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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元件的多样性及液压系统的可视化 

——据哈威油液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专家杨政报告录音整理

◆电动化时代的高速液压泵技术趋势与挑战

——据浙江大学专家徐兵报告录音整理

有许多的功能需求，我们都

可以通过对液压本身的研究、液

压元件的多样性来实现。但是液

压确实存在自己的痛点、难点，

对于液压供应商、设备制造商、

设备使用商来说，最难点就是看

不见、摸不着，液压系统有着可

视化的需求。 

在非道路移动机器领域，电

动机取代内燃机还有很长的道路

要走，目前电动机械执行机构

仍难以象液压执行机构那样适应

恶劣工况和环境，工业界考虑的

是在恶劣工况下成本、性能的折

中，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再好的

技术也应用不到实践中。

PTC ASIA 2021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之五～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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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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

主持人：施光林

上海交通大学

14:00～14:30   液压元件的多样性及液压系统的

可视化 

杨政/专家（哈威油液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14:30～15:00   电动化时代的高速液压泵技术趋

势与挑战 

徐兵 / 专家（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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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压元件的多样性及液压系统的可视化 
——据哈威油液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专家杨政报告录音整理

之五PTC ASIA 2021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在六年前，2015年液气密协会

给我了一次机会，在这里讲了哈威

的Kaufbeuren工业4.0工厂，介绍

了这个工厂的清洁、智能化物流、

自动化、无人化、包括漫天的各种

管子等等，其实当时给了一个关于

德国工业4.0最终的结论，就是节

能减排，同样生产一个产品，把能

耗降到最低，这是当时讲的。那么

今天我们继续往下聊，下一个六年

我们希望还有机会来这里讲一讲。

今天我们谈一谈液压系统多元性和

可视化这个问题。

液压元件的多样性

Kaufbeuren这么大一个工业

4.0的工厂，实际上只生产一种产

品——负载敏感比例多路阀。在

座各位如果了解哈威的话，一定

知道这是哈威在中国市场占有率

比较高的一个产品，销售量比较

大，而且种类繁多。虽然各种各

样，但其实是一种产品，7个规

格。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问题叫多

样性，那怎么能说一种7个规格的

产品体现了多样性呢？它就是一

个比例多路阀，功能就是把一个

运动件推动起来，并且运动速度

可控。那么实际上它有多少种衍

生的产品，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比例多路阀实际上就是一

个电磁铁推动一个阀芯（见图1）。

但是它有44种阀芯，1800种换向阀

的阀芯机构，30种可控的操作形

式，168种负载反馈信号，3种螺

钉插装的模式，还有1亿种的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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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负载敏感比例多路阀的基本数据

 图2  液压信号放大器（copy阀）

 图3  多种阻尼减震控制

可能性，96种的电磁铁，1500种中

间过渡板，5600种附加模块，基本

可以满足各种各样的需求。有些人

就问了，可能吗？特别是德国人说

有接近1亿种操纵可能性的时候。

怎么叫做1亿种，首先操作模式71

种：电控、液控、气控等加一起，

然后各种各样的操作，然后还有弹

簧的强硬程度、手柄的安装方式等

等都可以选择，这样不同的组合形

式、多重地组合起来就有1亿种。

有人说你这纯粹是数理的组合，但

千万种肯定是有的。而且任何一种

可选项，这个工厂交货都是一个非

常稳定的交货期，这是这个工厂比

较牛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要开发这么多种

类？真的有这么多需求吗？

比方说一个负载反馈的信号，

既然叫做负载敏感比例多路阀，那

么最重要的就是负载敏感控制。连

接板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可以对它

进行压力控制、压力卸荷、比例压

力控制，然后组合，所以为了适应

客户需求，连接板种类繁多。

再举个例子，有一种工况：克

令吊（船用起重机）。克令吊臂架

上装有比例多路阀，但是它可能放

得很远，一个甲板，十几米、二十

几米、甚至几十米。那么从阀到泵

这么长的距离会发生什么呢？负

载反馈信号会很快地衰减，衰减

带来的后果就是阀换向了，臂架没

动，很长时间以后，慢慢减压。这

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液压信号放大

器（见图2），英文叫copy阀，这

个东西是可以叠加在比例多路阀上

的，其功能是不管有多远，都可以

把液压信号放大，从而完成工作。

然后，要有各种各样的阻尼功

能（见图3）。为什么要有阻尼，

因为有震动，加阻尼就是来解决震

动。但是有时候阻尼加多了，机器

会变傻，就是所有动作都变慢了。

怎么办呢？阻尼当然是越小越好。

我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响应速度

要快，那么加一个单向阀，让它快

速地把信号传递过来；然而关闭的

时候为避免震动，速度要慢，就是

要快开慢关；另外有时会有一定的

脉冲，就要在脉冲的高峰信号再加

一个背压阀，这样组成一个阀芯结

构——单向节流背压阀，既削峰又

提高响应速度。

再比如，比例多路阀前端都有

一个定差阀（也有人叫补偿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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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4），是用来保证阀芯两端

的压差是平衡的。一般来说，这个

阀是处于常开状态，在不同的情况

下会产生不同的震动，那么对于不

同的震动，每个阀芯可能有多种解

决方案。

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臂架向上

升的时候，为了保压，我们要做一

个打销的动作，打销本身力很轻，

油缸很小，流量一点点推动，这个

时候如果臂架很沉，那么主油路上

面P口的压力就会很大。换向阀是

滑阀机构，总有泄漏，这种泄漏油

就有可能把插销油缸给推动了，那

么如何解决呢？我们在两通流量阀

上把P口的压力先给卸荷了（见图

5），这就是从液压上面给它解决

问题。单向阀、平衡阀都有可能因

为小的憋压把液压锁或者平衡阀打

开，造成不必要的误操作。

还有一种工况，就是背压。背

压好还是不好？有些背压是好的，

因为背压让整个运动是一个平稳的

过程。但是不同的设备对背压有不

同的要求，大部分情况下，保持一

定的背压，流量越大，阀芯开的越

大，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还有

一种工况，比方说在车辆回转时，

实际上在大流量的时候，背压是稳

定的，而在小流量的时候，背压很

难稳定。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在小

流量的时候是大背压，大流量的时

候为了减少能量损失变成小背压

（见图6右图），这些是可以通过

阀芯设置来实现的，就是通过液压

本身来实现这个功能。

那么其实前面这些功能是不是

都可以用电来实现呢？用一个传感

器传感回控制箱，控制箱再控制阀

芯，通过阀芯的位置再去补偿，整

个绕了一大圈，还要阀芯高响应，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我个

 图4  二通阀的的多样性

 图5  溢流功能（Bleed-off）二通阀（D/B)

 图6  阀芯机能的多样性-中位机能

人觉得液压在基本理论没有大改变

的情况下，液压的优势还是在这几

个方面，比方说功率密度大，调速

范围宽，我们一定要把液压本身做

到极致。

液压系统的可视化

有许多的功能需求，我们都可

以通过对液压本身的研究、液压元

件的多样性来实现。但是液压确实

存在自己的痛点、难点，对于液压

供应商、设备制造商、设备使用商

来说，最难点就是看不见、摸不

着，液压系统有着可视化的需求，

主要体现在下面几点。

● 变被动为主动。设备使用商

发现设备不动了，设备制造商一

看，液压泵站的电机给烧了，让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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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不同种类的CAN总线需要的信

号、或者O-Link（欧洲比较流行的

信号），也可以同时把这个信号转

换为wifi、4G/5G信号，直接发到

云端，把这个数据给记录下来，统

计出来。总之，这个模块的作用就

是把多种信号汇总传输给上位机，

实现信号的数字化，对液压系统进

行可视化处理。

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一定要有

可回溯性，而且很容易查询到。

比如刚才说电机烧了，那谁拔的

这根线，这个工位的管理是不是

联在里面，这不是简单的可视，而

是可溯、可控，然后信号的交替，

跟整个生产线、整个工厂的数字化

交替，那么它就是一个数字化工厂

的概念。比方说，你先登录，登录

进去以后可以看到整个系统的工作

状态（图10a），这个工作状态只

是对液压系统的了解，有蓄能器压

力、电机电流、泵流量等等，以及

过往的查询。当然包括你可以加上

摄像头，对工厂工位进行实时监控

（图10b），这是有权限限制的，

在不同的客户端可以看到；当然你

可以切换到整个流水线上的工作情

况，然后把它接入到工位管理。比

如工作人员在这个工位第一要打

卡，是谁现在在工作，计件多少，

包括一旦出现了故障，都有记录

（图10c）。这就是工位的管理，

设备在某些地点装了哪些东西，

谁做的这个东西，还有一旦出了

故障，一定会把它记录下来，当

时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故障，怎么

来处理的，如何保证以后不再出

现这种故障。

你还可以通过这个可视化平台

看到在全球有哪些客户正在使用这

些设备，原理图、售后服务报告等

都可以放在这里，可以跟上游的

MES系统、ERP系统进行信息共享，

都可以实现沟通，整个信息流都可

以分享。另外，可视化平台还可以

做成手机端，通过手机端的认证，

实时查询。

这个可视化平台是特别针对液

压系统开发的，主要目的一方面

是降低维护成本、实现预见式的

服务，另一方面也希望它能够给

液压系统的设计者、使用者都带

来便利。

我们期望液压的东西还是液压

来解决，我们做这个平台是给液压

提供一个更好的可视化的平台，让

它能够容易地解决掉一些重点、难

点问题。

（c）设备维护记录

（a）整个系统的工作状态

（b）工位实时监控

 图10  HAWE可视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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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化时代的高速液压泵技术趋势与挑战 
——据浙江大学专家徐兵报告录音整理

之六PTC ASIA 2021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今天跟大家交流的是电动化时

代的高速液压泵技术趋势与挑战，

分四个部分。

驱动力与技术挑战

纯电动化时代对工业液压来讲

意义不大，因为它本来用的就是电

动机。今天我们讲的所谓“电动化

时代的到来”，主要涉及的还是非

道路移动机器（包括工程建设施工

机械、农业机械、林业机械、工业

车辆等）。非道路移动机器是液压

产品最大的用户，也是液压技术发

展最大的推动力，相比工业液压，

移动液压产品的一些重要技术指标

要求更高。目前国内外双碳政策与

节能法规等加速了内燃机时代向电

动机时代过渡的步伐。可以说未来

非道路移动机器领域，以前在工业

设备中所使用的液压技术，尤其是

变转速的液压技术会成为主流（见

图1）。

广义的非道路移动机器，应该

还包括机器人（目前也是液压领

域的一个研究热点）。有一类机

 图1  非道路移动机器电动化

器人是承载或作业的（见图2），

比如要承载几十公斤以上，目前液

压仍然是这类机器人最重要的驱动

系统。除了这些类生物尺寸机器人

外，还有一类机器人，我们叫外骨

骼也好，叫康复机械也好，实际上

你别看它很小，到现在为止液压也

是外骨骼设计工程师最重要的驱动

与传动选择，其他传动形式在功率

密度比指标上比较差。在假肢外骨

骼这个方向，其实市场是蛮大的。

在国际学术会议以及工业界技术会

 图2  重载与外骨骼机器人也是移动机器电动化最热门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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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关于外骨骼、康复机器里面

的紧凑型液压传动研究占了很大一

部分。

目前一些非道路移动机器开始

采用电动机作为原动机，目前还仅

仅是内燃机的简单替代，液压元件

与 系统几乎没有改变，只是内燃

机替换成电动机，这种技术变化相

对较小的方案容易很快进入市场。

但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它没有充

分利用电动机的技术优势，现代电

动机比内燃机最大的优势就是转

速-力矩特性非常好，能够四象限

连续工作，这个特性其实给液压技

术带来很多机遇。因为内燃机高效

区窄以及动态响应差，所以很多创

新的液压系统原理构型无法在内燃

机时代应用，在电动化时代，非道

路移动机器的液压系统构型会有很

多创新和变化。

我们举个例子，液压传动系统

大概分为四大类（见图3）。其中

闭式泵控系统效率最高，泵控系统

 图3  液压传动系统的基本构型级理论效率

电动机可以不调速，当然也可以调

速。未来调速电机肯定是要取代不

调速电机、变量泵这种系统，因为

它有更多的优点。现在看来，电机

调速的泵控系统一定会成为非道路

移动机器未来的选择，因为考虑到

分布式寄生损失的影响，它的效率

要比现在的泵控系统高很多。

为什么说电动化中分布式的动

力机构这么重要？主要还是因为工

程机械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它是单动力源多执行机构，就是只

有一个泵源，但有一大堆的执行

器，这样的系统天生效率低，至今

没有好办法。有一些好的技术方案

都在实验室里，在市场上并没有得

到应用。在电动化时代，“分布式

驱动”取代“集中式驱动”成为可

能，现在看来，分布式电液动力系

统一定会成为未来机器的一个主要

方向。

“广义”分布式电液控制系统

有几种构型（见图4），其中分布

式动力有点类似大家非常熟悉的

EHA——静电液系统，它是真正的

分布式，它应该是效率最高的一

种类型。目前在各行各业，尤其在

非道路移动机器上，大家都在进行

一些实验样机的构建。这个技术本

身非常古老，五六十年前就出现在

美国人的一些战斗机上。现在航空

航天领域，很多企业都做这方面的

研究，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即使比

较成熟，它面临的挑战也是比较大

的。其实EHA的核心是液压泵，而

至今为止，我们液压泵的设计是不

考虑变转速的，因为以前的源动

力，无论是电动机还是内燃机，它

几乎是不调速的。因此泵所有的设

计都是针对固定工况、额定转速

的，转速一变化，设计就变得非常

复杂了。

那么这种EHA对泵的要求是什

么样的？

● 宽转速范围。为什么这么说

呢？因为现代调速电动机从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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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广义”分布式电液控制系统的三种形式

速一直到额定转速，都可以保持

100%以上的转速，但现有液压泵

都无法在宽转速范围内工作，我

们现有的商用泵最低转速基本到

500～600rpm就下不去了，低转速

效率很低甚至无法工作。当然也有

低速（每分钟几十转）的泵，那都

是特殊设计的，是个小众市场。

● 四象限工作。我们现有的泵

很那难四象限工作，当然有一些

像A4VG这样的泵，但是它也不完

全是为变转速准备的，所以未来

要求液压泵一定要具备四象限工

作的能力。

● 更高的转速。为什么要高转

速呢？其实不是泵需要高转速，是

因为电动机要高转速。如果电动机

转速不高，它的功率密度比指标就

比较低。所以在移动机械上，如果

电动机要想跟液压马达竞争的话，

电动机一定要在20000～30000rpm

以上。既然电动机要高速，那泵也

只能高速。所以转速20000rpm以上

的泵应该是未来液压泵最大的一个

技术趋势和变化。

从设计的角度来讲，我们面临

的挑战是什么呢？首先，在宽转速

范围，，泵该怎么设计；第二，四

象限工作的泵马达，在所有工况下

要兼顾高效率高性能，目前也不太

会设计，一般来说泵工况很优秀，

马达工况指标就比较差；第三，这

么高的转速，无论轴承、轴系、还

是吸排油特性等都发生了很多重要

的变化。

现  状

目前在工业界，市场上的一

般通用液压泵转速都在2000rpm以

下；工程机械内燃机驱动的泵马

达在2100～2300rpm；航空航天领

域比较特殊，它有10000rpm以上的

泵，比较小众，马达也是一样。

对高转速泵来讲，最重要的是

吸油，怎么把油吸上来。为什么在

航空航天领域没有问题，因为它是

吸入口增压的，而在民用领域，一

般不考虑不增压，大多数需要自

吸。如果是只靠自吸达到20000rpm，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可能，都需要采

取一些辅助升压的措施。

不管怎么说，电动化时代对液

压泵最重要的两大挑战就是大范围

变速和四象限工作能力。

结构型式

对工业界来讲，什么种类的泵

能适应高速化和变速化呢？从原

理上看，所有的液压泵都可以做

到，但要考虑成本、压力等级、

简便化、零件数量、噪音、外形

尺寸等等。

可以说，目前齿轮泵是最受

追捧的。在10000rpm、20000rpm

以上，齿轮泵表现出很好的特

性，而且它便宜、结实可靠。所

以在航发内燃机的燃油系统，齿

轮泵用的很多，基本都在高转速

运行，当然它主要用于输送，不

用于控制。目前主流的齿轮泵马

达产品中内啮合马达转速可达

10000rpm，所以齿轮泵齿轮马达

应该是未来变转速液压非常重要

的一个选择。这主要跟它的摩擦

副有关，它的摩擦副特性非常好，

非常适合于快速的启停和变化，因

为它结构简单。如果是柱塞泵，结

构太复杂了，它是一个复杂的串并

联机构，如果它频繁正反转，对设

计与制造是个很大的挑战。

叶片泵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适合

高转速的液压泵，早期美国军方

研究过多种叶片泵形式，有的可

达15000rpm左右，后来因为各种

原因没有商业化了。不管怎么样，

叶片机械的摩擦副特性也比较好，

所以它也比较适合未来变转速的要

求。另外叶片泵的低速保压能力比

较强，比如在30rpm的时候，它依

然比较容易保持住压力。在其他泵

中，要达到这一点，必须有额外

的、昂贵的设计。

柱塞泵是目前高压系统的的主

要形式，因为在高压场合我们必须

使用它，分径向柱塞泵和轴向柱塞

泵两类。其实径向柱塞泵到现在为

止都是非常小众的品种，在市场上

没几家做，目前也没有高转速的产

品。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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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究了几种特殊结构的径向柱塞

泵，当时的转速都可达10000rpm、

20000rpm，这些泵都有非常好的性

能，但最终没有出现在市场上。因

此高速径向柱塞泵从原理上讲没有

问题，因为它的尺寸、重量、效率

还有其他一些指标都非常好。

轴向柱塞泵是我们最关心的，

因为它是现有的主流泵里面研究的

最成熟的，但是由于它的摩擦副型

式限制了它在变转速中的一些更广

泛的应用，它本身是有一些问题

的。到现在为止，很少有人专门为

变转速的工况研究柱塞泵。力士乐

公司专门为变转速开发的轴向柱塞

泵产品（基于其著名的A 10系列产

品）。

另外还有一种轴向柱塞泵比较

小众，这种柱塞泵是旋转配流盘

的。这种泵很少有人生产，全世

界可能也就一、二家，但这种泵

有一个天生的优势，因为它缸体不

动，所以很容易配流，而且它一般

采用阀配流，现在配流数字化的研

究也不少，所以如果配流阀采用连

续控制的电磁阀，它的配流就可以

根据工况来智能化调整，理论上泵

的性能可显著提升。这种泵在哪些

领域有应用呢？早期美国航空航天

研究机构把这种泵做到10000rpm、

20000rpm没问题，而且它效率高，

因为它的配流是阀配流。目前这种

泵在低速下的特性很受重视。我们

浙大研究的旋转斜盘的特种泵，主

要是给排水等领域，它很容易做成

超高压，这跟它的结构型式有关。

另外在高速泵方面我们浙江大学

在超高速泵上做了三代样机，最

后一代样机的指标是16000rpm，

35MPa，这是实验室数据，还没到

产品这个级别。它有一些比较特殊

的设计，主要为了适应高速，比如

说滑靴结构很独特，滑靴本身有公

转、有自转，但它没有相对于斜盘

的相对转速，它卡在盘子上，盘子

质量也比较大，所以它的旋转很稳

定，这种泵的效率非常高。

在轴向柱塞泵中，多年来轻视

了一种轴向柱塞泵——斜轴泵，

斜轴泵做高速泵也非常好，目前

20000rpm左右的斜轴泵是法国某航

空公司的产品，在航空EHA刹车单

元里面都用这种泵，它的功率密度

比据说可达10kW/kg。

设计方法

如何设计这些液压泵？结构发

明是核心，但是有价值的发明创

造难度太大，大部分工程师是很

难有发明创造的，他们更普遍的

工作是在现有的产品基础上优化，

这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优化要

有工具和手段，目前先进的解析仿

真手段非常多。在轴向柱塞泵这个

领域，经过几十年国内外学者专家

的努力，在先进的解析工具方面有

很多创新，从模型角度来讲，经过

60年的发展，现在这些模型已经比

较准确了。这些模型大致可归为三

类：物理流量损失模型、解析流量

损失模型、数字流量分析模型，现

在最准确的模型是数字流量损失模

型，这个模型没有物理意义，它由

几十个多项式组成，这些多项式的

取值、系数是根据辨识和实验数据

得来的。这个模型在学术界不怎么

受欢迎，但是在工业界，它是所有

模型中最准的，因此它具有实用价

值。在学术界，我们更关心物理建

模、解析建模。数字模型如果准

了，它的意义更大，因为它比较直

观，而且跟元件的物理本质是相关

的，它有利于工程师理解和未来的

创新设计，各有各的好处。

在工业界，目前有一些小型的

专用软件获得了应用，这些软件不

是商用的。比如说在配流盘设计上

有专门的软件。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把泵看作一个刚性物体，你无

需先进的解析手段，但是现代产品

进入到了精细化设计阶段，柱塞泵

摩擦副的核心体现在微观层面（微

米级的摩擦界面），界面的油膜与

固体边界结构变形的耦合，决定了

柱塞泵的性能、可靠性、寿命，结

构变形的信息也都是反映在油膜

上。所以如果没有先进的计算和数

字解析软件工具，就无法分析和理

解摩擦副油膜的物理场信息，也就

无法优化设计摩擦副结构。现代柱

塞泵产品的摩擦副结构设计已经发

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柱塞副，传

统都是圆柱副，现在我们可以设计

各种非圆柱的摩擦副结构，通过先

进的数值分析与解析工具，对这些

结构进行优化设计。否则就只能靠

反复地试验，这样成本就太高了。

测试技术

这里讨论的测试不是液压泵宏

观参数的测试，而是摩擦副的界

面油膜的物理参数测试，这样的

测试难度非常大。我给大家介绍

一下高速泵的测试。浙江大学研究

高速泵的测试方案中，有一个很重

要的测试项目：搅拌损失。一般来

说2000rpm以下的液压泵不需要考

虑这个问题，但是到了10000rpm以

上，这个搅拌损失就会变得非常

重要，搅拌损失会达到总损失的

10%～20%，严重影响泵的效率。近

年来我们做了不少富有价值的工

作。首先是怎么测量它，另外如何

分析它。柱塞泵搅拌损失是缸体引

起的还是柱塞引起？一般都认为柱

塞应该搅拌得更厉害，但实际上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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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搅拌损失的最大的产生源（见

图5），我们有个非常好的测试装

置，比较准确地测试了搅拌损失。

那么如何抑制它呢？有各种各样的

方法，但最实用的方法是在缸体表

面加一个嵌入式的罩结构，我们给

这种方法起了个名字，叫规整流

场。为什么缸体会产生这么大的损

失呢？因为其界面流场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如果我们把流场规整了，

那么这个损失会显著地下降。我们

在缸体上设计的一个整流罩，损失

就降低得非常明显，另外通过缸体

表面涂层降低摩擦系数，可获得宽

转速范围的综合效果。

摩擦副油膜微观参数的测试设

备比较昂贵，而且设计与分析非

常困难。浙江大学一直从事液压

泵摩擦副的微米级油膜的测试研

究，给航空航天企业做泵马达研发

的时候用，我们提供一些测试油膜

的设备。目前这种测试设备大部分

以拟实为主，不是真实的工况，但

总比模拟的好，这样可面向工业界

的工程师使用，大部分的实验比较

简单，可降低成本。以一个滑靴副

和柱塞副为例，我们能测滑靴副的

摩擦力，以及这个滑靴副三个自由

 图5  旋转组件搅拌损失与转速的映射规律

度的位置和运动；还能测柱塞副的

摩擦力，可支撑结构的优化设计。

另外我们也测试滑靴的摩擦副，滑

靴的摩擦副界面参数测量是比较难

的一件事，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

不能准确的知道滑靴自转的变化规

律，我们目前有一套实验装置，设

计得更精密更精巧，与国外同类装

置相比，我们测量的参数范围和数

量更多。

另外是测配流副，大家认为配

流副比较简单，因为配流盘是不动

的，那么在端盖上加三个微小位移

传感器就行，但这种方法难以反映

柱塞泵缸体的多自由运动状态。最

近我们提出了一种方法，基本思路

是：柱塞泵缸体的驱动轴是时变的

反复挠曲运动形式，那么缸体的位

姿就直接映射配流副的倾覆状态，

我们在缸体每隔120°安装一个电

涡流传感器，这样可以真实地测量

缸体的位姿变化，与测量配流盘与

缸体之间的夹角的方案相比，新方

法明显更直观，测量的数据可反映

缸体配流副的信息更多。

结  论

航空航天领域EHA技术牵引了

高速泵的发展，但是一旦进入民

口，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因为

民口关注的是性能与成本的综合等

因素。但不管怎么说，未来无论是

产业界，还是学术界，高速且变速

的液压泵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方向。

目前非道路移动机器的电动

化领域，工业界主要考虑电动机

取代内燃机，关心电池/电容等新

增部件和系统，不怎么考虑液压

元件与系统的变化。最近几年，

液压系统的新构型出来很多，充

分利用了电动机的四象限工作能

力，另外它很容易回收能量，这

时候蓄能器变得很重要了。作为

液压储能元件，液压蓄能器存在

一些技术的瓶颈，所以现在蓄能

器研究很重要的一个热点是如何

提高能量密度以及轻量化。

在非道路移动机器领域，电动

机取代内燃机还有很长的道路要

走，目前电动机械执行机构仍难以

象液压执行机构那样适应恶劣工况

和环境，工业界考虑的是在恶劣工

况下成本、性能的折中，如果不考

虑这一点，再好的技术也应用不到

实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