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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中国液压的新时代 

——据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长江报告整理

◆电气液压混合驱动改善传动系统能效特性

——据太原理工大学专家权龙报告整理

我报告的题目叫做液压的

新时代，告诉大家怎么个新

法，到了一个新时代，如何面

对这个新时代。大概有四个部

分，以数字孪生作为主要的一

个工具来讨论一下我们液压的

几件事情。

液压系统中压力和流量是

一个耦合关系，那么我们从物

理结构上把这个耦合给它解

开，就是电气传动只做运动控

制，液压传动做动力控制，这

样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

PTC ASIA 2021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之十四～之十五）

本刊编辑  张婷婷（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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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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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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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  张婷婷  

迎接中国液压的新时代 
——据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长江报告整理

之十四PTC ASIA 2021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我报告的题目叫做液压的新时

代，告诉大家怎么个新法，到了一

个新时代，如何面对这个新时代。

大概有四个部分，以数字孪生作为

主要的一个工具，来讨论一下我们

液压的几件事情。

数字孪生-产品迭代发展的

重要手段

首先讨论一下很时髦的数字孪

生，为什么要讲数字孪生，是因为

数字孪生是产品迭代发展的一个重

要阶段。我国工程机械、行走机械

发展得非常快，我们的主机厂徐

工、三一的销售额都已经是世界的

前三、前四名了，但如果我们看另

外一个数字，我们就感觉到还有很

多事情要做。

2020年我国工程机械出口总

额188.9亿美元，只占世界市场的

12.6%，就是说我们主机厂主要的

产品都卖给我们中国自己。我们为

什么不能占领世界市场，我们有

哪些地方做不到，我们可以从这个

图上看到有几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见图1）。第一是排放，双碳现

在是最时髦的名词，但是从我们国

家来看，2022年实行国四标准，而

国外两年前就已经实行了Tier4标

准了，所以人家用这个Tier4标准

来衡量我们的工程机械，超标、排

放都有问题，效率也低，它就没法

用。第二是需要解决节能的问题，

其实“双碳”是两个概念，不光是

排放，而且包括节能，我们在节能

的问题上大概跟国外有10%～20%的

差距。比如说现在大量使用的叉

车、装载机都有这方面的问题。第

三是技术问题，我们的电液系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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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我国工程机械产品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图2  平衡阀

常落后，这是我们的一大弱点，另

外我们没有重视大数据的使用。

第四是服务，我们怎么做好远程

服务，比如说世界比较领先的那些

国外液压公司，早已经开始做远程

服务了，远程服务的概念不只是故

障服务，而是从原创设计的时候就

开始做远程控制。第五是网络，我

们中国是世界网络大国、5G技术的

产生地，是不是想到了网络该怎么

用？

那么有这些问题，我们就在

想，促进中国液压技术的发展，很

大程度上靠加快它的迭代进程。我

们中国的液压想进步，你拿什么去

进步呀？人家的元件为什么要改进

设计，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数据，没

有通过迭代来找到这个问题所在的

话，很难谈进步，那是空的。但是

我们找到了又怎么办呢？没有理论

基础，理论基础毫无疑问是需要通

过仿真来解决的，那么我们现在的

仿真基本上给的是方向，很难给一

个定量的东西，这是我们需要着急

解决的。所以未来我们可能要从根

本上去解决工程机械仿真的事情，

未来的主机都是电子输入，以它作

为变量，产生的运动控制函数是什

么？我们把这个函数又作为变量，

输入给做机械动力学仿真的人，通

过仿真计算出功率的强度、臂架还

能不能减轻重量，以此来提高我们

的产品质量。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工

程机械凡是有臂架的东西都碰到一

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平衡阀。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平

衡阀（见图2），这个平衡阀如果

从控制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发现它

就是用了液压的PID来完成它的平

衡阀的功能。液压的PID一旦出厂

设定以后，这个机器卖出去了，

这时PID能够智能吗？比如说温度

上来以后，如果还是原来的PID，

就可能会产生振荡；比如说温度很

低，如果还用原来的PID，平衡阀

就打不开，重物就掉下来了。

另外平衡阀要真正满足主机的

需求，会有若干的特性曲线的要

求、静态的要求。比如说斜率是多

少，同一个阀在不同的工作阶段

上，能否设置不同的斜率、增益，

这些都是液压完不成的，所以常常

因为平衡阀而出现重大问题。用什

么方法能解决呢？一定要用智能的

PID，一定要把它改成电控的。所

以我们的液压没有电控真是非常危

险的。

再看一下挖掘机用的柱塞泵，

现在的柱塞泵很简单了，它没有恒

功率控制系统，没有液压的流量控

制系统，也没有压力切断控制系

统，现在的柱塞泵用一个比例电磁

铁就把一个泵的压力、功率、流量

全部都控制了，挖掘机已经这样

了，但是我们现在研究泵的、做泵

的有没有提高到这个意识上，这是

值得我们思考的。

所以用好仿真是我们目前迫不

及待要解决的问题。现在的仿真平

台并没有做过认真的迭代，它和真

实的情况有一定的差距。那么怎么

能让仿真平台做的好呢？除了要做

建模以外，还必须通过不断的辨识

来迭代你建的模，一直修整到这个

模可以实际应用。我们现在的仿真

方法解决不了这件事，我们必须考

虑仿真与被仿的实物之间的通讯问

题，这就是我们需要用数字孪生的

一个原因。

现在如果产品有问题，从商讨

改进、修改工艺，最后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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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上车对工程机械来讲没有

一年的迭代时间是解决不了的，

我们希望把这个时间缩短到三个

月，怎么办？我们当然想到了数字

孪生。数字孪生是个工具，我不

是干数字孪生的，我也不懂数字孪

生，但是我可以把数字孪生当成一

种工具，通过数字孪生就能让现在

的仿真变为可以用的仿真。大家

说为什么要用仿真，因为如果仿

真跟实际非常接近的时候，我们

就能从仿真上拿到数学模型，只

有有了数学模型才能做出电子控

制的软件，我们现在的软件大部分

都是logic control，并没有做到

motion control，而未来的发展，

工程机械要会做motion才行。谁会

做这样的软件，它的理论基础是什

么，所以我们急需要迭代发展。

谈到数字孪生的时候，我们要

考虑二个问题。第一，我们不是干

数字孪生的，是用数字孪生的。第

二，数字孪生这个概念其实有多个

维度。

● 模型维度。我们使用几何模

型（产品及其零部件）、物理模型

（Motion Control）。并不以虚拟

的一些东西作为对象。那么模型的

精度不够，我们就要通过迭代让你

的仿真系统达到一定的接近实际的

精度。

● 连接维度。现在来看目前的

仿真没有和实际建立很好的关系，

他们没有互动的概念，未来我们可

以建立一个IOP的平台，然后让仿真

和实际在建模的过程、边界条件、

在迭代上都能实现互通的作用。

● 使用维度。第一步“虚拟-

现实”加快产品迭代发展；第二

步促进电子软件创建与发展；第

三步运动解耦控制：端云协同、

控制合一。

● 物理维度。大家都认为数字

孪生跟仿真有关系，其实不仅仅

跟仿真有关系，数字孪生完成可

以物理对物理，物理对试验台。

现在一个阀装在主机上，实验台

也有同样的阀，试验台试验的曲

线和你主机实验的结果不一样的

话，孪生出来，我们就能找到什

么地方有问题。

● 费用维度。这是当前一个极

大的障碍，比如高校给起重机做

个仿真，要50万到80万，他连自

己最基本的消费都不够，但是主

机厂觉得一个仿真要这么多钱。

我们现在想到了一个办法，叫做

可持续发展的收费办法，一会儿

给大家介介绍。

● 安全维度。如何保证使用

者数据安全、数据共享的范围控

制。仿真其实不只是虚拟和现实

的仿真，实际原件可以跟仿真平

台，试验台可以跟仿真平台、主

机跟仿真平台都可以用不同的维

度来实现仿真。

昨天我在高校展台上看到二个

非常好的东西，一个是北理工的可

视化泄漏检测技术及仪器，另一个

是燕大的便携式液压有源测试方法

及设备。大家可能没有想过，如果

把这两个东西搁在仿真、孪生平台

上的话，可以解决两件事情。第一

测量点的拓扑设计，第二测量数据

的辨识应用可深度优化系统。

毫无疑问，未来任何一个液压

系统的关键点都是闭环控制，那么

怎么把闭环做好？大家可以看到现

在平衡阀已经开始用电控的平衡阀

了（见图3），什么叫电控的平衡

阀，就是它的压力信号不来自于吸

空的那个油缸上腔，油缸上腔的压

力传感器经过滤波、经过电子运算

以后再决定应该怎么做。而现在的

平衡阀开启取决于油缸上腔压力，

压力高了就打开，一打开压力就低

了，然后又关上，所以实际在不断

地开关、开关，很难做到运动的平

稳。因此我们就想未来液压系统、

液压元件结构的改进，动力系统的

改进，操作系统的改进，都要有强

大的理论基础，而这理论基础恐怕

是应该来自于真实的仿真。

数字孪生-产品液压电子控制

软件设计

现在的新时代碰到一个很大的

问题，与国外元件相比，中国的液

压元件现在已经基本不存在可靠性

差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液

压元件都是自动线加工的，一致性

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液压有个明

显的最大的差距——不带电控，基

本上没有动用电子控制。但是当讨

论到碳中和、碳达峰的时候，我们

恐怕要用电控了。比如说除了挖掘

机以外，大家从来没有考虑过工程

机械的节能问题。实际上挖掘机的

节能与其他工程机械是一回事，就

是如何让液压系统和柴油机能够最

 图3  开发电子控制平衡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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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地匹配起来（见图4），这是

我们现在要研究的。而这样的研究

不仅仅是在挖掘机，应该在所有的

机器上。

液压系统与发动机匹配的问

题，比如说有的厂家做了一个挖掘

机的泵，把排量增大了，但实际工

作用不了这么大流量，他就降低柴

油机的转速。转速下降、排量增

大，一样能满足流量，但是错了，

因为当转速下降以后，很可能会匹

配到一个错误的点上。你可能匹配

到了柴油机的最大扭距点，最大

扭距点是当柴油机突然有了载荷以

后，它能够不冒烟的，如果你把液

压系统匹配到这一个点了，突然载

荷来了，只能冒黑烟。所以我们有

很多工作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液压

问题，我们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来解

决这件事情。

中国液压在进入新阶段的时

候，大家该去做些什么工作？第一

我们要想办法帮助中国的行走机

械走向世界市场；第二我们要考

虑一个问题，液压控制已经从速

度控制转为压力控制了，我们过

去都讲速度环，还做一个电子控

制，用个PLC就能解决，当你改成

压力环的时候，PLC解决不了了，

谁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三国外电子

控制已经产业化了，我们还没有

做到；第四网络控制时代已经全

面开始，国外做网络控制用的是

telematics通讯系统，这是GPS当

中的一个功能，我们中国用的GPS

不具备telematics功能，但是我

们有5G呀。

刚才谈到世界液压最大的变化

是从速度控制系统转入到了压力

控制系统，大家看这一个柱塞泵

和一个液压马达（见图5），我们

过去控制这个变量泵无非用软件和

PLC，给它一个电流，就有一个摆

角，就有一个流量，这流量有什么

作用，给机器带来什么？我不知

道。我们的系统未来只有一个压力

传感器，没有流量传感器，整个系

统是在控制机构的压力扭矩，而不

是控制流量和速度，这是很大的一

个变化。

有了这个变化以后，就有二次

调节的概念，不仅泵在调节，马达

也调节，这时候马达并不仅仅是调

速用的，实际是调扭矩用的，速度

和扭矩作为两个坐标，我们既可以

调扭矩，也可以调速度，可以正扭

矩、负扭矩，负扭矩、正转速，它

有若干个组合（见图6），这都是

我们现在的液压系统没认识到的，

或者你的软件没认识到。

大家看看力士乐过去的变量泵

（见图7左），这里有一个机械反

馈，给它一个电流，让它出50%的

油，这是一个闭环系统。新的泵什

么样，大家看看，新的泵只有两个

比例减压阀（见图7右），根本没

有反馈了。所以我们看到未来工程

机械的液压一定要从速度控制环进

入到压力控制环，也就是要控制加

速度，当你要控制加速度的时候，

 图4  液压系统与发动机的匹配

 图5  泵和马达

 图6  二次调节系统可以工作在

4个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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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仿真的物理模型，没模型软

件都做不出来。

未来的开式泵就是一个比例减

压阀控制完成，但要靠三通流量阀

来放大这个信号（见图8），这时

我们想到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泵

在不同的温度下，泄漏量不一样，

开口量不一样，开口形状不一样，

这么诸多的事情都跟软件有关系，

主机还能做吗？做不了，必须谁的

液压件，谁来做这个软件。

所以我们就发现未来要上电

控，我们应该考虑到要从一个PLC

的逻辑控制进入到一个Torque 控

制，这是现在最时髦的话。比如大

家都谈液压被EHA取代了，你担心

EHA取代液压吗？EHA控制速度确实

很好，但让EHA控制扭矩、控制压

力，它没法做，因为伺服电机的转

速怎么变成压力信号，怎么控制压

力？那里有诸多的难点需要解决。

大家再看马达，当一辆车、一

台卷扬机启动的时候，你希望马达

在最大摆角还是最小摆角，当然是

最大摆角了。扭矩最大最符合要求

了，但是现在的液压控制做不到这

一点，必须改成电控。

所以未来我们不是简单的去谈

仿真平台，而是需要给出系统数学

模型，数学模型变物理模型，物理

模型变成软件，然后最后实现控

制，这样一个过程是我们液压发展

必须要考虑到的。

数字孪生-未来实现自动控制

未来怎么样实现自动控制？我

给大家讲讲我们的看法，就是创建

行走机械电子控制新概念。什么叫

新概念？我们现在的电子控制大部

分是逻辑控制系统，未来我们要实

现单轴最佳运动控制（启动-加速-

制动），比如说需要一个缸、一个

马达进行运动控制，包括加速度，

包括制动；另外要多轴进行解耦；

第三合理分配流量以达到节能的目

标。这些都不是靠现在简单的软件

能解决的，未来油缸不是位置控

制，而是要通过泵的压力实现压力

闭环控制；多个油缸的解耦控制现

在还没有做。这些都需要我们想办

法解决。

2017年我就想到了一个名词，

叫云地同步，我们复杂软件搁在云

里不挺好吗？大家说，您这想得太

 图7  老式泵和新式泵

 图8  未来的开式油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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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了。到了2020年，我在山河智

能讲课，有一天早晨看到有一条新

闻说：华为最近提出了一个新概

念，叫“端云协同 控制归一”。

端云协同和控制归一就是主机的电

控系统不需要发生什么变化，已

经够用了，因为是当放大器来使用

的。所有复杂计算都搁在云里去

算，算完了以后通过云给到你的地

来完成这个工作（见图9）。

2016年5G出来以后，在讨论5G

对工业有没有价值的时候，试验就

做完了。试验很简单，在机器人上

搁一个球（见图10），机器人上坡

下坡、左转右转、刹车，球不能掉

下来，这当然需要机器人不断进行

调整控制。那么工业4.0的倡导者

就向华为提了一个问题，如果现在

把这个大的服务器搁在云上，你能

不能控制这个机器人？如果能，

我就信5G，推5G。试验的结果非常

好，完全可以做到，根本不用再带

计算机、不用带服务器了，所有功

能试验下来都非常理想。

下面，我们通过几个方面来讲

讲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 建立网络控制概念（见图

11）。未来的系统不需要把复杂的

运算、泵的压力控制，马达的压力

控制、多路阀的控制等等都搁在机

器上，我们会做一系列的标准控制

软件，把它搁在云里，愿意用就

从上面下载下来，就可以用了，这

和我们现在查健康码、行程码不是

一回事吗？然后机器上全都是驱动

器，咱们过去管他叫放大器，机器

的电控并不复杂，因为它只要拿到了

云给它的计算结果以后就知道该怎么

做了。另外我们也可以把机器的运

行不断地通过传感器报告给云，云

再根据这个数据来做新的运算。

● 建立行走机械控制云平台

（图12）。未来我们要考虑能否建

立一个液压行走控制云平台，这个

云平台干什么？要把模块化的软件

库、系统的控制方式、远程的服

 图9  云地同步

 图10  云-地同步最成功的例子

 图11  建立网络控制概念

 图12  建立行走机械控制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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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都给解决了，彻底解决拿到机器

操作的指令以后，我们就会进行运

算，运算出来就会给端一个指令，

端的指令会把运行的结果通过传感

器传回到云，用云地同步的方法来

解决。大家不要担心速度，5G是可

以做到1ms延迟性。当然，它有个

条件就是节点密度，一平方公里不

能超过100万个点，这个问题怎么

解决，一会儿再给大家讲了。

● 未来我们在机器上做液压的

OBE（On Board Electronics）它

是装在机器上的在线控制器，其控

制扫描时间可控制在1ms,完全可以

实现压力控制。其设定指令可以通

过OPC-UA来传递指令，在车上实现

CAN总线控制。

● 模块化软件库。我们将在云

里建立若干个标准软件，比如说泵

的恒功率控制，马达、阀等元件控

制都会做标准软件。现在的软件有

液压厂做的，也有主机厂做的，主

机厂都是各自做各自的，它们都没

有达到最佳的软件。windows到现

在还在迭代，我们做的软件谁迭代

过，大家觉得功能到了就行了，但

是未来的系统功能只是到了是不行

的，必须是最佳的，所以软件要不

断进行迭代。另外我们要把大量的

解耦都搁在云上面，比如说挖掘机

怎么做3D、2D，农业机械怎么做犁

深系统，这些都需要非常复杂的软

件来完成，我们管它叫解耦控制。

现在我们的硬件、软件、电子的没

有做解耦控制，是靠人来解耦。这

是我在美国开的一个挖掘机（见图

13），我没开过挖掘机，上去就能

开，就能保证拉平，就做到了2D，

现在2D已经不时髦了，3D都有了。

● 应急控制器。这种端云同步

的方法可靠吗？5G能保证吗？万一

断了线，万一没信号，怎么办？没

关系的，我们可以在有信号的地方

把软件下载到专门的控制器上，然

后由控制器输出给各元件驱动器。

● 优化、调试、服务。现在很

多公司都说我有云平台，但实际我

们没有做到系统配置、系统调试、

参数设定，仅仅做在一个故障排除

上，软件也没有升级。

● 大数据。未来我们会用大量

的大数据，这个大数据不仅仅为了

服务用户，大数据可用于机器自身

的迭代发展，包括它的各种运动轨

迹，都会通过不断地迭代产生一个

最好的零件。

未来工程机械可以实现挖掘机

铲斗的轨迹控制和推土机推土铲的

姿态控制，按六个自由度（6DOF）

的控制模式，国际上已成功地进入

了工业化和商品化的阶段。那么这

就需要建立新的系统，当然毫无疑

问要用大量地使用5G技术。德国

工业4.0的倡导者FRAUNHOFER，过

去在谈工业4.0的这个概念时候是

左边这个图（见图14），当有了5G

以后，它就加了一块图，这块就是

OPC UA，常用的工业标准都纳入了

OPC UA，见图14右边。

刚才讲过OPC UA是华为与各种控

制公司联合创建的一个平台，当时

创建这个平台的时候，很多工业标

准包括CAN总线也都加入进来（见图

15）。那么看这个平台的发起人，

博世力士乐也在里面（见图16）。

我国现在又提了一个《5G应用

“扬帆”行动计划》，这个“扬

帆”任务的第二条： 5G在每个重

 图13  傻瓜式挖掘机  图14  工业4.0 的整体3个维度构架

 图15  常用的工业标准都纳入了OPC UA  图16  OPC UA工业界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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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  新的工程机械研发理念：新型数字孪生平台

 图18  组建工程机械技术发展共同体：共建、共享、共赢

点行业示范应用标杆数量2023年要

达到100个。工程机械算不算一个

行业？发布这条新闻的时候，他的

背景图就是山河智能的旋挖钻，所

以国家一直知道工程机械必须想办

法用5G和远程服务。而且国家组织

开发了大量的模组。

数字孪生-需要经济杠杆撬动

我们要实现要用什么方法呢？

我们想到了一个用杠杆的方法来

撬动发展，未来的液压和工程机

械是三维的系统，即通信系统，

机械系统，电液控制系统。这样的

一个系统相当复杂，我们必须有一

个集成、跨界的概念，谁能跨过工

程机械和液压这个界去做网络的控

制，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我们将

来会建立一个IOP平台，为什么叫

IOP，不叫IOT，IOT平台里的这个

“T”是things，叫万物互联。对

不起，5G不是万能的，如果万物互

联，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你占

了，通讯的数据实时性就没了。所

以国家想到这问题了，我们可能会

叫IOP，“P”是platform，那么

几个行业一起用IOP来解决这件事

情。有了5G以后，开发软件的公

司可以通过收取使用软件的授权流

量费来盈利，不用国家给太多钱。

另外仿真现在有个问题，怎么交

互？比如说这是主机厂，这是学校

的仿真平台，他没法交流，我们未

来给大家建立一个数字孪生的平

台，学校仿真的结果到这个数字孪

生平台，数字孪生平台到主机厂的

平台，主机厂的平台可以下载控制

器，完全可以避开所谓的版权问

题，也完全可以让我们的仿真变成

实际化（见图17）。

这时候我们需要创建 “技术

合作共同体”，这个技术合作共同

 图19  去中心化，区块链链接

体就是未来我们搞液压的、搞电控

的等等，全都用网络连在一起，主

机厂可以任意选择合作伙伴，愿意

找谁做液压，愿意要谁做监控，自

由选择。然后这些要给到政府及相

关的协会进行安全监督，你的碳排

放是不是合格了，一目了然，国家

能控制（见图18）。

所以这件事情难就难在这儿了，

我这里用三维的坐标来谈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是二维，是液压件厂跟主机

厂，现在又增加一维，这一维是什么

呢？包括GPS定位，中国叫 GNSS，

5g通讯，云地同步，软件仿真，这

都是一个新的概念，所以未来的合

作是三维的系统（见图19），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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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画这么多箭头，就是谁都有

各种不同的联络方式，怎么能让他

的联络方式是畅通的，才能起到这

个作用。

大家都关心特斯拉撞车的事

情，我也关心，特斯拉汽车给了

我很多启发，特斯拉用的是博世公

司的iBooster，世界上大部分的

名牌汽车用的都是这个刹车系统，

不可能这个刹车系统到了特斯拉就

出毛病了。这个刹车系统和我们过

去讲的防跑偏、防滑已经完全概念

不一样了，大家看看这套刹车系统

（见图20），非常复杂的闭环控制

软件。

这是iBooster的内部结构（见

图21），里边包括伺服电机，还有

滚珠丝杠、液压系统，搁哪个车上

都能用，用了以后就没什么问题。

刹车软件一定是Bosch做的，不是

特斯拉做的。

我们从特斯拉还看到另外一个

问题，特斯拉重视中国市场很重

要的一点它是考虑到“迭代”，

它是要用大量的中国路面车辆行

驶的数据去迭代它的控制软件。

大家说你讲这个干什么？我是要

回答大家一个问题。这次展览会

很多人都问我，我们作液压的

也想做电控，人家主机厂不让我

做，主机厂自己能做。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我用这个图告诉大家

（见图22），未来的主机厂要所

做的电子控制相当复杂，叫做操

作系统，它和汽车的无人驾驶系

统相当。这套软件绝对不能用PLC

做，它必须用神经元来写，为什

么？因为这里的软件是并行的，

比如你吊一个重物的时候，要考

虑到是否有障碍物，钢丝绳什么

状况，液压系统与这些因素怎么

能用串行思想来解决呢？但是我

们的motion control一定是串行

的，未来我们是得到机器的指令

以后来做液压系统控制（类似特

斯拉的刹车），这时候主机厂还

干这事儿吗？他操作系统都干不

完，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用端云协

同了，为什么要这样讲呢？现在

中国的工程机械和液压主要的一

个问题没解决，大家把这个叫灰

度。这是一个兔子，兔子里白色

的事情我们都解决了，圆圈脸是

工程机械，液压耳朵也解决了，

但就是主机跟液压交互的地方，

灰度的东西没人干。未来我们要

干这件事情，用什么方法来干

呢？用数字孪生的方法来解决。

希望中国液压气动密封工业协

会将来会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帮助大

家走近液压的新时代。

谢谢大家！

 图20  高精度快速相应的制动伺服控制系统

 图21  iBooster的内部结构

 图22  组建IOP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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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液压混合驱动改善传动系统能效特性 
——据太原理工大学专家权龙报告整理

之十五PTC ASIA 2021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研究背景及意义

传统阀控液压系统有一个很

严重的问题就是能耗比较大，刚

才王长江先生也谈到了这一点。

自从国家提出了双碳目标以后，

全国各行各业都在行动、响应号

召，那么我们液压行业该如何应

对液压系统能耗大的问题，是需

要我们每一个液压人深入思考、

努力解决的问题。

按照装备能否移动，可以把机

 图1  移动装备电动化发展趋势

械装备分为移动作业装备和固定作

业装备两大类型，也可以叫做行走

机械和工业自动化装备。无论移动

还是非移动机械装备，其组成不外

乎包括动力源、传动机构、测控系

统和控制机构四大部分，如果动力

源能够直接驱动执行器的话，机器

的能效就会很高，现在部分装备已

经实现了近零传动，就是用动力源

直接驱动工作装置，但是大部分装

备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必须采用

各种各样的传动机构，如电气的、

机械的、液压的、气动的、液力的

等等，将动力源提供的动力传递

和分配执行机构，这其中一些重

型装备、特别是重型行走机械，

普遍采用液压传动系统传递和分

配动力。但是由于原理的制约、

阀口存在的过大节流损失，液压

传统系统的能效是很低的，一般

行走机械只有20%～30%，这还不算

原动机的能效。

讲到这里我们就比较明确了，

不管是固定装备还是移动装备，要

实现节能减碳，降低和减少机器服

役期间的碳排放，最根本的一个方

法就是降低和减少节流损失，来提

高整个系统的能效。

最近几年，许多工程机械企业

推出了电动化的解决方案减少机器

的碳排放，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用动

力电机取代原有内燃机作为驱动

（见图1）。就如同固定的工业机

械一样，工业机械本来就是用电机

来驱动。但是，不管是用内燃机驱

动，还是用电代替内燃机来驱动，

传动链能效比较低的问题还是没有

得到解决。另外，如果仅仅用电动

机来代替内燃机，液压系统能效还

是很低，特别对于行走机械来说，

机器能够安放电池空间受限，电池

的功率密度又不够高，造成电池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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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受限，造成机器的一次充电作业

时间非常短，成本也会非常高，难

以真正实现电气驱动。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为了

提高液压系统的能效，我们走过了

哪些技术发展路线。目前工程机械

普遍采用的是液压泵提供动力、多

路阀控制分配动力的方式。为了降

低整个系统的能耗，近年研究多的

是采用阀口独立控制的方式来提高

系统的能效，降低节流损失（见图

2）。我们还可以通过闭式泵控的

方式，能够完全消除节流损失，这

也是我们目前一个主要的方向。比

如说美国普渡大学的MonIka教授团

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

工作。国内也有很多研究机构在做

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团队也推出了

能够匹配单出杆液压缸即非对称泵

控非对称缸的回路原理，该方案用

于液压挖掘机和装载机都取得了非

常好的节能效果。

目前在工业应用方面，有一个

电机械驱动技术，我们称为电动缸

也好，电机械直线驱动器也好，就

是我们图2右边给出的原理部分。

它实际上是通过一个伺服电机来驱

动一个减速器，再带动一个滚珠丝

杠副实现直线驱动。它的优点就是

能效高、控制特性好，这个是目前

在很多装备里面取代液压缸的一种

方式。相对于液压系统，它的问题

在于功率密度比较低一些、承载能

力相对弱一些，而且动力传递方式

一般都是刚性的连接，不像我们液

 图2  直线驱动与传动技术现状

 图3  移动装备电动化发展趋势

压传动可以通过管路实现柔性的连

接和传递。

前几年沃尔沃公司展示了一款

全电动小型挖掘机（见图3），被

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全电动小型挖

掘机原型机，真正实现了零排放，

没有了内燃机，能源利用效率大大

提升，没有液压系统也进一步降低

了冷却需求和噪声水平，发热量和

噪声也大大降低。它采用的就是电

动缸的方案，一个全电控的真正的

电动化的小型挖掘机。这个挖掘机

里面的每一个执行器全部采用前面

说的电动缸，是一款全新的概念，

目前还没有量产产品，但是技术已

经比较成熟，也有网页可以查阅。

我们前面提到电动缸功率密度

低、承载能力弱的问题，其实用在

小型挖掘机还是可以的。但是用到

大型挖掘机，特别是重载的工况就

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电动缸用于

挖掘机动臂的控制时，其工作过程

是电动机经过减速器驱动滚珠丝

杠，将旋转运动转换为丝杠的直线

运动，带动机械臂往复运动；当机

械臂下降时，重力势能经丝杠、减

速器转换为机械能，再转换为电能

存储在蓄电池或超级电容中。这就

需要按最大载荷需求配置电动机，

造成装机功率过大，同时受电动机

功率密度的制约，电机的体积也较

大，而行走机械安装空间有限，因

此不适用于大型和重载的机械臂。

工作原理及基本特性

既要解决双碳的问题，还要节

能，还要控制特性好，那么该怎么

办呢？我们想能不能把液压和电气

两种方式合二为一，使我们的直线

执行器既具有电传动的控制特性

好、能效高的优势，又具有液压传

动功重比大、安装柔性灵活的优

势。我们给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是

分离式方案，当然这不是我们的目

标；另一种是集成式方案，即把电

缸和液压缸集成为一个元件，这样

就使这个元件本身既具有液压传动

的高功重比的优点，又有电传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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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液压和电气两种方式合二为一的直线执行器

 图5  不同驱动方案功率密度比较

 图6  系统基本控制策略

 图7  分离式方案测试台

制特性好、能效高的优势，这就是

我们的目标方案（见图4）。

其实几年前，我们已经用这个

方案做了实验，也做了一些分析、

对比，我们算了一下，通过这个直

线执行器控制同一台机器的话，其

功重比相对于纯液压执行器要低一

点，但是相对于纯电气执行器要高

出2～2.5倍，可以说兼具了二者的

优点（见图5）。

有了这种方案以后，我们首先

开展了仿真的研究，建立了整机的

多学科联合仿真模型，通过仿真可

以发现，仅仅把这两个回路集成到

一块儿，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一

个是同步性不太好的话，会出现力

纷争的问题，因为是同一个执行

器，两个负载互相牵引；另外动态

响应不太一样，也会出现力纷争，

最终会影响到整个机器的输出精度

和稳定性。

发现这个问题后，我们就做了

一种控制策略，我们在控制上给它

做了一个解耦，也就是说，电机

电驱动部分仅仅作为一个运动控

制而不用去克服负载，让它功率

小一点儿；而液压系统的作用就

是克服外负载。这样的话，其实

就是从结构上把运动控制和动力

传输的耦合给解开了（见图6）。

刚刚王长江先生说了液压系统中

压力和流量是一个耦合关系，那

么我们从物理结构上把这个耦合

给它解开，就是电气传动只做运

动控制，液压传动做动力控制，

这样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

有了这种方案以后，我们就

建立了分离式方案试验台（见图

7），对它的速度控制特性和位置

控制特性都做了试验测试。这分别

是速度、扭距、位置曲线，效果还

是比较理想。

这个是我们在做试验的一个视

频，下面分别是速度控制特性、

位置控制特性、速度位置复合控

制特性，可以看出来，我们完全

可以达到或者实现电传动和液压

传动所相同的功能。这种速度和

位置控制在液压系统里面是很难

实现的，这个直线执行器可以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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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地实现（见图8）。

我们也对不同的负载特性做了

测试（见图9），最左边的是一个

静态的测试，红色曲线是突然加

载，加载以后，我们看液压缸的位

移，它的变化情况和纯液压系统液

压缸的位移其实是一样的，在动态

过程中有一个超调，在这个图的曲

线中，压力很快就把负载平衡掉，

执行器很快就恢复到原有的定位位

置。下面这个图可以看出，定位

误差只有±0.1mm，其实控制精度

经过补偿还可以进一步做得更高。

从力的关系也可以看得出来，液压

系统的输出力要比电机械传动输出

的力大5倍多，这也实现了用液压

系统的高输出力密度来代替电机传

动，提高整个装置功重比的目标。

这个是我们做的电液混合驱

动与传统阀控系统的对比（见图

10），相同负载工况下，测试它们

的运行特性。上面是一个阀控系统

的曲线，下面是电液混合驱动的曲

线，从整个系统的输出能效和力的

平衡关系可以看得出来：液压系统

完全靠液压泵的输出压力和节流损

失来匹配负载；而电液混合驱动，

不管是超越负载还是阻抗负载，这

个负载完全和负载力相适应相匹

配，压力损失更小。

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在轻载工

况下，混合系统总能耗基本上只

有阀控系统总能耗的1/3，峰值功

 图8  直线执行器有良好的速度和位置控制特性

 图9  不同负载下的特性测试 

 图10 电液混合驱动与传统阀控系统的对比

率也大大降低，从7.7kW降低到了

3.6kW；节流损失从13.1kJ降低到

3.35kJ，降了3/4。在阻抗负债工

况时，执行器是第一和第三象限的

运动，在超越负载工况时，执行器

是第二和第四象限的运动，就是不

管在哪个象限工作，相对于纯粹的

液压系统，总的能耗、节流损失和

峰值功率都有大幅度的减少。

电液混驱系统应用研究

前面是在试验台上对这个方案

做的一个研究，进一步我们希望把

它用到一个真正的机器上，看看它

的效果能否和预期的一样，于是就

把它用在我们所里一台小型挖掘机

上。首先用到动臂上，这是传统的

采用电气方式回收挖掘机动臂势能

的回路原理（见图11），可以看出

整个传动链能量经过五次转换，能

效其实是很低的，整个势能的利用

率都不到35%。

图12是集成电液混驱与能量回收

的新型方案，它可以用两个电缸、一

个液压缸；也可以用一个电缸、一个

液压缸；也可以用一个这种新型集成

式的液压缸来构成系统回路。右图分

别是双液压缸单电缸组合和集成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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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缸两种回路的原理，我们希望首

先把它用到我们的挖掘机上去。

和前面的技术路线一样，我们

也是建立了一个整机的仿真模型，

这里面还包括了斗杆、铲斗的仿真

模型（见图13）。图右边是电机的

转矩变化范围，为了匹配蓄能器的

容量、压力、以及能耗的关系，我

们做了一个对比，可以看出蓄能器

的预充压力为9MPa的时候，效果是

最好的，能耗是最小的。

这是我们的样机测试过程（见

图14），在举升下放测试中，其平

稳性大大优于液压独立控制失稳挖

掘机，现在挖掘机会颤很多次，电

液混合控制工作装置会很平稳地停

下来。还专门做了冲击试验，测试

中铲斗下方放置一个大的水泥块

儿，举起工作之后使其快速下放，

铲斗直接砸在水泥块上，这时机器

工作也是没有问题的，这就充分证明

了我们所提出的方案是能够在这种比

较大的冲击和振动工况下使用。

图15上半部分给出挖掘机动臂

分别采用50mm/s和100mm/s两种速

度下的一个完整工作循环过程，图

15下半部分是对应的电机的功率和

能量测试曲线，理论上这两种工况

能量应该是一样的，但是由于速度

不同、摩擦力不同、各个元件的效

率不同，总的能耗就会有一点差

别。右下图是给了不同的负载功率

 图13  整机的仿真模型

 图14  样机测试

 图15  动臂完整循环过程测试曲线

 图11 电气方式回收挖掘机动臂

重力势能

 图12  集成电液混驱与能量回收的新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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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做的一个试验，可以看得出来，

只要负载压力不一样，这个功率和

能耗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随着压力

增大，那么它的能耗是在增大的，

这也符合客观规律（见图15）。

图16是和现有的负载敏感回路方

案做的一个试验对比曲线。峰值功

率由原系统的13.8kW降低到3.1kW，

减少幅度达77%，主要原因是动臂的

重量完全靠液压系统的蓄能器平衡

掉了。就是说原来是没有能量回收

的，现在可以用电气和液压的双回

路来回收，那么整个系统的能量就

减少了71%，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显著

的。这个实验我们是从电机的输入

端测的功率和能量（见图16）。

我们前面做的动臂是两象限的

回路，我们也把这个技术用到了斗

杆上，看一下能否在四象限的回路

里获得类似的效果。研究的过程也

是一样，首先通过仿真，对系统的

结构参数进行匹配和优化，然后在

建立的试验测试系统上进行测试。

从试验结果看得出来，整个运行过

程也是非常平稳（见图17），斗杆

的势能回收利用率达到了39.7%，

而且斗杆的速度不一样，基本上

节能效果在40%左右，但是它的能

量回收方式与前面动臂回收是不一

样的，因为它是四象限运行，所以

我们是依靠超级电容通过电气方式

来回收势能。所以我们这个方案是

非常灵活的，即可用电气方式回收

能量，也可以用液压方式来回收能

量。而且据我们所知，目前实际的

挖掘机基本上几乎没有采用斗杆的

 图16  电气液压混合驱动系统与负载敏感系统的对比

 图17  可实现四象限机械臂高能效平稳运行

 图18  挖掘试验过程

能量回收利用系统。

图18给出我们所进行的挖掘的一

个试验过程，上面就装了一个一体化

液电混合集成的双动力直线执行器，

因为我们有两台机器，可以分别地

对比两个回路系统（见图18）。

我的汇报就到此结束，谢谢

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