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8

学习与分享
本刊编辑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

宣传、党管意识形态。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要加强作风建设，坚决纠正“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宣传思想干部

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作为行业媒体，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

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着力提升“四力”，锐意创新，勇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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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走访

行业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了解本领域科研成果产学研结合情况；坚持开放共享的原则，搭建亚洲国际动力传

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高新技术展区，展示最新科研成果，推动产学研用；坚持推动行业技术进步，贴近实际应

用，组织技术交流、技术培训、产业对接等；坚持融入市场，深入专业展会，了解产品和技术发展动态。

多年来，杂志社以创新服务理念，开展务实有效工作，相继走访了近30所国内设有流体传动与控制学科

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收集到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流体动力领域的科研成果，经编辑整理陆续刊登在杂志“企业之

声”栏目中，为行业推广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和创新成果，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应用，努力发挥着行业科

技期刊的积极作用，得到社会各界和行业同仁的关注和好评。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社将不负众望，扎根行业，服务行业，守正创新，为社会和行业发出更多正能量

声音……。

北京精密机电控制设备研究所

北京精密机电控制设备研究所是航天伺服机构的研究、设计、制造专业研究所，是中国航天伺服技术的开

创者和引领者，已有5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航天系统唯一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质，专业从事航天伺服产品科研

生产任务的高新技术研究所。

研究所主要承担航天伺服控制、遥测中间装置、智能机电以及工业自动控制产品的设计、开发与生产制造

任务。在国内率先开展航天伺服控制技术研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研究体系。同时，还具有伺服整机、液

压源、电机、泵阀、电子产品等的机加、热表处理、装配及调试的生产能力，在精密制造和先进制造领域均处

于国内先进水平，形成了以亚微米级精密机械加工为重点的，包括特色热表处理和微小系统精密装配等专业完

整的机电液一体化制造体系。五十多年来，开发了用于30余个航天飞行器型号近50型伺服机构系统，以及超高

速涡轮泵、大功率机电伺服驱动器等为代表的300余种配套产品，将航天伺服技术不断推进到世界先进水平。

依托先进的航天伺服技术和精密加工能力，以及在研发周期长、研发难度高、资金投入大的项目领域中的

优势，面向外部市场开拓了飞行控制执行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智能机构技术、大功率电驱动技术、特种能源

技术五大应用领域，开发了应用于环卫行业、石油钻井、医疗行业、电力电子、智能机器人及应用、伺服阀与

液压系统等系列化产品，同时实现了新技术在船舶和航空领域的拓展应用。

研究所现有员工1800余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国家级专家3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7人，全国

技术能手3人，高级工程师以上300余人，技师以上100余人，博士、硕士研究生500余人。先后获得全国科

技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防科技成果奖、部级科技进步奖和重大科技成果奖共190余项，其中全国科

技大会一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5项、一等奖1项。2009年获国家科工局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资质，

2014年经“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批准建设“机械工业精密传动机构及伺服驱动系统工程研究中心”。

之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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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年初，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自动垂直

钻井、旋转导向、无线随钻测井等高端领域方面替代

进口，在油气节能环保等特色领域开展联合开发。业

务范围涵盖了钻井服务、稠油热采、完井试采、智慧

油田等。

钻井服务

1、自动垂直钻井

VertiServo垂钻导向一体化工具由MWD、泥浆涡轮

发电机、逆变电子节、旋变、电子节（包含电机控制

器、测斜仪、中央控制器、电源模块）、微型电动液压

模块、地面信号编解码系统等组成。

当工具下井工作时，由泥浆冲刷涡轮发电机获取

电能，电能往下经过逆变电子节传输给旋变原边，通过

电磁感应将电能传输给不旋转的旋变副边，旋变副边连

接电子节电源模块，电源模块将接收到的电能转换为

各个控制及执行机构所需的电压。VertiServo垂钻导向

一体化工具在钻进过程中，由不旋转外套上的近钻头测

斜仪实时监测工具的井斜和高边情况，中央控制器根据

当前的指令模式（共有垂钻、稳斜、造斜、划眼四种工

作模式），通过控制电机驱动器以矢量控制的方式驱动

三个独立的微型电动液压模块，液压模块外部的翼肋在

液压力的作用下对井壁施加作用力，作用力大小可以调

节，通过井壁对肋板的反作用力控制钻头向指令要求的

方向钻进，这一过程自动完成，不需要任何人为干涉。

◆研发试验情况：

● 2007年开始和新疆石油管理局合作；

● 3代产品，38套样机，32口井，35次试验；

● 3种规格覆盖8.5’’-17.5’’井眼； 

● 总进尺：大于10000米。

◆技术特点：

● 0.3°井斜控制，媲美PowerV；

● 模块化插拔式设计，维护简单；

● 充分可测；

● 矢量控制算法；

● 兼容第三方MWD/直井测斜仪器。

2、旋转导向钻井系统

Auto Servo旋转导向钻井系统由MWD（见图1、图

2）、泥浆涡轮发电机、逆变电子节、旋变、电子节（包

含电机控制器、测斜仪、中央控制器、电源模块）、微

型电动液压模块、BPA、地面信号编解码系统等组成。

◆研发试验情况：

● 2011年开始研发；

● 两种规格覆盖8.5’’-17.5’’井眼；

● 几十次水泥台及打井试验； 

● 顺81井、顺83井、哈31-H2、沈268-H313、胜603

  井、LN3-3-13H；

● 总进尺：大于10000米；

● 配合专用钻头最大造斜率能到8°/30m。 

石油业务

图2  源于飞行控制软件的旋转导向钻井控制软件及算法

图1  旋转导向钻井系统AutoSer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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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点：

● 垂钻、导向一体化设计；

● 通信协议开放，兼容性强；

● 指令下传成功率大于98%；

● APS旋转脉冲阀，深井适应性强。

3、上悬挂固定式LWD

航天钧和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精密机电控制设备

研究所下属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上悬挂固定式LWD（见

图3、图4）采用APS固定式旋转脉冲器，具有适应性

广、可靠性高的特点；以自主研发的泥浆发电机作为主

供电电源，以高温电池为备用电源，可提高工具的续航

时间、降低工具掉电的风险；通过自主研发的中控探

管，将测斜仪、电阻率、伽马等部件集成在一起，下部

连接标准无线短传接口，具有协议开放、稳定性好的特

点，可与Auto Servo旋转导向钻井系统无缝对接，实现

旋转地质导向。

组成：旋转脉冲器+低功耗流量开关+150W发电机

+备用电池筒+中控探管+测斜仪+探管式电阻率+Gamma+

无线短传组件

完井服务

1、RFID试油开关工具

RFID智能可控开关工具由天线短节、液压控制短

节和油缸短节组成，同时配备地面测控箱和标签。主要

包括：高温RFID射频通信单元、中央控制单元、电源管

理单元、电机驱动单元、微型液压泵单元、开关位置识

别单元和高温电池单元等，可以实现通过地面投送RFID

标签开关智能开关工具产品等功能。

技术特点：无限极串联，全通径，RFID射频标

签，无需磨洗球座，微型电机泵液压动力，具备RFID标

签、定时时序、压力波指令下传功能，测量内、外压力

和温度，测试管柱无需电子压力计。

2、RFID智能压裂测试滑套

2017年10月11日，在ECF2017第七届亚太页岩气峰

会上，北京精密机电控制设备研究所研制的具有独立自

主知识产权的页岩气开采用RFID智能压裂测试滑套荣获

ECF2017能源技术创新成果奖-智能化/信息化技术创新

奖。该滑套将门禁系统RFID的射频卡读卡器集成到石油

井下压裂和测试滑套控制器上，通过向井下投放RFID标

签（见图5），向地下滑套发送控制开关指令，利用微

型电动液压能源做动力，控制开关工具的开启和关闭。

◆功能特点：

● 不受层数限制，可实现多层的分层测试等；

● 具有定时唤醒、压力波唤醒功能；

● 具有电源管理功能，节约电能，大大提高电池使

  用时间；

● 具有开关到位检测及自锁功能；

● 具有数据存储功能；

● 具备开关工具开度大小控制功能；

● 具备不提管柱进行指令下传和井下数据上传功能；

● 喷射孔采用对称式长条孔设计，保证结构强度的

  同时提高喷射效率。图4  LWD地面解码成像软件

图3  上悬挂固定式LWD

图5  RFID信息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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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油管柱声波通信

油管柱声波接力通信系统（见图6、图7）通过油

气井的金属油管作为声波传输载体，间隔500米-1000米

在油管上布置一个声波中继节点进行接力传输，不改变

现有油管和井口阀门结构，地面设备采用太阳能供电，

通过北斗短报文通信和服务器连接，整体系统可以做到

半双工通信。

系统各节点自备电源，井下工作时间可达5年以

上，能耐受150℃高温，140 MPa环境压力，系统安装

操作简单，具备取代传统电缆式井下长期监控系统的

优势。

◆功能特点：

油管柱声波接力通信系统不需要布置留井电缆，

不需要过电缆封隔器，大大简化了操作工艺，降低了井

下长期监控系统的成本。

各声波节点内部采用航天级压电陶瓷声波激振

器，以及高灵敏度MEMS振动加速度拾音器，采用优秀的

梳状滤波器采集算法，执行成熟的航天级嵌入式软件设

计和测试准则，接口简单灵活，易于和井下各种监测和

执行机构集成。

地面系统设计时，考虑到海洋环境以及野外偏远

地区没有手机信号的特点，采用北斗导航短报文通信，

太阳能电池板供电，可做到长期无人值守。

4、井场高压气井阀门电动控制系统

能够实现现有各种阀门的远程、无线控制，实现

电动化、自动化升级改造、实现智能控制。目前开发了

试油试采智能化调节系统、管汇阀门自动控制系统、除

砂器自动控制设备（见图8）。

管汇阀门自动控制系统：管汇阀门自动控制系统

是石油测试与试采智能化监控系统的一部分，应用于试

油生产环节。采用开关型电动执行器替代人工开关管汇

中的板阀，既降低了劳动强度，又保证了操作人员的

安全性；采用调节型电动执行器控制管汇的阀门，可以

起到提高控制精度，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人工成本的作

用；在电动调节的同时，仍然保留了人工操作手轮作为

备用。

◆技术指标：

● 电动执行器额定转速：92 r/min；

● 电动执行器额定输出最大扭矩：500 Nm；

图6  声波通信应用

图7  声波通信

图8  井场高压气井阀门电动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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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执行器供电电压：三相380 V；

● 电动执行器额定功率：3 kW；

● 无线通信距离：≥500 m；

● 工作温度环境：-25℃～70℃；

● 防爆等级：ExdⅡCT4；

● 防护等级：电动执行器IP68。

2009年3月，研究所联合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共

同开展人工辅助心脏研制工作（见图9、图10），历经6

年研发，产品样机批次性满足国际溶血指标要求，关键

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2016年，投资设立了航天

泰心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国内从事心室辅助装置研发和

生产的唯一纯国资企业。

HeartCon型心室辅助装置

公司研制的HeartCon型心室辅助装置为第三代

磁液悬浮离心血泵，综合运用了泵机一体化、磁液双

悬浮、系统双冗余、内流道优化和表面改性技术，实

现转子在血液中无接触悬浮运转，具有体积小、质量

轻、低溶血、少血栓的特点。产品于2013年在泰达国

际心血管病医院率先完成左心辅助动物实验羊存活120

天的国内记录；定型产品重180 g，溶血指数NIH小于

0.006g/100 L，自2017年10月开展批量实验，6只实验

动物全部健康存活超过95天，最长180天后安乐死。该

产品已通过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即将开展多中心临

床试验造福国人。

微型VAD研发

研发团队自2016年起，应市场发展趋势开始着力

研发微型VAD。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微型VAD集成度

更高，相比于现有心室辅助装置的体积和质量大幅降低

并提高了易用性，除可用于常规左心辅助外，同样适用

于右心及双心辅助。

研究所近几年大力发展机器人及智能制造技术

（见图11），制定了机器人柔性智能制造系统、智能服

务机器人及人机协作工业机械臂、机器人关键元件为三

条主线的机器人智能自动化系统产业发展规划，具备智

能机器人产品开发的设计、仿真、制造、实验和测试基

础能力和条件。目前已开发出生活垃圾智能分拣及搬运

机器人系统、空间机械臂、人机协作型机械臂系统、重

载液压机器人、桌面机械臂、一体化集成机械臂关节、

关节控制驱动器、机械臂控制器、机器视觉处理单元、

谐波减速器等系统、单机和元件级产品。

智能分拣机器人系统

智能分拣机器人（见图12）属于自动化集成设备与

自主研发的智能算法相结合的智能化生产线设备，主要

由机器视觉识别系统、人机交互系统和机械臂分拣单元

构成。采用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智能识别、机械臂在线

智能机器人

图9  研发团队与左心辅助动物实验羊合影

图10  心室辅助装置在体内工作示意图

图11  研究所人员参加机器人大会

人工辅助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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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机械臂，该机械臂可以广泛应用于3C行业等需人机协

作的场合。

2、仿人机械臂

七自由度人机协作型机械臂（见图16），该机械

臂可以广泛应用于家庭医院等需人机协作的场合。

3、轻型桌面机械臂

机器人控制系统开发平台系统梳理了机器人系统

设计的需求，并针对性的研发了一套完整的机器人控制

系统设计解决方案。该系统包含机器人控制系统仿真平

台、机器人实时控制平台、机器人ROS智能算法平台三

部分，并成功运用到如下图所示人机协作型机器人开发

过程中。

4、通用型高性能机器人控制器GRCE

◆通用型控制系统特点（见图17）：

● 高度模块化性：硬件结构模块化、软件结构模

  块化；

● 高实时性能：多任务定时中断最大误差15us；

● 高总线带宽：EtherCAT 分布式控制架构实现6-9

  轴微妙级同步；

● 高开放性：开放的编程接口，支持ROS机器人操

  作系统。

5、机器人智能感知系统

机器人智能感知系统以光、视、听、力等传感器

件为输入，集成了Lidar、Infrared、RGB、Sound、

Torque等多种感知信息，模拟智能体的信息输入形式，

形成了多信息融合的智能感知系统。

智能机器人通过视听等感知输入，得到目标物感

知信息进行信息融合，智能识别模型处理感知信息，得

到相应的感知结果，经过运动控制环节的解析，控制机

器人进行智能活动。

在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的“三化”设计原则

指导下，研究所民用伺服阀产业通过不断地设计改进和

工艺改进，提高了设计生产效率，降低了产品成本，提

高了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目前已形成了12个规格系列

产品的批量化生产。已广泛应用于国内材料试验机、注

塑设备、机械加工、轧钢设备等多个行业领域。

喷嘴挡板两级电液伺服阀

喷嘴挡板伺服阀（见图18）为北京精密机电控制

设备研究所的传统优势产品，从产品性能、接口、通用

性、互换性以及多样性等方面，全面瞄准市场应用最为

广泛、需求量最大的进口及国内同类产品。目前，已基

本实现无障碍直接替换市场上常见的进口、国产伺服阀

产品，在同类产品中逐渐具备了较强优势和竞争力。

◆产品主要技术特点：

● 性能优良，动态响应高；

 

图15  轻型工业机械臂

图16  仿人机械臂

图17  通用型控制系统

伺服阀与液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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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紧凑，体积小，重量轻；

● 适用于对位置、力、速度进行闭环控制。

三级电液伺服阀

近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型冶金、航

空、船舶等行业需要建设一大批重型高精度液压驱动装

备，这些设备需要大流量的液压伺服控制系统，只有三

级电液伺服阀（见图19）才能满足此类需要。此前，三

级电液伺服阀主要依赖进口，国外厂家依靠技术垄断，

产品定价很高，且高性能产品限制向我国出口，这不但

增加了我国新设备的研制成本，且由于三级电液伺服阀关

键技术的缺失，限制了我国高性能液压控制系统的发展。

经过多年的摸索尝试，北京精密机电控制设备研

究所已成功研制出高性能三级电液伺服阀，性能优良，

质量可靠，已成功应用于冶金、大型试验机等行业。

◆产品主要技术特点：

● 高分辨率、低滞环，动态响应高；

● 集成式控制放大器，阀芯闭环控制；

● 适用于对位置、力和速度进行闭环控制的场合。

射流管电反馈伺服阀

射流管电反馈伺服阀（见图20）由于抗污染能力

强、控制精度高、质量可靠和维护简单等特点，在钢

铁、煤矿等行业应用广泛，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此

前，国内各单位普遍选用进口产品，价格昂贵，维修周

期长。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北京精密机电控制设备研究

所成功研制出射流管电反馈伺服阀，其静、动态性能指

标基本达到进口同类产品的水平，液压、电气接口与进

口产品一致，可无缝替换进口产品。目前，该产品已成

功应用于国内多个冶金企业，客户反映良好。

◆产品主要技术特点：

● 耗能低，分辨率高，动态响应高；

● 射流管先导级，可靠性高，寿命长，抗污染能

  力强；

● 集成式控制放大器，阀芯闭环控制；

● 可应用于压铸机、注塑机及其它重工业。

直动式电液伺服阀

直动式伺服阀（见图21）具有抗污染能力强，动

态响应高、结构简单且成本较低等特点，主要应用于冶

金、汽车、轻工机械，工程机械，电力工业等领域。北

京精密机电控制设备研究所研制成功的直动式伺服阀可

直接替换进口同类产品，已成功应用于国内冶金、试验

机等行业。

◆产品主要技术特点：

● 线性力马达直接驱动，功耗低，泄漏量小；

● 集成式控制放大器，阀芯闭环控制；

● 低滞环、高分辨率，动态响应高；

● 具有电气零位调节功能。

图18  喷嘴挡板两级电液伺服阀

图19  三级电液伺服阀

图20  射流管电反馈伺服阀

图21  直动式电液伺服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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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伺服阀

防爆伺服阀（见图22）主要应用于氢气、天燃气

和煤矿等涉及爆炸性气体的环境，此前市场主要被进口

产品占领市场，国产伺服阀无成熟防爆产品上市。北京

精密机电控制设备研究所响应市场需求，主动研发和认

证通过了满足市场需求的防爆伺服阀产品。目前，该成

品已成功应用于国内石化领域。

◆产品主要技术特点：

● PCEC认证通过，防爆标志为ExibⅡCT4Gb，外壳

  防护等级IP66；

● 高分辨率、低滞环，动态响应高；

● 适用于对位置、力、速度进行闭环控制。

液压伺服系统

液压伺服系统（见图23）主要包括伺服阀测试系

统、伺服力加载系统、疲劳加载系统等，主要客户包括

冶金行业、航空系统、高校科研单位等。

◆产品主要技术特点：

● 满足电液伺服阀、比例阀出厂试验及测试检测

  要求；

● 结构紧凑、功能全面、自动化程度高、扩展

  性强；

● 可进行伺服阀、比例阀的静态特性和动态特性

  测试；

● 可进行高精度的位置、速度、力等变量的伺服

  控制。

伺服放大器

北京精密机电控制设备研究所的伺服放大器（见

图24）主要包括独立式和集成式两种，产品型号规格可

满足市场上常见伺服阀、比例阀的使用需求。

◆产品主要技术特点：

● 可拨码方式选择比例、积分控制；

● 可选择输出信号类型和大小；

● 带有颤振信号通道，幅值和频率可调；

● 标准DIN 导轨安装。

图22  防爆伺服阀

图23  液压伺服系统

图24  伺服放大器

北京精密机电控制设备研究所联系方式：calt18@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