德）、Bauer（挪威鲍尔

液压）。 

◆控制与采集科学合理可靠与

高效，模块化设计，特有抗电磁干

扰措施。 

◆耐久性测试功率回收技术先

进：液压功率回收，电功率回收得

到广泛应用。 

◆测试台在各个典型工况应

用场景得到验证是合理可靠的，

主要服务客户有：柳工，山河智

能，空军第一航空学院，浙江大

学，北京工业大学，华南农业大

学等。 

报告十一：为主机可靠性服务的液压试验台创新

报告人：广州市新欧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起新

      图 1 为主机厂评估                  图 2 测试盾构机液压泵马达

        供应商产品测试                        （A4CSG750）

  图 3 评估供应商产品品质                 图 4 评估供应商产品品质

        （马达测试）                          （齿轮泵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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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欧机械工程机械液压试

验台案例 

◆高端液压元件与复杂系统液

压试验台

技 术 特 点： 试 验 压 力 高

45MPa，可完成系统匹配试验，整

机系统模拟测试。试验项目高于多

路阀行业标准（JB/T8729-2013）

的要求。可实现特殊工况的个性试

验。可模拟实际工况负载谱实现比

例加载。可进行挖掘机液压泵的各

项试验。各部分采用模块化组合的

形式。可实现功率回收，有利于可

靠性试验。试验台在造型上别致、

新颖、流畅。液压管线靠墙布置，

油路更整洁。 

模块化显示：可先选择模块，

再选择模块中的传感器，可根据需

求调出显示界面。 

现场测试的数载荷谱数据，

导入试验台程序后，可以实现模拟

加载。 

图 6 为挖掘机多路阀可靠性试

验现场，通过模拟负载进行多路阀

寿命试验与耐久试验。 

采用 NI CompactRIO 组成控制

和采集系统，是轻巧、坚固的工业

控制和采集系统，基于 NI 可重新

配置 I/O（RIO）技术，适于超高性

能和自定义应用，利用 NI LabVIEW

图形化编程提供快速开发，高精度

测量，高速动态测量。

整个系统都由工业以太网连

接。系统分为 3 大块，通过工业以

太网连接。上位机、PLC 系统、RIO

控制三者之间可通过以太网通讯。

PLC S7-300 系统也是采用以太网通

讯，主站与 2 个从站之间也是通过

工业以太网连接。这样将各个分散

比较远的系统轻松整合在一起，减

少了大量的接线，同时也可以大大

减少干扰。 

◆耐久试验台 

液压泵马达耐久性测试台（飞

轮加载电功率回收）。主电机功率

315kW，最高压力 50MPa，可实现

多频次脉冲试验。变频控制系统作

为液压试验系统的一部分，驱动主

电机，电机拖动液压泵，液压马达

带动飞轮负载。测试定量马达时，

改变泵的排量，马达带动飞轮负载

在几秒内由 0 速上升到 5000RPM，

泵排量减小，即几秒种内又从

5000RPM 的速度降到 0，不断的循

环。当马达转速下降时，电机工作

在发电状态，通过变频器反馈能量

回电网。 

◆综合试验台 

多试验台的液压匹配试验，实

现以下主要功能：1. 开式系统的测

试；2. 闭式系统的测试；3. 多路

阀测试；4.对顶加载油缸测试；5.变

幅加载油缸模拟测试；6. 典型工况

负载普加载系统匹配试验。

可实现电功率回收。选用可再

生回馈系统，采用直流母线回馈方

案。通过测功机将马达的机械功转

换为交流电，通过变频器逆变单元

转换为直流电，回馈到直流母线上，

再提供给主电机变频模块使用。达

到功率回收的效果。采取了必要的

软件与硬件抗干扰措施及安全措施，

可保证系统不受外界电磁干扰，电

源波动干扰；模块设计使得出现故

障不会对其他部分产生危害性干扰。

◆专项试验台

TBM滚刀破岩试验机（见图7）

当 时 国 际 上 此 设 备 有

四 台：1. 美 国 科 罗 拉 多 矿

业 学 院 (Colorado School 

of Mines)；2. 土 耳 其 伊 期

坦 布 尔 理 工 大 学 (Istanbul 

Technical University)；3. 韩

国国立首尔大学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4. 新欧公司设计的

TBM 线试验机可直线运动和旋转运

 图 5 电磁阀阀体疲劳脉冲寿命试验系统 图 6 挖掘机多路阀可靠性试验现场

 图 7 TBM 线试验机主机及试验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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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取得 3 项发明专利，1 项国际

领先科技成果评价。 

此设备用途：1. 掘进机破岩

机理研究；2.TBM 刀盘设计优化；

3. 滚刀设计优化；4.TBM 推力及扭

矩预测；5.TBM施工进度预测；6.TBM

施工刀具磨损预测；7. 刀具寿命

测试。 

液压泵摩擦副专项试验台

1.柱塞与缸孔间摩擦副测试：

柱塞轴向摩擦力 Fz、侧向力 Fx 和

Fy，扭矩 Mz，油膜厚度，压力场温

度场。

2.配油盘与缸体摩擦副测试：

摩擦力，油膜厚度，压力场温度场。

3. 滑靴与斜盘摩擦副测试：

摩擦力，油膜厚度，压力场温度场。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液压试验

装备 

由于涉及有关方利益，因而存

在人为篡改和破坏液压试验采集的

传感数据的情况。这导致数据失真，

导致人们对数据本身及试验系统不

信任。这阻碍了液压实验技术的应

用与发展，也对液压技术的进步产

生了不良影响。 

一种去中心化、无需信任的数

据真实性保障方法，它基于区块链

（Block chian）技术（见图8、图9），

将液压试验台全生命周期事件及其

采集的传感数据使用区块链进行真

实性保护，实现极高的信息抗篡改

安全性。

系统主要组成： 

1. 液压试验台主体 

除完成液压测试、远程控制、

数据自动采集等业务功能外，为完

成数据安全性保障功能，定时将传

感数据进行封装，并使用加密通信

技术签名后发送给可信存储服务

模块。 

2. 可信存储模块 

将接收到来液压试验台的传感

数据进行拆包和校验，检查数据来

源的可靠性；存储传感数据至数据

库，并利用哈希算法计算这些数据

的数字指纹，存入加密数字区块链

中进行防篡改保护。 

3. 数据库 

接收可信存储模块提供的采样

数据，供上层服务及应用查询使用。

在实际操作中，可使用 MySQL 和 MS 

SQL Server 等关系型数据库，亦可

采用 MongoDB 等 NoSQL 数据库。

4. 服务及应用部分

除向用户提供试验数据的分析

展示等常见应用外，在系统安全性

保障方面，利用区块链验证系统数

据库中试验数据的真实性。 

在这个系统中，有一个液压

元件可靠性（寿命预测）子系统。

预测系统包括液压元件故障数据

库、规则库、推理机、学习机制

等部分。系统按照专家系统推理

机制、案例推理机制、数理统计、

元件历史数据及相关因素预测元

件的使用寿命。这一功能可帮助

用户有计划地安排检修与备件，

减少各类意外停机。

还有一个液压故障查询子系

统。包括各类液压元件典型故障、

故障的原因、故障的症状、故障机

理，以及故障排除方法。此功能可

帮助用户发现液压设备异常，追寻

故障踪迹，消除故障隐患，规避重

大事故。由此液压设备在运行环节

进一步了提高可靠性。

拟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发送

区块链的链上（On-Chain）交易。

对液压试验台的传感数据进行签名

和签名验证。保存数字指纹至区块

链。液压试验数据真实性校验。 

主要创新点：本项目在国内

首次推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液压

试验台，大幅提升液压试验台数

据安全可靠性，将对液压实验技

术进步产生重大影响。此项目正

在按计划进行，新欧实验室和部

分参与客户正在对此项技术进行

验证试验中。

                  图 8 区块链结构                            图 9 基于区块链的数据传送（存储在云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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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华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自 1993 年以来，始终专注于结

构力学性能智能化测试分析系统的

研发和生产，产品应用在结构的各

种强度试验、疲劳试验（寿命评估）、

动力学分析（固有频率、振型、阻

尼比、刚度和模态质量）；准确测

量外力（风、水、气流和爆炸冲击

波等）对结构的影响；通过对设备

运行状态的检测和分析，实现对设

备的故障预测和健康管理。出厂免

费提供第三方机构（通过 CNAS 认

证）出具的校准证书，确保测试系

统量值的准确性。2012 年，企业

成功在国内 A 股上市（股票代码：

300354）。

公司为客户提供结构力学完整

解决方案，传感器、数据采集设备

和控制分析软件，都由公司自主研

发。成功应用的行业包括航空航天、

车辆工程、机械工程、电子产品和

土木建筑等，经过20多年的发展，

积累的技术创新如下：

◆智能导线识别功能：只要将

用户定义的测点信息与导线编号绑

定，系统即自动读取测点信息并始

终与数据对应，同时，智能导线还

保存了硬件的测点参数，更换通道

后自动录入测点参数信息，提高了

工作效率，避免了现场出错。

◆应变测试自检功能：软件一

键操作，同步完成所有通道各个状

态（包括供桥电压、桥路连接、放

大器、自动平衡、A/D 转换器及采

样控制等）的自检。

◆桥路导线电阻自动测量及修

正：软件一键操作，同时完成所有

通道在 1/4 桥（三线制）、半桥和

全桥状态下，桥路长导线电阻的自

动测量，并根据工作状态，完成自

动修正。

◆应变程控自动校准功能：单

台程控标准应变源可同时完成 16

（全桥、半桥、1/4 桥）应变示值

误差、应变非线性误差。多台源之

间可以联机同时校准，实现智能化

一键式应变校准，一键启动，中途

无须人工干预即可完成校准工作，

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且同时可

自动生成报告。

◆无线同步技术（见图 1）：

◆超动态信号测试分析系统

（见图 2）：

◆千兆以太网通讯功能：千兆

以太网通讯，DMA 实时数据传输，

传输速率更快，实现无限通道扩展，

大系统多测点不间断连续采样，通

讯距离更远，利用光纤，可达数公

里。最近，在中石油管道爆炸断裂

控制试验中，应用了这一技术，通

过一台服务器，640 个测试通道，

每通道1MHz的采样速率同步采样，

实时将所有数据存入服务器的硬盘

中，实现了长时间实时、无间断记

录所有通道信号，保证了数据传送

的高速、稳定、不漏码、不死机。

◆高抗干扰能力及完美的综

合指标：多层屏蔽，有效抑制了电

场干扰、磁场干扰和电磁场干扰；

先进的隔离技术，保证输入、输

出，通道间高度隔离，在共模电压

±500V 时，依然有 120Db 的抑制能

力，有效抑制了各种传导干扰。极

高测量精度，极高稳定性，极低的

漂移。

◆多客户端与多屏显示：支

持多客户端与多屏显示模式，适用

于大型测试系统的分布式采集与监

控，满足不同测试人员或工况环境

下的数据查询和显示。

报告十二：智能测试技术

报告人：江苏东华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沈高飞

       图 1 超动态信号测试分析系统                         图 2 超动态信号测试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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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泰科自 1964 年在英国成立

以来， 始终致力于为工业、移动

和农业等行业的全球客户服务，帮

助进行液压故障诊断和监控液压系

统状态，以实现高重复精度的精准

液压控制。我们自主研发与生产的

产品系列包括各类高压流量与方向

控制阀件，在线数据采集系统和仪

器与试验台仪器（见图1和图2）。

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旋挖钻

机动力头精密测试及故障分析的案

例。针对旋挖钻机动力头液压马达

频繁发生故障，带来的巨大的物质

和时间的损失，为了彻底解决这个

故障，我们制定了详细的测试方案

和测试流程，对两台旋挖钻机做了

精密的测试，使用的精密的液压系

统测试仪器，英国威泰克制造的测

试仪和数字式采集器（见图 3），

取得了大量的数据和曲线。具体内

容如下：   

◆通过使用英国威泰克精密液

压测试仪器，对两台旋挖钻机的动

力头液压系统进行测试，并取得了

多个多种测试曲线（见图 4）。

◆对两台旋挖钻机动力头液压

系统的测试结果进行比对，发现两

个设备的优劣，并提出设备的故障

隐患。

◆通过对威泰克软件的测试曲

线分析，可以精确地发现元件在系统

中承受的压力变化，压力的变化可以

分析对元件损坏的影响。

◆通过实际工况产生的特性，

与元件制造商给出的参数做一对

比，找出工况对元件的损坏原因，

从而发现系统的问题，并通过系统

解决问题。

综上内容，我们在报告的最后，

对解决动力头故障给出了一些结论

性的意见，读者或听众可以根据我

们的意见进行设备的整改，希望最

终能够帮助旋挖钻机用户能够解决

问题，避免掉一些损失。

报告十三：旋挖钻机动力头精密测试及故障分析

报告人：威泰科（香港）有限公司市场与销售总监 张慧敏

                   图 1 诊断测试设备                                  图 2 在线液压数据监测设备

              图 3 威泰克测试仪器                                          图 4 测试曲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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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反馈

在行业同仁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本次交流会取得圆满成功。会后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反馈工作，听取大家的体

会和感想、评价和建议，为下一步技术交流工作的开展，做好改进，现摘选部分反馈与读者分享：

◆此次活动收获很大，与其

他活动相比，值得点赞的是更多的

技术和应用方面的分享，以及应用

先进技术研发的设备，还有先进生

产管理的参观学习，少了那些太过

浓厚的商业宣传，给交流会的专业

性和纯洁性很大的加分。希望能坚

持这样的风格和方式举办更多知识

化、专业化的交流会。

◆会议内容很务实、创新，在

行业方向、试验方法、试验设备方

面使参会人员受益良多。

会议期间，全体代表冒着寒风

细雨，怀着高涨的学习热情，来到

山河工业城，在何清华董事长、朱

建新副总裁等高管的亲自陪同下，

先后参观了液压试验车间、盾构机

生产车间、山河技术中心，重点参

观了高压脉冲疲劳试验台、高端液

压元件及复杂系统试验台、蓄能器

◆针对性强，围绕行业受到制

约的技术热点畅所欲言，展示了各

自科学研究构想及解决方案，无私

共享了宝贵的经验和成果。

◆本次技术交流学习了行业的

发展形势和主机对液压元件的研究

现状，收货颇丰，同时作为液压元

件生产厂家，感受到了同行业的竞

争压力和紧迫感。

◆对整个工程机械液压工业发

展有了整体认识！也了解了当前发

展形势！知道了很多优秀主机厂和

液压企业！谢谢协会提供了这样的

舞台供大家共分享、共发展！

◆实用，适用！很多干货，

受益匪浅，非常有意义的一次交流

会，希望测试技术能够更好地为液

压系统和工程机械服务，希望听到

更多关于测试方法和测试标准的

报告。

◆通过本次交流，主机厂和液

压元件厂还需积极加强合作，感谢

这次交流会主机厂和液压元件厂互

相学习交流的机会。

耐久性试验台等。

在山河技术中心文化展览室，

代表们看到了何清华董事长的生活

轨迹和山河智能发展历程、公司创

新产品、技术成果等。让代表们加

深了对何董事长和山河智能公司创

业发展的新认识，深刻领悟到何清

华董事长几十年来刻苦钻研、不懈

追求的执着精神，以及山河智能摈

弃市场跟随模式，前瞻性地先于他

人进入市场的先导式创新模式，为

企业带来了差异化的发展先机。

参观学习活动让每位代表收获

颇多，认真的学习，彼此的交流，

把大家的心紧紧相连，共识大会取

得的成果，共为大会助力点赞！

参观学习

山
河
智
能
参
观
合
影

山
河
智
能
参
观
现
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