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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液压为装备智能化带来的改变  

——据北京亿美博科技有限公司专家杨涛报告录音整理

◆电动时代背景下液压泵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据浙江工业大学专家阮健报告录音整理

数字液压提升了液压传动的

技术性能，使得相对电传动具有

更大功率密度的液压传动重新获

得了发展机遇，让人工智能与工

业装备相结合，推动大型装备迈

入智能化高质量发展之路。我们

通过数字液压在冶金、能源、工

程机械等行业的成功应用和智能

化案例，来介绍数字液压为装备

智能化带来的改变。 

因为在电动化时代，电机的

变转速是它所自有的，不需要增

加成本。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原

来为固定转速设计的泵，是否能

够满足在变转速的工况下使用？

电动液压泵需要什么样的技术要

求？这个就是我今天围绕的一个

主题。

PTC ASIA 2021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之三～之四）

本刊编辑  张婷婷（98）

由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和汉诺威米兰

（中国）有限公司共同组织举办的2021 PTC ASIA展

会，于2021年10月26日～29日在上海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成功举办。

展会同期举办的“PTC ASIA 2021高新技术展区@国际技术交流报告

会”再次成为展会重要技术内涵和亮点，吸引了众多嘉宾前来学习

交流。

为了让更多的同仁了解本届国际技术报告会实况，《液压气动

与密封》杂志对专家的报告通过录音进行编辑整理，陆续发表在

2022年《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和微信平台上（公众号：chpsap-

yqm），希望更多的读者在学习中得到启迪和收获。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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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施光林

上海交通大学

13:00～13:30   数字液压为装备智能化带来的改变 

杨涛/专家（北京亿美博科技有限公司）

13:30～14:00   电动时代背景下液压泵面临的挑战

和机遇 

阮健/专家（浙江工业大学）

编者按：由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和汉诺威米兰（中国）有限公司共同组织举办

的2021 PTC ASIA展会，于2021年10月26日～29日在上海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成功举办。展

会同期举办的“PTC ASIA 2021高新技术展区@国际技术交流报告会”再次成为展会重要技术内涵和亮点，吸

引了众多嘉宾前来学习交流。

为了让更多的同仁了解本届国际技术报告会实况，《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对专家的报告通过录音进

行编辑整理，陆续发表在2022年《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和微信平台上（公众号：chpsap-yqm），希望更

多的读者在学习中得到启迪和收获。敬请关注！

本刊编辑  张婷婷  

数字液压为装备智能化带来的改变 
——据北京亿美博科技有限公司专家杨涛报告录音整理

之三PTC ASIA 2021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今天做一个“数字液压为装备智

能化带来改变的专题”分享。我学的

专业不是液压，可能会在专业术语等

方面存在不足或错误，只算是抛砖引

玉，不算是严谨的学术交流。

如果将钢铁称为工业的骨骼、

功应用和智能化案例，来介绍数字

液压为装备智能化带来的改变。 

液压为何数字化？
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液压为什

么要数字化？液压实现数字化的目

的是什么？仅仅是为了控制还是为

了提升性能？

在此我先给出一个自己认知的

答案，这个也是中国工程院前院长

周济院士到亿美博对数字液压进行

调研时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数字

化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数字化是为

信息化和智能化搭建的基础。因此

在我看，液压数字化至少要实现三

人工智能是大脑，那么液压就是工

业的“肌肉”。肌肉的精准可控并

实现数字化和网络化，是简化控制

难度、提升技术性能、降低综合门

槛、推动装备制造业迈入智能化发

展的捷径。工业4.0成为工业智能

化发展的共识，大功率传动的数字

化成为装备智能化发展的关键。数

字液压提升了液压传动的技术性

能，使得相对电传动具有更大功率

密度的液压传动重新获得了发展

机遇，让人工智能与工业装备相结

合，推动大型装备迈入智能化高质

量发展之路。我们通过数字液压在

冶金、能源、工程机械等行业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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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的改变：

第一是希望通过液压数字化提

升技术水平。我们知道不论是发

达国家还是我们国家，现有的液

压技术对于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形

成严重阻碍，也就是所谓的“锁喉

之痛”。虽然美国波士顿动力把机

器人Atlas做得能跑能跳能够后空

翻、把四足大狗做得满街跑，但世

界上也仅有这么一家公司能够做

到，这是为什么？我的看法可能是

不一定正确，我个人认为液压是关

键瓶颈。电动化相比液压能够做得

更简单，我们看到小米狗、阿尔法

狗、宇树狗等国内厂家的电动四足

机器人（狗）已经满街跑了，但是

液压大狗现在还很难跑起来，至少

我们还没有看到现实中的工业化产

品。因此我个人认为液压作为传动

领域的基础技术，对整个装备制造

业来说是个瓶颈。因此我认为液压

数字化第一重要的就是提升液压的

技术水平。

第二是希望通过数字化降低液

压应用的门槛。美国波士顿动力能

把液压大狗和Atlas机器人做好，

它的技术团队大量来自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以及液压传动技术有美国

MOOG支撑，所以波士顿动力的机器

人才能如此精湛。但是如此高级的

传动及控制技术想要在工业领域中

普及应用是很难的，这也是目前液

压机器人并未大面积普及的根源。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液压数字化来降

低液压的应用门槛，能够让所有人

都会用，而且能够用好。

第三是希望通过液压数字化推

动工业自动化、智能化发展。我想

大家都认同未来的工业发展一定会

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迈进。如果

液压不能够满足未来工业发展的需

求就会被淘汰。这些年我们已经

看到电传动技术越来越多地取代

液压被广泛应用，我是学电的，父

亲是从事机械液压专业的，我做电

控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它简单易用，

但明显的不足是其体积重量要比液

压大很多，换句话说就功率重量比

较小。波士顿动力机器人之所以能

够后空翻，而电动机器人都很难跳

起来，这个差别就是功率密度。我

们知道液压的功率密度大，所以他

有足够的爆发力，从而能够跳的起

来。液压有更大的功率密度，能够

实现数字化的高精度控制，就能够

让工业自动化和智能化发挥效力，

就能加速工业发展进程。无论液压

是模拟还是数字化，其为方法而并

非目的。正如中国工程院前院长周

济院士所言，数字化不是目的，它

是为装备制造业实现信息化、自动

化和智能化搭建的基础。有了数字

化精准可控的液压技术，大功率传

动精准受控了，自动化水平才能提

升，才能有利于信息化大数据云计

算发挥效力，才能加速智能化落，

地推动工业4.0快速发展。

因此我个人认为，无论何种方

式的液压数字化，都至少应满足上

面这三个方面。

液压数字化的二种不同方向

近些年，液压数字化已经成为

国际国内行业发展重点和趋势，多

种多样的液压数字化技术不断涌

现。我们将其分为两种类型的液压

数字化：液压控制数字化；液压特

性数字化。

液压控制数字化

我们先来看一下液压控制的数

字化。“数字阀的出现是液压阀

技术发展的最典型代表，其极大

的提高了控制的灵活性，直接与

计算机接口，无需D/A转换元件，

机械加工相对容易，成本低、功

耗小，且对油液不敏感”。这句话

出自于杨华勇院士的《数字液压阀

及其阀控系统发展和展望》。这里

面列举了目前大家普遍称之为液压

数字化的一些元器件（见图1），

左侧是采用PWM/PNM控制的液压

阀，被称之为数字信号技术。右侧

叫做数字流量技术，包括数字控制

的流量离散高速开关阀，另外就是

按二进制流量面积并联组合的高速

开关阀岛，我们在此届PTC展会上

看到有一些院校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工作。

数字信号直接驱动
具有参数反馈与控
制功能的阀

数字液压阀

数字信号
驱动高速
开关阀

并联高速
开关阀数
字阀岛

数字信号（广义） 数字流量（狭义）

信号控制
流量离散

离散流量
元件组合

PWM/PNM
数字信号控制

 图1  数字控制化的液压元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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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网络智能化数字液压缸

这里我谈一下个人看法。通过

将液压阀数字化，例如高速开关占

空比调流，通过按2进制通流面积

多阀组合的DFCU等等，都是试图通

过数字化手段改善液压阀的流量分

辨率、精度、线性度、滞环等控制

特性。但这些数字化手段虽然提升

了液压阀的局部性能（暂且认为是

这样），但阀口压降的变化、流体

粘度变化、泄漏等外在因素的不

确定，依然需要传感器、控制算法

软件和参数的调整等，与复杂的伺

服阀控系统并没有太大区别。而被

很多人看好的DFCU不仅体积重量失

去了液压相比电动的优势，在大权

值流量阀开闭切换无法做到无缝衔

接而导致压力/流量的冲击，也是

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难题。除此

之外，不同温度、不同压力、不同

负载、不同流体等，即便在相同的

阀口面积下也并不能得到相同的流

量，而不确定的流量就无法精准地

控制行程、速度和加速度，这样的

数字化带来的好处是什么？不确定

的流量是否可以称为数字流量？因

此我们将这样的数字化技术称为液

压控制的数字化。

液压特性数字化

电信号的频率对应液压作动器

的速度；电信号的数量对应液压作

动器的行程。不同温度、不同压

力、不同负载、不同流体、甚至严

重内外泄漏情况下，只要能维持一

个较小阀口压降（低于伺服或比例

阀），亿美博数字液压就实现足够

精度的数字化特性。

与上述液压控制数字化不同的

亿美博数字液压，注重的是液压特

性的数字化。我们定义的数字液压

是液压作动器运动特性的数字化，

因此在大多数工业应用中完全可以

省略传感器，仅用开环控制方式

即可满足大多数精度需求，加上

传感器，就可以构成异构冗余双闭

环控制系统，进一步提高系统安全

稳定性能，优势是其它系统难以匹

敌的。正是由于液压作动器具有了

精准的数字化特性，不仅改变了液

压传动控制的方式，提升了液压控

制系统的性能，简化了液压系统构

成，提升了环境适应能力等，它与

计算机和网络接口更加便捷，从而

有利于信息化的大数据和云计算及

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在大功率传动控

制领域。

近些年，亿美博在数字液压基

础之上，进一步将其网络化与智能

化（见图2）。如：增加压力、温

度、姿态、振动等不同形式的传感

器；增加多种形式的现场总线网络

接口；嵌入高性能计算芯片，增加

大数据预处理和故障预测等能力，

使得数字液压更接近于信息技术爆

炸式发展及工业4.0智能化发展的

需要。

上面谈了亿美博数字液压的特

点和近些年的发展，那么亿美博的

数字液压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它能

够体现什么样的技术特征呢？我用

一段视频展示典型的工程机械液压

油缸，通过亿美博数字化升级后，

推一个百分表，进行往复运动，精

度优于±5微米，体现出亿美博数

字液压的特性。大家知道工程机械

油缸的综合性能并不高，但数字化

后将它的特性提升，主要表现在下

面几个方面：

◆高频响和高精度。我们通过

数字液压把频响和精度大幅度提

升，最近提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是数字液压的频响到底高还是不

高？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就是只有

高频响才能实现高精度，而通过

上述视频和大量应用案例可以看

到，数字液压可以在往复运动时

实现±5微米的精度，这个精度相

信绝大多数工业应用场合已经足

够高了，所以数字液压的频响够

不够高先不用争论，重点看实现

的精度是否能够满足绝大多数的

工业需求才更重要。

◆高一致性。大家都知道，数

字电子技术相对于以前的模拟技

术，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高一致

性。不论谁家生产的数字元器件，

其特性都是相同的，不会说这一批

的产品与下一批的不一样，在不同

工况下使用也具有一致性。数字液

压也同样具有这样的一致性，即：

电信号的频率和数量对应的就是数

字液压元器件的速度和位移，它的

一致性非常好，因而降低了高精度

液压控制的难度。

◆高环境耐受能力。数字液压

能够耐受-40℃～200℃的环境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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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世界第三大水电站国际先进水平数字液压应用

度，NAS9～11级清洁度就可以满足

±3微米的控制精度要求。尤其是

在工程机械领域的应用，高环境耐

受能力是必不可少的，数字液压在

此具有更好的优势。

◆提高了可靠性、降低了综合成

本、降低维护难度，降低应用难度。

数字液压系统由于系统构成简单，因

而可靠性更容易获得保障，同时也

降低了设计和制造及系统成套的成

本，更让使用和维护简单化。

数字液压缸早在2002年就被国

家科技部列入十五科技攻关计划，

2003年通过了验收。2019年数字

液压系列技术进一步得到了国家

产业化发展的支持。亿美博与国内

油缸/马达企业合作，将现有产品

通过数字化升级，使其具备精密可

控的性能和极强的环境耐受能力，

大大提升了油缸和马达企业产品的

竞争力和盈利率，得到越来越多企

业的支持并展开合作。液压的数字

化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技术

和方法都有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在

满足液压技术性能和水平的提升、

降低液压应用门槛、推动装备信息

化、自动化、智能化发展基础上，

哪种技术路径让产品和系统实施更

廉价、可靠和易于批量制造及推广

应用，哪种技术就更容易获得市场

接受和认可。

在此我们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数

字液压发展的行业协会、领导和专

家及各行业的用户们。下面我们列

举一些典型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应用

案例，进一步让大家了解亿美博数

字液压的特点。

数字液压成功应用和智能化案例

大型水电站数字液压应用

这个数字液压应用比较有代表

性（见图3），应用是在世界第三

大水电站——溪洛渡电站。图片下

面左边是德国某著名液压传动控制

企业的伺服液压系统图，可见系统

构成非常复杂，不仅采用了液压同

步马达提供初级同步性能，为进一

步提高特殊工况下的同步精度，又

在后面串联了伺服阀控系统，进

一步保证六台液压缸的同步运动

精度。由于系统构成复杂，调试和

维护工作量都非常大。采用亿美博

数字液压技术进行升级替代，首先

带来的是技术性能大幅提升，第

二安装调试时间从2个月缩短到4小

时，第三成本大幅度降低，第四免

维护下已经连续运行超过了7年，

第五备品备件率从20%降了一个数

量级。这些都是采用数字液压带来

的突出改变。该应用2017年通过了

鉴定，鉴定结论是：国际先进水

平。通过这个典型案例我们可以看

到，数字液压大幅简化了液压系统

构成，提升了系统技术性能和可靠

性，减少了维护和备品备件，综合

成本大幅降低。

硅钢极薄带数字液压轧机厚度

自动控制

将不锈钢轧制到20～30微米被

称为“手撕钢”，引起高度关注。

而将硬度更高更脆的硅钢轧制到30

微米，这样的技术和产品国家长期

依赖进口，因而限制了我国高端装

备的发展。2016年我们利用数字液

压在硅钢轧制厚度控制方面做了非

常有益的探索，在后续全国产化轧

机基础上，不仅实现了30微米硅

钢极薄带的批量稳定生产，8000

米的带长厚度误差只有±2微米，

这个指标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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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顶级的日本日金指标（日金的

指标是50微米厚度，误差+8/-10微

米（见图4））。

对于硅钢极薄带的轧制，我们

看一下采用数字液压与传统伺服液

压系统在控制方面带来了什么样的

改变？我简单地画了一个框图（见

图5），上面是传统的伺服液压系

统，有很多的前馈算法和技术参数

及多级闭环反馈控制等。采用数字

液压后，大量的前馈模型及技术参

数不再需要，仅需检测带钢的厚度

进行闭环控制，大幅度简化了传

动和控制系统构成。由于对算力的

降低，所用的PLC从原来的S7-400

降为S7-200，成本降低了数十倍。

构成的系统则从几千万降到了几

十万，这是一个明显的改变，而且

它的使用难度、使用和维护成本大

幅度下降。数字液压升级替代传统

伺服阀控液压系统，不仅提升了精

度、简化了系统、增强了可靠性和

环境耐受能力，还使控制系统软硬

件大幅简化，大大降低了综合成

本，实现了全国产设备自主可控生

产高端基础材料。

旋挖钻回转数字液压马达及智

能控制探索

再看我们在工程机械领域做的

一些数字化和智能化探索。图6是

三一旋挖钻，我们将原来的回转

液压马达进行了数字化升级并进

行了智能化控制的探索，带来如

下改变：

◆提升回转一次停位精度

◆变工况智能优化启停特性

◆改善回转平稳性

◆缩短液压系统响应时间

◆提升作业效率/降低能耗

◆一键智能快速回位/降低劳

动强度

 图5  硅钢极薄带伺服/数字液压厚度自动控制系统对比

旋挖钻机回转马达通过数字液

压升级，在超大转动扭矩工作状

态下，实现了高速一次停位精度

优于+/-0.2度，大幅提升了旋挖

钻成孔精度，提升了作业效率，

降低能耗等的同时，控制系统可

通过智能化算法，在不同回转扭

矩下，智能优化回转加减速曲

 图4 硅钢极薄带数字液压轧机厚度自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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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旋挖钻回转马达数字化及智能控制探索

 图7  起重机回转数字液压智能稳钩控制系统

线，降低惯性导致的结构受力引

起的冲击晃动等。

起重机回转数字液压智能稳钩

控制系统

起重机起吊重物回转时会因动

势能变化导致被吊物体晃动。而晃

动带来安全系数和作业效率的降

低。行业内一直谋求通过智能控制

进行晃动补偿控制，但由于被控回

转液压系统难以在精准的时刻实现

精准的角速度、角加速度和角位移

等诸多调控要求，因而成为行业一

直未能攻克的难题。数字液压马达

升级回转液压传动系统后，在提升

液压系统响应速度，提升角位移、

角速度和角加速度精度的前提下，

通过对力学、运动学、结构和材料

学等的深入研究，总结出一套先进

有效的多维感知智能控制算法，在

不同吊臂长度和不同变幅角度以及

不同负载情况下，均实现了被吊物

体在最高速回转及停止时的稳定控

制（例如：吊缆长22米时，额定载

荷最大摆动距离仅有±10cm），让

起重机具有了全新的竞争力，也充

分体现了数字液压为人工智能技术

落地装备制造业带来的巨大优势

（见图7）。

摊铺机行走马达数字化及智能

控制探索

图8左边是数字化改造的摊铺

机。原行走液压系统采用进口闭式

液压系统并在高压下工作，才能提

供足够的液压刚度，满足大多数回

转角度的运行稳定性需求。即便是

这样，在一些小半径回转时，由于

两侧马达速度差较大，低速运转的

马达会受到很强的反拖力而出现抖

动。数字液压系统不仅可以用开式

单国产液压泵满足双数字液压马达

精确的角速度和角位移运转需要，

低速稳定范围大幅拓展，还可以

实现任意角度的稳定回转。不仅如

此，我们还将先进的机器人控制技

术及机器视觉技术应用在摊铺机控

制上，仅仅500元人民币、一个月

的时间、一个人的工作量，就实现

了摊铺机自动巡线无人驾驶。视频

中的摊铺机用一个工业摄像头来识

别地上的一条白线（模拟道路的边

界），就能让摊铺机更贴近路边摊

铺而不发生碰撞，减少人工补摊的

作业量。图8下图展示的是价格仅

不足500元人民币的控制系统及开

源机器人控制系统（ROS，意思是

机器人操作系统）。

我们现在正在用机器人控制系

统来实现对工程机械的控制。大家

此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机器人

控制系统能不能控制工程机械，或

者说工程机械能不能用机器人控制

系统控制？

我们换个角度想象一下，一台

挖掘机、起重机，不就是一个单臂

作业的机器人吗？只不过以前没办

法实现精准的、有效的、网络化的

控制，所以大家看它是一个“傻大

黑粗”的设备，而如果它能够实现

精准协调和网络化控制，工程机械

不就是典型的机器人吗？那么机器

人控制系统未来一定能控制数字化

的工程机械。

挖掘机用数字可编程功率敏感泵

数字液压缸、数字液压马达已

经是成熟的产品，我们正在研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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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的数字可编程功率敏感泵（数字

流量分配系统/DEFM+功率敏感调

节）简称数字泵（见图9），为数

字液压挖掘机器人提供功率。由

于从功率输出单元，到各个执行单

元全部数字化，因而数字液压挖

掘机器人整机功率匹配更能够体现

精准，实现挖掘机高效和节能的

共存。它具有全时合流、动作/速

度协调控制、流量/功率抗饱和控

制、主泵的流量压力双跟随控制

等。采用智能控制系统，可根据

手柄操纵情况（操纵速度和加速

度）、系统的压力和流量、作业工

况和工作模式，由ECU来自动选择

和确定泵和发动机运转模式。数字

液压挖掘机器人还包括很多自动化

挖掘操作控制程序，例如：自适应

挖掘、电子围栏、自动修坡、自动

沟渠辅助、自动平地、自动土方统

 图9  数字可编程功率敏感泵

计、铲斗水平自动保持等。

最后我们再回到最初提出的问

题：液压为什么要数字化？液压数

字化我个人认为要满足以下3点：

◆提升液压技术水平；

◆降低液压应用门槛；

◆推动装备实现信息化、自动

化和智能化

以上是我们利用数字液压结合

先进的智能控制技术，为装备制造

业智能化发展所做的点滴探索。无

论什么样的液压技术路线，也无论

什么样的数字化方法，只有满足但

不限于上述三点，我想就能够被更

广泛地接受，就能有更好的发展空

间，它就是好技术。

 图8  摊铺机行走马达数字化及智能控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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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  张婷婷  

电动时代背景下液压泵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据浙江工业大学专家阮健报告录音整理

之四PTC ASIA 2021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非常高兴有机会向大家展示一

下我们做的一些创新性的工作。我

报告的题目是：电动时代背景下液

压泵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电动液压泵的技术要求

（难点）

随着电机及其变频调速技术的

进步，液压系统速度调节出现了除

节流与容积调速之外的第三种调速

方法，即变转速流量调节方法，这

种流量调节方法正在逐渐被越来越

多的人所了解和使用。大家看到各

种各样的油源使用了变频电机，

用变转速来调节流量。因为在电

动化时代，电机的变转速是它所自

有的，不需要增加成本。这就带来

一个问题，原来为固定转速设计的

泵，是否能够满足在变转速的工况

下使用？电动液压泵需要什么样的

技术要求？这个就是我今天围绕的

一个主题。

第一，高功重比（排量-重量

比大、结构紧凑）。众所周知，液

压传动与电机传动相比，最大的优

势就是它有很好的功重比，这个高

功重比就是液压生存与发展的基

石，要是没有了这一点的话，就不

需要液压传动，用齿轮传动或者电

传动就可以了。所以对电动液压泵

的要求第一点依然是高功重比。

第二，高压化、高速化和宽广

压力与转速工作区间。我们知道，

压力高了以后，液压缸的面积自然

就可以做小，高压化就可以使液压

系统的功重比增大。为什么还要高

速化呢？因为电机受到磁饱和的限

制，要把电机的功率密度做大，唯

一的办法就是使转速提高，所以高

速化对泵来讲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

点。高速化、高压化这两点都是泵

主要的特点，以前也是，现在依然

是这样。

第三点，高效（容积效率和机

械效率皆高，前者是泵的基础，后

者是节能的要求）。现在对环保的

要求越来越高，碳排放越来越受到

重视，这就要求效率要高。但是在

以前泵的设计当中，对效率没有这

么高的要求，尤其在航空上面，泵

的效率其实很低，有个50%可能就

能满足要求。

第四点，符合环境使用要求。

比如高低温、静音、还有减振等。

第五点，瞬态的变工况（变压

力、变转速）和频繁带载启动。电

动泵或者将来变转速泵所面临的一

个特殊要求，就是在变压力、变转

速的情况下，在频繁带载启动的情

况下，这个泵还能正常工作。现在

我们展区所有的这些泵，都是容积

泵：啮合型泵、叶片泵和柱塞泵。

这三种类型的泵在频繁启动的情况

下，是否还可以正常工作？这就要

打一个问号了，因为我们知道柱塞

泵在带载的情况下，不能够启动。但

是在电动时代下必须要带载启动，否

则电机的变转速就没有意义了。

传统泵的特点

接下来我讲一下传统泵的特

点。泵有许多种类，传统的液压泵

主要有三种类型（见图1），但是

由于液压的使用要求，最后经过技

术竞争与淘汰的结果，就这三种泵

 图1  三种传统类型的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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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航空用二维（2D）阀

被广泛使用。一种是啮合型泵，包

括内啮合齿轮泵、外啮合齿轮泵、

螺杆泵、还有摆线泵等等；第二种

是叶片泵，单作用叶片泵和双作用

叶片泵。这两种泵有一个特点，就

是它的排量可以很大，但是压力做

不了太高。另外对于齿轮泵来讲，

它为了减小泄漏，一般端面会采用

侧压板的形式，也就是刻意设计一

个摩擦副。啮合型泵与叶片泵不是

典型的高压大功率液压泵，大功率

的泵是柱塞泵。

图1右边是斜盘式轴向柱塞

泵，它最大的特点是利用斜盘将旋

转运动转化为柱塞的往复运动，大

家知道，在机械传动里面，斜盘是

唯一可以实现平面支承的凸轮，它

的优点是斜盘的面支承使得滑靴受

的应力并不是很大，另外一个好处

是随着斜盘摆角的改变，可以改变

它的排量。这是它的两大优点，它

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斜盘跟

柱塞倾斜的支承，这样就使得柱塞

形成一个悬臂梁的结构，柱塞外部

和底部的地方就会产生应力集中，

应力比较大，摩擦受力大，这个倾

斜的力通过缸体、再传递到外轴

上，外面的轴有两个滚珠轴承来支

承，这是我们现在常用的通轴式的

泵。还有一种CY泵，是在缸体的外

侧有一个大的轴承进行支承。这样

的泵的结构缺点是什么呢？受力不

是太好，还有一个缺点是自然形成

几大摩擦副：配油盘的摩擦副，滑

靴摩擦副，滑靴和斜盘的摩擦副，

还有柱塞的摩擦副，有时把球头也

算上，那么一共有5个摩擦副。这

样的摩擦副有它的优点，可以实现

大的载荷的支承，但缺点是工况的

适应性比较差，我们设想一下，这

5个摩擦副要是在静止的时候频繁

启动，摩擦副的油膜还存在吗？

这就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传

统的液压泵是为定转速工况设计

的。其关键摩擦副一般是为剩余压

紧力设计的滑动轴承。剩余压紧力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高压侧的油

引到摩擦副里面，平衡掉大部分载

荷。在变转速工况下，它的适应性

比较差，尤其停下来，再启动，没

有油膜，摩擦副会很快损坏。理想

的变转速泵应该采用滚动支承，而

不是滑动支承，滚动支承对液压泵

的设计提出新的挑战，因为现有的

泵都是基于滑动支承。我们知道现

有的泵在国外是非常成熟的技术，

我们现在正在追赶。但是在不远的

将来，变量泵不见得就要采用变排

量泵，节流肯定也会用的越来越

少，变流量更有可能是采用变转速

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

要往前看，要研发适合电动时代使

用的变转速泵，这对我们国家来讲

是一个难得的、实现液压传动技术

弯道超车的机遇。

二维（2D）活塞泵

我们浙江工业大学一直以来从

事二维液压元件的研究，2D阀已经

做的非常成功，飞机上大量采用我

们的2D阀，这个阀基本的概念是什

么呢？通过阀芯的转动，使敏感腔

的压力发生变化，变化的压力再来

驱动阀芯。如果把2D阀集成在一个

阀体上，它的功重比就有很大的优

势，比现在的伺服阀要轻得多，所

以在航空上应用非常好，因为航空

上减重是最关键的一个诉求。

这个思想我们同样也可以用在

泵的设计上，图3是二维活塞泵，

大家可以看到，这台泵其实非常简

单，它中间就是一个活塞，这个活

塞两边有两个伸出杆，两个伸出杆

固联着这两个轮子，轮子在安装于

缸体两侧的马鞍形导轨上转动。在

转动过程中，由于受到端面凸轮导

轨的约束，这个活塞作往复运动，

这个活塞其实既转动又往复运动，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二维活塞。常

用的活塞只有一维的运动，这个是

二维的，二维中的转动起到一个配

油的作用。我们知道液压泵有一个

很关键的要素是要有配流，这个视

频可以看出，左腔在增大的时候，

从低压窗口把油吸进来，然后油腔

减小的时候，通过配流槽，从高压

侧把油压出去。这样就形成一个完

整的二维活塞泵。这个泵其实是很

简单的，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泵是

纯滚动支承。这种泵跟现有的泵相

比，它有非常好的功重比。因为液

压里面有这样一种铁律，只要你现

在的功重比有优势，它将来一定会

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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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二维活塞泵
 图4  非平衡式二维活塞泵示意图

 图5  高压电动液压泵

 图7   惯性力平衡式二维活塞泵示意图  图8  惯性力平衡式二维活塞泵

 图6  电动燃油泵

非平衡式二维（2D）活塞泵

我们把活塞做往复运动的这种

泵叫做非平衡式二维活塞泵（见图

4），为什么叫非平衡呢？我们知

道活塞在轴向上的往复运动是有惯

性的，这种惯性在液压泵里面其实

是不利的。

图5是我们做的一款非平衡式

二维活塞泵，它的流量是0.5L/

min，它的重量只有250g。

图6是给超高飞行器做的一款

油泵，介质是煤油，压力比较低，

10MPa，它的重量只有2.5kg，功率

24kW，转速8000转，容积效率非常

高，达到96%，它的总效率可以达

到88.6%。原来用的是齿轮泵，总

效率大概只有50%～60%。

惯性力平衡式二维（2D）活

塞泵

活塞是往复运动的，那么为了

使泵的受力更好，最好是容腔的两

个界面一起相对运动。比如我们人

伸出一只手来回摆动，因为惯性身

体不容易平衡，但是你伸出二手相

对摆动，身体就站的很稳。基于这

样一个道理，我们就提出惯性平衡

这样一个泵，这个泵的容腔是两边

挤压的（见图7）。

图8就是一款惯性力平衡式

二维活塞泵，它的转速可以达到

10000转，它的效率很高，而且自

身重量只有1.5kg

叠滚式二维（2D）活塞泵

滚动支承有一个最大的弱点，

与滑动支承相比，它的承载能力是

有限的，与滑动支承的功重比是没

法比的。那么如何提高滚子的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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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呢？我们提出来一种叫做叠滚

式的轴承（见图9），它实际上是

一种推力式的滚子推力轴承。这个

是8个滚子，我们把它4个4个分成2

组，交叉叠在一起，就构成这样一

种叠滚轴承。

叠滚轴承可以实现旋转运动到

往复运动（见图10），因为柱塞泵

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把如何把

旋转运动变成往复运动，而且承载

能力要足够大，要适合工况，采用

叠滚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大

家可以看到，这时候滚子是固定不

动的，滚子要是自转的话，受到离

心力影响，它的转速就上不去，但

是滚子要是不转的话，这个转速就

可以大了，同时滚子大，它的承载

能力就大。

同样的采用内外转子的结构，

使工作容腔受双面挤压这样的一个

效果，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叠滚式

的二维活塞泵（见图11）。我们给

航空做的一个叠滚式二维（2D）活

塞泵，转速可以达到12000转，轴

向的承载能力可以达到2000N，机

械效率可以达到95%。  图12  二维泵做的几款EHA

 图9  叠滚式的轴承

 图10  叠锥滚子转动-直动

传动机构

 图11  叠滚式的二维活塞泵

基于二维泵的EHA
未来的液压系统跟电机必定

深度融合，其中最关键的一个产

品或者说最热门的一个产品就是

EHA，叫电动静液压执行器。EHA其

实已经不陌生了，我们可以看到国

外的飞机，比如美国的F35、空客

A380，EHA用在飞机的起落架、前

轮转向和驱动装置上。

Parker、moog、力士乐都有自

己的EHA，国内北航焦中夏老师的

团队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研究。

其中最成功的、或者说用的最多的

一款是Moog EHA的径向柱塞泵，它

跟电机是连在一块的。这款泵的特

点在于采用轴向变流，而不是采用

配油盘。这种泵一般很难经得起复

杂工况、恶劣工况。图12是我们用

二维泵做的几款EHA，它们有以下

几个特点。

● 全部采用滚动副。泵就相当

于一个滚动轴承，或者说是组合式

的滚动轴承。中间这款排量比较

大，也是全滚动副，采用的是叠

滚，叠滚的承载能力比较大。

● 集成阀泵一体。二个比例

单向阀和安全阀直接就集成在里

面了。

● 特殊设计的湿式电机。泵和

电机做在了一起，电机只能用湿

 

式的，我们知道电机和泵连接的

时候，一般要旋转密封，那么这

样一种密封在EHA里面其实是有困

难的，为什么？因为在EHA里面低

压侧的压力往往是比较高的，而不

是零压力，所以密封很快就被破坏

了，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电机和泵

做成一体，不需要旋转密封了。

● 电机泵一体插件。泵和电机

一起考虑，做成一体，做成一个插

件的形式，就像插装阀一样，直接

把这个电机泵一体插件和液压缸插

在一起。

● 高功重比，高频响。这里有

一个动态的视频，通过电机的正反

转，液压缸往复运动，比现在的液

压系统简单得多。高频响，大概

10Hz，二维泵还有个特点，它的泄

漏量极小，所以在正反转切换的时

候，它的死区非常小。

结 论

● 提出二维活塞的概念，将泵

吸排和配流功能集成在单个活塞

上，简化了泵的结构，使泵的功重

比显著提高。

● 通过引入内、外活塞双转子

结构实现轴向惯性力平衡，提高了

泵的高速化水平。

● 提出叠滚转动-直动传动机

构，实现活塞无间隙的往复运动，

二维活塞泵的寿命和可靠性得以显

著提高，并具有很高的容积效率与

机械效率。

● 二维活塞泵为纯滚动支

承，满足电动泵各种电工况的使

用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