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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驱柱塞泵技术发展的探索 

——据太原科技大学专家安高成报告录音整理 

◆液压电磁铁测试技术及新产品

——据安阳凯地磁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家孟凡朋报告录音整理

◆足式机器人液压驱动基础理论研究

——据燕山大学专家俞滨报告录音整理

从液压技术发展趋势来看，实

现更高的功率密度，更多的是通过

提高压力、提高转速和加大排量去

实现。我们追求更高的效率，适合

未来发展要求，实现智能化与5G互

联能够进行有效通讯。

我们通过对电磁铁测试技术的

持续改进，实现我们用零缺陷的产

品来服务于重点领域和主机用户的

目标，不断改进，推出新产品、扩

展新应用领域。

我们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

结合仿生学，现在设计机器人的时

候，没有完全融汇仿生学理念，比

如人的大腿粗，小腿细；比如人的

神经是分多层的，而且传输速率也

不相同；比如人的整个内脏排布是

非常紧凑的，都是未来要研究的工

作和需要攻克的问题。

PTC ASIA 2021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之十六～之十八）

本刊编辑  张婷婷（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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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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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10月27日

主持人：权龙

太原理工大学

14:00～14:30   电驱柱塞泵技术发展的探索

安高成 / 专家（太原科技大学）

14:30～15:00   液压电磁铁测试技术及新产品

孟凡朋 / 专家（安阳凯地电磁技术有限公司）

15:00～15:30   足式机器人液压驱动基础理论研究

俞滨 / 专家（燕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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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驱柱塞泵技术发展的探索 
——据太原科技大学专家安高成报告录音整理 

之十六PTC ASIA 2021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这些年我们在做一些元器件方

面的工作，结合技术发展趋势以及

我们对一些产品的理解，我们想在

电驱柱塞泵方面做一些探索，这个

工作刚刚完成初步性方案，借此机

会与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一直在做元器件方面的工

作（见图1），有径向柱塞泵、力

士乐电子泵系列软硬件控制器，以

及摆线马达、自己做旋转斜盘的柱

塞泵，图1左下是我们自己做的新

的静液压传动方案，就是静液压耦

合和静液压泵具。系统装备方面，

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光热

发电、燃机燃油液压系统元件的试

验、冶金装备方面的工作、以及我

们国家当时最大的风洞的伺服机构

等等。

柱塞泵发展趋势

目前我们主要还是针对柱塞类

的产品在做些工作，主要是燃油

柱塞泵仿真，在做的还有电驱柱

塞泵。我们在总结未来对用户来

说应该产品服务一体化，通过网络

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我们也在观

察一些技术的发展趋势，下面两个

图片我们大家也都比较熟悉（见图

2），图2左边是丹佛斯的数字泵，

它通过高速开关阀对泵进行阀的配

流，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功能，它

从硬件上来讲基本是模块化的，但

功能是通过软件形式来体现的。图

2右边是伊顿公司的负载独立控制

的多路阀，据说它也是做到了硬件

模块化，但功能也是通过上面控制

器来定义的。结合刚才王长江先生

前面所讲的液压发展趋势，我们觉

得应该有一个硬件模块化、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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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动力元件开发及研究

 图2  丹佛斯数字泵和伊顿负载独立控制多路阀

 图3  柱塞泵发展过程中的泵

能是靠软件来定义的趋势，基于

此，我们就想按照这个理念，探

索柱塞泵在电驱当中的应用。

从泵来说，我们关注几个特

性，效率、压力、噪声、可靠性。

其实各家的泵产品不管在结构上有

多大的差异，细细分解它设计的特

征，总能跟这几个指标挂起钩来。

从发展来说，自16世纪很简单的一

个柱塞泵的应用，到后期发展到

Janny柱塞泵和Thoma柱塞泵（见

图3），与我们现在的柱塞泵已经

很接近了，比如力士乐10V泵、4V

泵等等。随着近年网络化的发展，

出现了电子泵。还有当前比较热的

国外的浮杯泵（后面对其指标参数

有一个介绍），然后就是数字控制

的泵。

从发展趋势来说，肯定是更高

的功率密度，实现更高的功率密

度更多的是通过提高压力、提高

转速和加大排量去实现的；另外

希望泵更安静，目前柱塞泵噪声

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追求更高的

效率，适合未来的发展要求；再

一个实现智能化，与5G互联能够

进行有效的通讯。

柱塞泵发展面临的问题

目前我们觉得柱塞泵发展面临

一些问题，我们自己总结了一下：

● 高压与高功率密度的矛盾。

比如说我们都希望要高压化，力

士乐已经储备了63MPa的高压柱

塞泵，我们国内用的最多的是

35MPa，再用更高压力会出现什么

样的问题？高压情况下，我们觉

得首先内部结构件会发生应力变

形，但是液压有一个特点也是优

势，就是高的功率密度，高的功

率密度希望体积要小，这样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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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矛盾。

● 高效率与高可靠性的矛盾。

从效率来说，我们希望提高容积效

率、机械效率，提高效率，我们希

望有油膜润滑，油膜特别薄的时候

泄漏会小、效率会高，但剪切应力

损失也是比较大的。相对的在可靠

性较高的航空泵当中，它的转速比

比较高，但是整个效率是偏低的，

所以存在高效率和可靠性之间的一

个矛盾。

● 应用与理论基础的矛盾。我

们的应用与理论基础之间存在比较

大的差异，很多厂在讲电驱，希望

伺服电机驱动液压泵去工作。但在

柱塞泵当中，力士乐所搞的伺服电

机驱动是300r/min以上是变转速

的，300r/min以下是变排量的，而

我们用的伺服叶片泵、伺服齿轮泵

可以做到几十转，也就是说柱塞泵

在更宽转速应用当中存在一定的局

限。那么根源在哪？我们觉得还是

在理论设计方法上，传统柱塞泵设

计在教材上都讲的是一个剩余压紧

力，或者完全静压平衡，但剩余压

紧力是目前采用更多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设计的时候是基于我们后

面所讲的多物场效应基础上的动态

平衡设计，这个动态平衡设计牵涉

到几个效应：挤压效应、动压效

应、热弹流效应等。

比如说柱塞泵，典型的柱塞有

柱塞孔，在柱塞泵三大摩擦副当

中，斜盘与滑靴之间有力平衡设

计，配流盘也有力平衡设计，而我

们在公开的教材上几乎看不到说柱

塞与柱塞孔要进行力平衡设计。实

际柱塞与柱塞孔也仍然存在一个大

的侧向力，但柱塞孔坏的概率却相

对较低，这是什么原因呢？柱塞与

柱塞孔之间还是存在油膜，这个油

膜就靠动态效应产生存在，几个摩

擦或者受力都是比较复杂的，设计

当中解析这些物理特征给我们带来

很大的一个困难。借此我们还要说

一个事，比如说柱塞这么长，实际

工作当中柱塞伸出最长长度之后，

还要留在柱塞孔里一截，这样无形

当中柱塞泵的整体长度要加长，但

是为了降低应力，必须要保证留下

一个足够的留孔长度。我们再看

一下斜盘和配流盘，它们两个都

受一个轴向力，但是斜盘仅仅是

驱动柱塞运动，配流盘仅仅完成

一个配流，都在受力，那么有没

有可能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做一个

设计呢？

经过思考，我们这样总结了一

下摩擦副：

● 泵的摩擦副基本都处于一个

动态的工况；

● 动态的波动基本靠油膜的动

态效应去平衡；

● 主要的动态效应是挤压、动

压、热弹流；

● 摩擦副设计我们希望要保证

油膜能够稳定地存在；

● 根据我们的工作情况对油膜

及其动态特性优化匹配；

● 泵的可靠性很多还要关注这

个启停阶段，在启停阶段泵的转速

或者马达转速比较低，低的时候这

个油膜就不能像我们高速的时候把

动态效应充分的利用，而此时对泵

马达来说就有比较大的影响。

刚才我们提到柱塞侧向力，这

个侧向力导致柱塞泵的结构大致分

为三类，第一种通过一个驱动轴来

传递动力，同时转子的侧向力也是

靠传动轴来承担的（见图4左）；

第二种结构方案是国内典型传动CY

泵，转子外面放一个轴承，通过轴

承来承担侧向力（见图4中）；最

后一种就是现在国外也在做的、像

丹尼斯的转斜盘的柱塞泵，侧向力

靠斜盘来承担（见图4右）。总的

来说，这些结构的发展都是为了适

应侧向力解决方案去做的。

    

柱塞泵近期发展

近期的发展比如浮杯泵（见图

5），它采用浮杯结构之后，柱塞

与柱塞孔之间是没有一个侧向力

的，它只有驱动当中有个力。

意大利人也搞了一个产品，这

个产品的资料不是很公开，它的

 图4   柱塞泵的结构大致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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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塞是一个球，球表面套一个圆

柱环，这样它用一个球角结构也

把侧向力消除了，意大利人认为

拖拉机用上这套装置之后可以以

80公里的时速在高速公路上跑，

也可以在农田里作业，用低速去

工作运转。

总的来说，通过消除柱塞与柱

塞孔的侧向力，是能带来很大的

好处。像布赫的浮杯泵可以做到

45MPa，转速2～3600r/min，这个

转速范围比我们传统的柱塞泵转速

范围大大地拓宽了。大概在十几年

前，法国一个教授在国内访学，他

讲了国外的EHA用的柱塞泵可以做

到5r/min。而力士乐柱塞泵是限制

在300r/min。另外布赫用的浮杯泵

它的柱塞比较多，噪声也大大地降

低了。

柱塞泵产品的实践

我们也做过相关的产品，一个

小的径向柱塞泵（见图7左），可

以到90r/min，双向的，是一个转

斜盘的结构，我们后面的产品设想

也要用到转斜盘的方案。电子泵我

们也做过。这个是2021年10月份刚

刚在试验台上通过的一个产品（见

图7右），应该是目前国内排量最

大的一个柱塞泵，昨天开始了机型

台架的装机应用的考核试验。根

据前面的想法，我们想用电机驱动

柱塞泵，我们曾经尝试一个方案，

在这个方案当中没有配流盘，我们

也是转斜盘，通过在斜盘上开配流

的通道来完成工作。法国力度克液

压公司的小泵上从斜盘上吸油，从

别的地方排油，但也是类似的。现

在我们借鉴一个结构之后在整个配

流盘这边也经高压的排油，把它简

化了。但这个方案目前并不令人满

意，我们还在探索。

张海平老师认为，液驱电动为

什么要改进，因为要能做到节能降

噪，要做到控制，调排量、调转

速。国外出来很多相关的产品，比

如美国的F35上，还有380的大客机

上都采用了大量的EHA，都是一个

电机驱动柱塞泵的方案，像赫尔碧

格、力士乐等等都有。那么国外出

了这么多电机驱动柱塞泵的产品，

国内呢？在国内伺服电机驱动内

啮合齿轮泵、叶片泵是有很多成熟

案例的，但伺服电机能够完全驱动

定量柱塞泵基本还是一个空白的区

域。我们觉得电驱柱塞泵应该要解

决三个问题，①宽转速的问题，就

是低速问题、高速问题；②噪声；

③双向特性。我们就只讲一些宽转

速问题。

限制转速带来这么几个难点，

最大的是柱塞与柱塞孔的侧向力，

有了这个侧向力之后，它对结构、

受力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在高速

 图7  柱塞泵产品的一些实践

 图5  浮杯泵类  图6  意大利浮杯泵

的时候，柱塞转子组件旋转离心力

是比较大的，同时在高速情况下柱

塞还会额外引起较大的压力脉动。

因为在高速情况下，柱塞在排油的

时候，前面阶段是斜盘驱动它要排

油，到后期它要减速，减速的这个

动力只能来自于油。因为惯性力是

转速的平方，而它转速快，就会额

外带来更大的噪声。我们经常听到

高速泵噪声很大，与此是有密切的

关系。另外柱塞泵速度高了，吸油

特性会变的比较差，再加上气蚀等

等一系列的现象。

围绕解决侧向力问题，我们提

出自由柱塞这么一个结构方案（见

图8），传统柱塞泵的柱塞孔里面

有了侧向力，通过转子来承担传动

轴上等等。然后像浮杯，它这里做

了一个球状的形式，也消除了侧向

力。当然在意大利方案中，也是用

一个球外面套着一个环这样的方案

去解决的。这些我们觉得还是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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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难度，浮杯当中配合得很紧

密，而且还要做到底部掏一个窝，

进去以后会产生一个压力补偿，来

补偿间隙，减小它的泄漏，这是

比较难的。我们现在提出一个自由

柱塞的方案，就在这个部位，这是

我们泵的大概的一个结构形式，我

们的柱塞两个头也是用的球饺，将

来这个柱塞工作的时候，它会有这

么多的特性：①我们柱塞孔与孔之

间不存在侧向力，因为是一个铰接

的结构；②因为没有侧向力存在，

柱塞轴孔长度大大缩短，这样我可

以把体积进一步压缩；③球铰的球

当中开了一个孔，这样的结构形式

在加工制造方面，更可以模块化的

结构形式；④当然这个也是驱动斜

盘，它的转动惯量也是比较小的，

转动惯量小就更适合于高速；⑤我

们的柱塞不会做公转的，它做摆

动，它不做公转以后也避免了高速

旋转所带来的问题，也能够减小对

油液的搅动，能够节能。

我们分析了一下，整个结构做

下来加工难度会大大降低。一般柱

塞泵上面要么铜配流盘，要么底部

烧铜，或者镶铜套，而这个结构避

免了铜的这些工艺。整体上我们是

结构上能简化，受力也进行了优

化，长度也能够缩短，然后整个

功率重量比也可以进一步地提高。

这样的方式不但可以解决高速的

问题，在低速情况下也是很有好处

的。高速有动态油膜特性，但在低

速段内部受力好，材料与材料之间

会有相对的滑动，但是这个滑动没

有太多的径向受力，这就大大改善

它的摩擦特性。

我们这个方案现在结构形式

（见图9），它是驱动斜盘旋转，

自由柱塞结构，我们说斜盘、配

流盘的功能合一了，它的摩擦数

量也可以减少，整个体积可以压

缩。根据目前电驱特性完成了这

样一个结构设计，目前即将进入

制造阶段，前面验证了，还是需

要一点过程的。

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有一个

梦想，想做成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液

压元件，我们还在持续努力，一旦

有了成果也会与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图9  我们的方案

 图8  消除侧向力方案-自由柱塞结构



液压气动与密封/2022年第8期 119

企业之声 Voice  of  Enterprise

 图1  电磁铁材料测试设备

本刊编辑  张婷婷  

液压电磁铁测试技术及新产品 
——据安阳凯地磁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家孟凡朋报告录音整理

之十七PTC ASIA 2021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安阳凯地磁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致力于液压电磁铁研发与制造

40余年，产品从单一的工业液压

领域，已经发展到工程液压、防

爆、煤矿、气动、轨道交通、国

防工程、军工航天等多种领域，

年产量已突破500万件。目前公司

已与很多知名品牌的用户建立了

合作关系。

电磁铁测试技术

关于原材料的测试

组成电磁铁有三大基本材料。

第一个是导磁金属材料，要对它的

磁性能、元素成分、镀层元素、机

械性能进行测量。第二是电磁线，

测试它的耐温特性（介质损耗、热

冲击和软化击穿等）、电特性（导

电率、高压绝缘、针孔等）、耐腐

蚀特性、机械特性（伸长率、回弹

角、柔软度等）。第三是防护线圈

的塑料，主要对它的热性能、耐温

耐湿环境测试（图1）。

对于电磁铁用什么样的材料，

比如电工纯铁和易切钢，大家有不

同的看法，电工纯铁的磁性能及冷

变形性能优于易切钢，但它的机械

性能和切削加工性能却劣于易切

钢，因此线圈的外壳大部分是采用

纯铁进行冷挤压而成，对于磁芯管

则是用纯铁、易切钢或者是其它材

料共同存在，这与它的工艺、设计

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基本特性测试

电磁铁的基本特性就是它的位

移-力曲线以及电流-力曲线（见图

2）为了和用户取得良好的沟通，

凯地公司自主研发了比例阀的测试

台。可以进行比例流量阀和压力阀

的静态特性测试。比例电磁阀动态

特性测试，一是频域测试，另一个

是对阶跃响应测试。我们能够方便

地从测试曲线图（图3）上看出它

的响应时间以及调整的时间。在这

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测试都

是电磁铁、放大器、比例阀共同作

用的结果，当我们测试的曲线发生

任何异常的时候，它可能是电磁铁

的问题，也可能是比例阀、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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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甚至与系统中油的温度、

清洁度也有一定的关系。良好的性

能不仅与各自的性能有关，还与系

统的参数优化（如电磁线圈电流振

颤幅度、频率、比例、积分、微分

系数等）匹配有关。

关于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比较多，我仅举两个

例子。

第一个是磁芯管的耐油压型式

试验。有的磁芯管需经过一千多万

次的高压冲击，才能发现一些问

题，比如电磁铁的磁芯管与阀的连

接部位是否稳固、隔磁环的焊接、

导磁管尾端管帽铆压是否可靠、材

料缺陷等等，在这个测试中可以发

现出来。

第二个是线圈型式试验。测试

基本上是基于环境测试为主要内

容，比如温度、湿度的变化、震动

跌落、耐腐蚀等。各个公司的线圈

测试标准有差异性，凯地公司为了

解决线圈测试的问题做了一个综合

测试台（见图4）。在这样恶劣的

工况下，给电磁铁加电（1.33Ue）

进行轮流测试，就是让它远超出实

际使用的工况，加速失效的再现，

当然，我们从中也发现了诸多问

题，使得我们持续改进。

公司全新设计并推出新结构线

圈（图5）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 对骨架排绕、防水优化设计

与自主研发全自动绕线机达到精密

平整排绕的效果；

● 采用改性塑料及优化的注塑

工艺，能够抑制线圈的呼吸作用，

确保突载过程中的变形及耐腐蚀耐

水的特性；

● 采用的200级以上的耐高温

电磁线；

● 镀锌镍合金导磁外壳材料，

 图2  电磁铁静态力特性

 图3  比例电磁液压阀静动态特性

 图5  线圈绕制及新结构

 图4  线圈综合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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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了更高的耐盐雾腐蚀性；

● 整体塑封，可以通过10个周

期“热剧冷”（热冲击浸泡）测

试，甚至高于IP69K标准。

2020年9月以来，我们推出三

种新结构线圈，已经投放市场100

多万件，比较遗憾目前收到客户的

反馈没有做到0PPM，我们给两个用

户提供的线圈发生了故障，小于

10PPM，尽管如此，但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用零缺陷的产品来服务于用

户，所以我们还要持续地改进。

新产品及应用

下面主要介绍一下我们近期开

发的电磁铁。

比例电磁铁

37、45、63系列螺纹比例电磁

铁，广泛用于高空作业、叉车、起

重机、路面、农业机械等（见图6

左）；螺钉比例高性能电磁铁，

广泛用于工程、军工领域（见图6

右）。开环比例电磁铁广泛应用于

混凝土、泵车 高空作业等工程机械

（见图7左）；双线圈电磁铁应用于

片式多路阀等，广泛用于混泥土、

泵车等工程机械（见图7右）。

插装电磁铁

我们2020年开发的插装电磁

铁，配套插装液压阀、泵控多路阀

等，广泛用于挖掘、混凝土、泵车

等工程机械（见图8）。

 图6  比例电磁铁

 图7  比例电磁铁

 图8  插装电磁铁

 图9  防爆电磁铁  图10  气动电磁铁

防爆电磁铁

防爆类开关、比例电磁铁主要

应用于煤矿支架、采煤、 掘进等

机械（见图9）。

气动电磁铁

气动电磁铁主要应用于汽车尾

气排放、自动换挡、液力缓速控制

系统（见图10）。



122

电磁铁新技术

高性能的比例伺服电磁铁

在高性能的比例伺服电磁铁

中，加装了LVDT传感器形成一个闭

环控制，响应时间缩短，频率提

高，可以达到大于100Hz的频响。

具备下面几个特点：

● 隔磁环优化设计、自动控制

焊接技术满足力特性曲线及耐油压

要求。 

● 高导磁材料及热处理与精密

数控加工技术保证产品一致性。 

● 衔铁组件与导套的精度、导

向轴承获得更小的滞环与精准控制

要求。

● LVDT传感的材料工艺特性确

保性能一致性及温漂 

● 智能制造工厂确保量产的高

效与质量稳定 

加装电路的开关电磁铁

先说一下普通开关电磁铁，它

有二个不足的地方。

第一个不足是它的功耗，就是

温升高，如果把温升做低了，就必

须要增加电磁铁的体积、材料，加

大它的成本。温升高了以后，会带

来很多的问题。首先电磁铁输出力

下降，大家知道温度高了以后，电

磁线电阻增加、电流减小、输出力

下降。其次使电磁铁以及防护的塑

料产生变形等产生一系列问题，如

线圈温度变化导致线圈呼吸作用，

环境中的水汽会通过塑料任何一个

缺陷进入，对线圈进行腐蚀。

温升主要来源是铜损与铁损。

开关电磁铁在得电推动阀芯克服阻

力做功时间一般不超过0.1S，在得

电动作后的时间内，磁力的目的是

克服弹簧将阀芯维持在一个固定的

位置。此过程是温升的主要来源。

假设一个电磁铁一天动作1000次，

电磁铁推力做功时间不足100S。也

就是说：消耗在电磁铁的功极少转

化为推动阀芯的机械功，绝大部分

是损耗发热。

第二个不足是普通开关电磁铁

没有位置反馈，主机或者阀不知道

动铁是否运动正常。

基于上面这二个不足，我们开

发了一种加装电路的开关电磁铁

(见图11），这个电路具备这样一

个特点，线圈得电初期是一个高电

压进行激励磁场，当衔铁动作以

后，用一个低电压去维持衔铁位

置，低电压接近一个恒压，同时对

磁芯管重新优化设计，电磁铁就具

备了推力比较大，响应比较快，功

耗比较低，适用于宽电压范围的特

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波形图

（见图12），第一个图是加在电感

线圈的电压波形，在初期的时候是电

源电压加载，在衔铁动作以后这个

电压被分割，总体形成一个恒定的

低电压。第二个图是线圈中电流波

形图，从这个电流的波形图可以看

到，在电流上升的过程中有一个拐

点，这个拐点是衔铁在动作的时候

产生的，这个拐点的时间比较短，

衔铁动作的时间仅约10个毫秒。

后续我们对这个电路进行再次

开发，电路采集线圈中电流的变

化特征，形成一个输出，这个输

出是一个没有位置探测的位置输

出，也就是说在得电初期的电流

 图12  加装电路后线圈电压、电流波形图

 图11  加装电路开关电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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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与衔铁的位置、动作是有关

系的，线圈在失电以后，它产生

的反电动势与它的位置、电流也

是有关系的，因此从这个原理上

来说可以形成一个位置输出，或

者在这个电磁铁内部加装一个霍

尔传感，具有位置反馈。

进一步，在这个电路上采取一

个有源的控制，大家知道在很多

多路阀上电缆比较长、比较多，

这样就很不方便。所以我们采取

有源控制的电磁铁，就是仅仅需

要一个电源电缆，把多个电磁铁

（有内置电路的）电源、控制线

(can总线、IO-Link或485等）并联

起来，就形成一个能通讯的智能型

电磁阀岛。

我们已经向市场上投放了第一

个阶段开发的产品，并且得到用户

的认可，期间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特

点，比如让推力和响应以及功耗、

宽电压都同时具备的情况下，它的

效果并不很理想，但是根据用户的

要求，比方说需要推力大，我就做

推力大；需要功耗低我就做功耗

低。这样可以为用户进行定制这些

产品。加装电路电磁铁的温升比较

低，一般小于50℃，它的功率一般

在8～12W左右。

高速电磁铁

比例电磁阀的优越性源自它的

性能及其耐油液污染且成本较低。

由于比例电磁铁电感与滞环，影响

了比例电磁铁频响提升。采用高速

开关电磁铁可以形成数字控制并且

响应比较快，能够很好地去控制先

导阀从而控制主阀的位置以及控制

响应速度。左边是我们在传统电磁

铁的结构基础上进行的优化设计

（见图13左），形成一个高速开关

的推拉双向的电磁铁。另外右边是

 图13  高速电磁铁

 图14  高速电磁铁-音圈电机

大家比较熟悉的丹佛斯PVG的多路

阀，用一个液压桥的高速开关动作

来控制液压的参数（见图13右）。

这是伊顿公司在早期推出的

具有智能化的一款液压阀（见图

14），有很多特点，比如它的进出

口是负载式独立控制，较好地进行

流量分配，减少压力损失。其智能

化体现在其内部有诸多的传感器，

控制手柄指令与反馈进行运算。如

果采用比例电磁铁的话，它的响应

速度就显得不足，对单泵多负载多

执行机构系统，这个响应速度是重

要的。因此采用了响应比较快的音

圈电机。这是我们近期与客户正在

开发的一款用音圈电机驱动的高速

电磁铁。

电磁铁测试与新产品应用有较

多的内容，今天仅仅举了几个案

例，由于时间关系不再详细阐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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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  张婷婷  

足式机器人液压驱动基础理论研究 
——据燕山大学专家俞滨报告录音整理

之十八PTC ASIA 2021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下足式机

器人里面的液压驱动，主要面向

液压部件级设计及液压系统级匹

配和控制的基础理论问题。我的

报告分为四个部分，包括需求背

景、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和趋势

展望。

需求背景

我们知道，机器人现在已经成

为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那么机器

人能干什么？它能编程、能实现多

种功能、也能完成特定的任务，它

能够替代人做重复性的工作。另

外，就是在很多人不方便进入的危

险场合，可以让机器人进入并执行

任务。因此，协助或代替我们人类

是机器人的重要作用。

机器人分为很多形态和种类，

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移动机器

人。移动机器人又主要分为以下

三种甚至更多（见图1）。首先就

是我们熟知的轮式机器人，底盘类

似于汽车底盘，其优点是运动速度

非常快，但是它也有它的缺点，就

是一般只适合平坦的路面，它的越

障能力是较差的。第二种是履带式

机器人，底盘类似于坦克底盘，它

的越野能力相对很强，但是它的运

动速度比较低。第三种就是我今天

汇报的足式机器人，是依托仿生灵

感而设计研发的一种机器人，它的

优点是能够实现非连续支撑，比如

四足机器人可以用四个点去支撑地

面，随时能抬起一个足或两个足来

运动，它能实现走、跑、跳，它虽

然结构和控制相对复杂，但因为是

以足式生物为仿生原型并具备特定

优势，在很多特定场合还是具有很

大的应用潜力。

现在我们知道，足式机器人在

国防方面也很重要。比如国外一

个士兵的负重大约60kg，如果在

翻越很多极限地貌的时候能有一

个机器人帮助士兵背一些物资，那

么他就有更强应对遭遇战的能力，

美国研究了四足机器人BigDog（图

2左），它的负重就是直接面向一

个士兵的负重。另外，对于士兵

班组而言，一个班组的负重超过

200kg，美国研究了一种大型四足

机器人LS3（图2右），负重和一个

班组的负重需求相当。实际以后

足式机器人在未来的战场上也有

很大的需求潜力，甚至发展到一

定程度，有可能就不需要人类去

拿枪打仗了，这也是美国科幻片

儿中一直在渗透的理念。所以说

在很多特定应用场合是需要这种

高负重足式机器人的。在民用方

面，比如抢险救援，我们知道一

个伤员的重量大约在60～80kg，

比如物资搬运，物资的重量也可

 图1  移动机器人的种类

 图2  美国军用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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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在30～200kg之间，比如深入

放射性的危险环境，这都需要高

负重的足式机器人。

现在能够适应复杂环境的足式

机器人比较常用的是两种，第一种

是电机驱动的，我们看到很多国外

和国内的公司，电机驱动都做得很

好；另一种是液压驱动。液压驱动

的最显著优势是它的功重比非常

大，能够具备更大的负重能力和爆

发力。我们从国外公布图片来看，

几个电动的四足机器人拉动了一辆

卡车，而一个液压的四足机器人能

拉动一架中型飞机，可见液压驱动

足式机器人的爆发力很强。

要想把足式机器人做好，要基

于一些仿生学的理念，因为足式机

器人本身模仿的就是足式哺乳动

物，比如马，它也分为肌肉、神经

和血液循环系统。那么对于我们液

压而言，液压机器人也需要液压肌

肉，这里主要指阀控缸液压驱动单

元；也需要液压神经，就是整个液

压系统的控制方法；还需要液压系

统，包括里面的液压内脏，类似于

动物的心肝脾胃肾（见图3）。应

该说想把足式机器人以上几个方面

做好，还是有一些难点和挑战的，

所以这么多年我们也是在这方面做

了一些研究工作。

研究现状

从2006年开始，美国一直在做

液压肌肉方面的研究，一直到2019

年，美国MOOG公司推出了这种增材

制造的液压肌肉，我们能看出来它

正在向高集成、高功重比、定制化

和增材制造方向发展（见图4）。

对于液压神经，美国2008年就

公布了BigDog的控制神经，之后又

在不断地完善，液压神经如果能实

现快速和高精度控制，并和足式机

器人的大脑顶层控制衔接好，将使

机器人走得更好（见图5）。

针对液压内脏，从2008年开始

不断有新的成果涌现，目标就是重

量更轻、排布更紧凑、能量利用率

更高。对于液压内脏，我们更关

注的是功重比，现在最新一代的

Atlas机器人，它的功重比已经能

达到1（见图6）。

研究内容

液压肌肉

液压肌肉看着可能不大，但它

涉及的零件比较多，每个零件都有

各式各样的参数，到底我们应该搞

定哪些参数才能提高它的性能，这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基于这

个思路，我们提出了一种分析方

法，这种分析方法能非常高精度地

 图3  液压驱动机器人

 图4  液压肌肉

 图5  液压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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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性能到底受哪些参数的影响，

然后我们找关键的一个个优化。其

中，影响性能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就

是它的管路，因为我们知道软管是

有弯曲半径的，而且肌肉移动软管

会跟着动和弯曲，它对整个肌肉的

运动性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负载

影响，所以我们有必要把外接软管

内置，从这个机器人实物（高新技

术展区展示），我们也能看出来腿

上是没有软管连接的。另外，我们

知道液压肌肉的阀和缸连接部分，

重量占比也较大，影响重量也影响

性能，出相同的力的情况下，肌肉

越轻运动性能相对更好，所以我们

也对它进行有针对性的优化，在这

方面我们不仅拿到了我国的发明专

利，也拿到了美国的发明专利（见

图7）。

下图中的液压缸，虽然很小，

但它却能出2吨的力，推起一个中

型的B级轿车，但我们仍希望液压

肌肉本身的体积和重量更小，不仅

能在机器人的关节空间中塞得下，

而且还能出更大的力。为了把它的

体积和重量做得更小，我们要通过

一些提高功重比的设计方法，并引

入增材制造的技术（见图8）。

液压神经

液压神经就是液压控制，我们需

要保证我们的机器人在运动过程中，

不管是带着重的东西，还是带着轻的

东西，它的足端运动性能是一致性

的。另外，就是动力学补偿的力控

制，我们使机器人的腿基本实现了失

重状态，人手掰到哪儿，它就会悬

停到哪儿。有了这些控制性能，我

们才能用阀控系统和泵控系统分别

夹熟鸡蛋不碎，才能保证机器人腿

部的控制性能，这方法我们也获得

了很多发明专利授权（见图9）。

 图6  液压内脏

 图7  液压肌肉研究——高精度灵敏度

 图8  液压肌肉研究——高功重比设计

 图9  液压神经研究——足端抗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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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  液压神经研究——腿部柔顺

 图11  研究实例

 图12  趋势展望

另一个需要的控制是机器人的

柔顺控制，因为足式机器人每次踩

地，都是用身体的重量和地面碰

撞，如果没有柔顺的话，它身上很

多元器件儿就震坏了，我们在柔顺

控制这些方面也有我们自己的控制

专利，也达到了比较好的柔顺效果

（见图10）。

液压系统

我们知道人的心脏和肌肉是有

比例的，马的心脏比人的心脏大，

大象的心脏就更大，当然肌肉也更

大。我们设计不同需求的足式机器

人时，它到底应该满足一个什么样

的匹配原则，能让整个系统的液压

系统看起来更仿生、更专业，而且

性能更好，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

要的匹配理论问题。在这个方面，

我们在传统的、比较成熟的最佳负

载匹配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重量

的匹配，真正把重量作为指标的一

部分，引入到匹配相切曲线内，这

样我们匹配出来的液压系统相对而

言性能基本保持和原来一致，重量

还能更轻。

之后就是如何能自动地计算，

比如随便提出机器人的设计需求，

需要能够算出每个肌肉大致应该是

多大的出力、多大的尺寸，然后多

大的重量、油源应该多大，这里需

要实现的是匹配的智能算法。

有了这些理论研究之后，我们

还需要用软件来做仿真，看一看我

们设计的足式机器人能不能达到我

们想要的步态，之后我们就可以做

一些实验，让它真正走起来看一看

（见图11）。

趋势展望

下一步我们也将向更深入的方

向研究，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

结合仿生学，我们现在设计机器人

的时候，没有完全融汇仿生学理

念，比如人的大腿粗，小腿细；比

如人的神经是分多层的，而且传输

速率也不相同；比如人的整个内脏

排布是非常紧凑的（见图12）。这

些都是我们未来要研究的工作，也

是我们需要攻克的问题。

感谢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

国家优青项目的资助，感谢国内很

多知名专家学者对我们的指导，感

谢团队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形成的科

研成果，感谢多家企事业单位对我

们研究的资助和支持。

最后，感谢大家聆听，敬请批

评指正，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