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液压气动与密封/2022年第9期 113

企业之声 Voice  of  Enterprise

企

业

之

声

导

读

PTC ASIA 2021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之十九～之二十）

本刊编辑  张婷婷（114）

企业之声

◆谈高频响高压大流量插装阀及控制技术在重大及高 端装备上的应用 

——根据山东泰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专家王景海报告录音整理

◆工业液压的现在与未来

——据博世力士乐（常州）有限公司专家陈永伯报告录音整理

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

介绍一下二通插装阀结合比例、伺

服、数字、智能、包括互联网等现

代技术的应用。第二部分是高频响

高压大流量插装阀创新技术产品及

其在我国8万吨模锻压机、大型复

合材料压机、快速锻造压机及数控

液压垫等重大及高端装备上的应

用。第三部分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创

新发展的重要性及现实意义。

在未来与物联网相关的液压

元件和系统会逐步发展起来。尽

管起始阶段市场占比较低，但是

纵观工业电气化、智能化和互联

化的趋势，每年会有高于两位数

的百分比增长率，而标准液压件

的长期增长会持续走低，市场占

比在将来会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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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主持人：权龙

太原理工大学

15:30～16:00   谈高频响高压大流量插装阀及

控制技术在重大及高端装备上的应用

王景海 / 专家（山东泰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16:00～16:30   工业液压的现在与未来

陈永伯 / 专家（上海博世力士乐液压及自动化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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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高频响高压大流量插装阀及控制技术在

重大及高 端装备上的应用 
——据山东泰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专家王景海报告录音整理 

之十九PTC ASIA 2021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

是二通插装阀在各种场合的应用比

较多，介绍一下二通插装阀结合比

例、伺服、数字、智能、包括互联

网等现代技术的应用。第二部分是

高频响高压大流量插装阀创新技术

产品及其在我国8万吨模锻压机、

大型复合材料压机、快速锻造压机

及数控液压垫等重大及高端装备上

的应用。第三部分是高端装备制造

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性及现实意义。

二通插装阀

二通插装阀的基础控制理论

先介绍一下二通插装阀的基础

控制理论。一个插装阀基本是以B

型半桥做回路的，二通插装阀主

工作口（A和B)构成“单个控制液

阻”；二通插装阀基本控制回路

是液阻结构；二通插装阀控制回

路和系统的组合是采用“最少液

阻原则”。

插装阀要求有一个主阀的受控

腔，液流阻力控制着这个受控腔，

在主阀级或功率级中，这个受控腔

实现对油缸油马达的控制。在先导

级（控制）中，“受控腔”表示为

元件内部的控制腔，例如插装阀

主阀的控制腔等。由图可见（见

图1），“受控腔”的受控参数一

般是压力（P）、流量（Q）和液容

（V）。“受控腔”的输出参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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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二通插装阀的基本原理

 图2  二通插装阀组合成各种机能

 图3   二通插装阀油路设计

般为阀芯的位移（X）、阀芯的速

度（v）和阀芯开启的力（F）等。

我们涉及的一些类型的控制

阀，是包括一些固定节流孔和可变

节流孔的排列组合。这些节流孔这

样联在一起，使控制阀的运动部件

因某种外来作用而确定位置时，这

些节流孔能根据要求的方式来改变

液流从能源到负载间它们所起的节

流液阻作用。

二通插装阀通过对不同的液压

元件进行组合，可以形成各种回

路。比如主级采用四个带有柔性密

封的插装元件实现主油路的通断；

先导级采用四个单向阀进行控制

油的选择，采用一个电磁方向阀控

制先导油的流动方向，从而实现一

个内控型四通方向阀的控制功能。

通过这种方式，只要改变了上面先

导级的油路，主阀就可以实现中位

封闭、中位串通等功能。比如采用

“M”型机能电磁方向阀实现“E”

型机能的主级功能；采用“J”型

机能电磁方向阀实现“H”型机能

的主级功能。同样，通过采用不同

的电磁方向阀，主级还可实现二位

四通功能的几种形式（见图2）。

二通插装阀液阻回路网络设计

根据前面的原理图，我们设计

了液阻的回路网络设计（见图3），

左图是控制功能盖板，也就是原理

图中的先导控制；中间这个图是主

级控制网络，通过这样的油路块设

计来实现二通插装阀的控制，右图

是实际产品，就是控制功能盖板、

油路块加工好后进行的装配。

二通插装阀阀芯电监控技术的

应用

在我们常规二通插装阀产品

成熟批量使用以后，因为对设备

的智能化、远程化、网络化的要

求，我们就在这上面做了一些升

级。比如对主阀芯做了位置发讯

功能（见图4），二通插装阀阀芯

位置变化决定了整个系统的正常运

行，为了安全起见，只有阀芯移动

到位才能进行下一步动作，否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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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出现安全事故，所以研究阀芯

的位置电监控就很必要。该技术可

连接主机的实时监控系统，实现在

线安全检测，实现安全生产，是生

产装置实现长周期连续可靠运行的

关键技术之一。 

为了提高元件的智能化水平，

提高设备运行时的安全性，方便元

件的使用和检修，泰丰开发了具有

阀芯位置检测功能的元件，可以监

控先导控制阀上面的电磁换向阀、

电磁球阀，也可以监控主阀芯的位

移位置，这样来检测出逻辑关系是

否正确。

另外很多出口产品必须要通

过CE安全认证要求，我们对位置

监控的这个功能做了CE安全认证

的申请，就是说有一些产品我们

都是直接可以通过CE认证产品提

供的。这个功能主要是做了一个

开关量的方式，就是有一个常开

点、常闭点。根据我们的需要做

监控点，我可以保证在这个逻辑

关系下进行一个运行。

实现远程诊断（见图5），我

们现在主要是从整个成套液压系统

内提取需要的信息，比如说阀芯的

开口位置、油温的状态、过滤的状

态、包括污染的状态，都可以提取

出来，进入到一个反馈信息模块里

面去，然后再通过5G模块发讯到接

收端，从接收端进入远程诊断控制

器。通过这个控制器，我就可以识

别当前的状态是否健康，是否需要

人为的干预维护，还可以帮助排出

远程故障。比如说系统处于一个故

障状态，那我就会提示你这个故障

可能的几个问题点在哪里，这样有

利于客户的后续维护。

二通插装阀比例压力功能的

应用

比例方面，我们插装阀除了做

数字的监控，我们还有一些带有比

例功能，用于压力调节。通过先导

级的压力和主级插装阀的组合，实

现大流量的插装式比例压力调节。

这个就是比例压力型的先导级（见

图6左），它可以实现压力调节，

或者是溢流功能、减压功能，这是

我们的输入信号和压力的一个线性

关系（见图6右），不同数值可以

对应一个线性的压力状态。

高频响高压大流量插装阀

大流量比例插装阀的控制类型

有位移-电反馈、位移-力反馈、

位移随动型、位移-液压反馈四种

类型。下面我们就具体对应到产

品上面。

大流量电液比例插装阀在2009

年就获得2009年度液气密行业优

秀新产品一等奖（见图7左、图7

中）。这个产品结构是属于位移-

电反馈，就是主阀芯可以反应它的

实时位置，先导阀也带一个先导位

移电反馈，这样就构成了双回路的

主动型二通插装阀控制。它是一种

闭环控制比例插装式节流阀，是由

插装阀技术、电液比例控制技术、

传感测量技术等相结合的新型元

 图4   阀芯位置的电监控

 图5  二通插装阀系统的远程诊断

 图6  二通插装阀比例压力功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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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利用阀芯开关主动控制和双位

移-电反馈原理研制成的具有大流

量、高频响、耐高压、寿命长等特

点的新型电液比例插装阀。为了让

系统正常安全使用，我们在先导级

上面做了一些叠加的逻辑关系，比

如说我要断电，做一些安全的关

闭，断电之后还要安全的打开；还

有如果先导级出现故障，我又并联

了一些作为应急切换。这样整个系

统能够更安全地去使用。这个是我

们做的一些测试（见图7右）。这

个阀芯是80通径，这是线性度测

试，还有100%阶跃可以做到30ms，

这是阶跃状态下测取的时间。这个

阀芯本身带有电反馈，它可以输出

模拟量，可以在线监测阀芯是否符

合我们输入的信号，做故障判断，

也有利于远程监控和故障反馈。

位移电反馈随动型比例插装阀

（见图8），这个阀和前面那个阀

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控制结构与它

的主级是一个分离结构，它的定义

叫随动型，这种阀主要应用于快锻

压机，就是负载频繁切断对主阀冲

击力比较大的场合，这种阀就比较

适合，因为它的位移传感器在先导

控制端，这样主阀的冲击不会碰到

位移传感器，对位移传感器的寿命

有很好的保障，这个是叫位移电反

馈随动型比例插装阀。

另外一种形式叫位移液压反馈

型（见图9），这个阀的制造结构

要比前面那个简单一点，这个称为

叫液压伺服反馈，也就是说主阀芯

 图7  双主动比例二通插装阀

 图8  位移电反馈随动型比例插装阀

 图9  位移液压反馈型比例插装阀

没有了位移电反馈功能，它是靠它

内部的一个叫先导比例阀的节流边

和主阀芯控制腔的一个节流边构

成一个a型的半桥回路，这样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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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位移随动控制系统。因为这个

阀不带电反馈，所以没法做具体的

位移监测，但是它的比例特性还是

有的，因此在一些需要带有速度缓

冲、速度杆控制执行器速度调节的

场合是完全是可用的，它的主要优

势就是成本低、维护简单。

智能装备整体解决方案

智能装备整体解决方案是我们

一直提倡的，也是能够为客户提供

从方案设计、制造到后续调试验收

这样的一个全过程服务。

像这种三通型的压机（见图

10），它主要是应用在速度调节，

就是我有两只油缸需要同步调节，

使用这种大流量的比例插装阀，使

阀控系统实现同步，也可以做单

缸的稳速调节，都可以。这个除了

比例插装流量阀以外，我们还会增

加压差补偿功能，使它的流量更稳

定，或者是在实现它的PQ压力溢流

补偿功能，也是保证压差的稳定。

另外就是一种垂直油缸（见图

11），它的速度需要达到1m/s以

上，这种垂直油缸的工况有一个特

点，就是在1m/s的速度下还要在很

短距离内实现刹车，并且刹车距离

越短越好，精准度要求得很高。当

运动部件的重量超过100t，在1m/

s的速度下如果刹车不及时，会对

下面的模具造成破坏性的损伤，所

以通过比例插装阀实现精准的减

速控制是在高速下做缓冲的功能

需要。

还有在快锻压机上面（见图

12），因为快锻压机的使用场合是

比较恶劣的，它是一个频繁的高负

载卸荷过程，就是说它的主管线可

能几千升上万升的高压大流量需

要瞬间地卸载、瞬间地加载，这样

我们就在主系统控制上面使用这种

大流量比例插装阀来保障这种冲击

力不会破坏管路、不会破坏焊接的

焊口。还有就是高压泵组的卸荷，

我们一般的泵可能是200排量，300

排量，像这种大流量的可能会用到

500排量甚至更大，然后这种几百

升的高压大流量瞬间地释放也会对

管路冲击很大，还有那个几千吨级

别甚至是上万吨级别的主油缸要做

快速卸载，这种冲击力也会很大。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种叫回程缸的

比例反弹，也是在高频率下面使

用，要可控，所以才有了比例插装

阀在这个上面做应用。

还有一些陶瓷设备，比如陶瓷

压机压地板砖，也是类似于一个恒

压系统，需要对它进行位置控制，

还有一些快速释放控制，也会用到

比例插装阀。

另外呢，就是一些其他的机器

里面，比如有8万吨，后面还有一

个具体的说明。我们在12500吨的

 图10  三通成型压机的比例同步控制

 图11  垂直油缸通过比例插装阀精准减速

 图12  快锻压机比例插装阀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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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  超高压比例插装阀及其寿命试验台、型式试验台

（a） （c）（b）

 图14  机械压机高端数控液压垫整体解决方案

那个快速锻造压机，这种热锻型

的系统都有一种负载变化很大的

情况。包括后面这种8000吨、5000

吨、碾环机都属于热加工型，因为

这种场合需要的节奏都比较快，不

能等，所以比例插装阀的应用就比

较广泛。

关于二重8万吨模锻压机是我

们中标的一个强基工程项目。这个

插装阀的工作压力是70MPa，流量

是在650～8000L/min的一个范围，

因此叫超高压大流量电液比例伺服

插装阀，它主要是解决8万吨系统

国产化的问题。这是8万吨现场的

一些阀组和增压器（见图13a），

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高压，一个是建

制了100MPa的耐压寿命试验台做

耐压冲击测试；另外建制了90MPa

级8000升流量型式试验台（见图

13b），这个主要是模拟在8万吨里

面的大流量在高压下的一个特性，

来测试这个阀是否符合8万吨液压

系统的正式使用。这是这个阀的实

际产品（见图13c），都是8万吨里

面用到的；然后压力型的为70MPa的

压力调节。我们这个产品做完以后

形成了试验方法和技术条件，建立

了7个企业标准，另外还有发明专

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还发表

了论文11篇。这是在超高压阀上面

做的一些工作，该产品荣获2019年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技术

进步奖特等奖，因为解决了高压阀

的国产化问题。

另外就是这个在机械压机的高

端伺服液压件上面，因为这个产品

也是对电液整合的要求相对比较

高，不仅仅是一个液压阀元件上就

能解决的，所以我把它列出来，也

是比较体现我们成套系统的性能提

升的这么一个方案。

机械压机高端数控液压垫整体

解决方案（见图14）。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和我们联合搞了双工位压力

机生产线，这个里面实际就要求到

了力控、位控。另外还有一个外部

信号，也就是曲轴的角度信号，

因为这个外部信号进来以后，我

们才有了力控和位控的要求，所以

说这个角度信号是一个很关键的起

始点。另外我们用Ether CAT总线

进入了主控制器，主控制器做运行

控制之后反馈给比例阀进行一个调

节。这个压机可以做到每分钟30次

的工作周期，也就是说每分钟可以

制造出30个汽车上面的覆盖件，目

前一般的油压机每分钟可能只能生

产10～12个件，速度快一点的机械

压力机可以生产15～20个件。因为

这个产品变化性很大，有时候要更

换模具，更换产品，我们为了适应

它的各种工况，就做了智能优化的

一个自学习功能，也就是说在实际

使用的过程中，它会一直自动地修

正它自己的控制参数，达到一个最

佳的输出，这是一个能够自我学

习，自我提升的过程。

好，今天汇报这么多，谢谢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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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  张婷婷  

工业液压的现在与未来 
——据博世力士乐（常州）有限公司专家陈永伯报告录音整理

之二十PTC ASIA 2021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今天有幸给大家介绍博世力士

乐对工业液压领域数字化的一些认

知，其次分享一下博世力士乐中国

研发中心所做的一些与数字化相关

的工作。

市场调研

博世力士乐是博世集团旗下工

业事业部的一家子公司，致力于为

工业及工厂自动化、行走机械等领

域的客户提供传动、控制及移动解

决方案。工业液压是力士乐几个大

型事业部之一，其中包括阀、系

统、执行器、工业泵等产品和解决

方案。主要应用，包括在户外的有

海运、水利、电厂、盾构、油气

等，在室内的有大家熟悉的塑料

机械、各种压机、测试设备等等。

针对工业液压，博世力士乐和咨询

公司一起做了一个市场调研，结论

是：在未来与物联网相关的液压元

件和系统会逐步发展起来。尽管起

始阶段市场占比较低，但是纵观

工业电气化、智能化和互联化的趋

势，每年会有高于两位数的百分比增

长率，而标准液压件的长期增长会持

续走低，市场占比在将来会萎缩。

数字化措施

博世力士乐工业液压的客户群

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主机

厂，比如大家熟悉的注塑机和压机

的厂家，主机厂进行机型设计和制

造，设备销售后需要在终端客户那

里去装机、调试，之后进入售后服

务阶段。第二部分是最终用户，比

如钢厂，主要是生产运营和对应的

设备维护。针对不同客户群的需

求，我们在每个阶段都考虑了一些

具体的数字化措施。

设计阶段的数字化

客户在设计阶段：技术人员一般

会基于需求进行设计整机方案，涉及

到零部件选型、计算仿真、匹配和调

整。为了帮助客户简化设计阶段的工

作，博世力士乐做了如下措施：

● 完善网站和媒体平台上的电

子资料，比如样本。 通过与搜索

引擎合作，方便客户收集所需零部

件、模块和系统的产品信息；

● 网站上配置元件选型器。客

户可以基于对元件和系统的要求，

使用选型器快速匹配元件；

● 网站上布置适配器（图1）。

比如液压动力站，客户可以根据自

己的工况需求，逐步输进参数，直

接可以获得液压原理图、动力站3D

模型、物料清单、使用信息等等。

这样可以帮助客户缩短整个工程报

价阶段的时间和交流成本；

● 提供免费绘图软件Scheme 

Editor （图1）。技术人员可以帮

助客户在没有专用绘图软件的情况

下绘制原理图和编制物料清单；

● 提供博世力士乐自主开发的

专业系统仿真软件Simster（图1）。

它的功能和商业仿真软件类似，面

向专业的液电系统的建模仿真，客

户可以在博世力士乐的网站上直接

下载；

● 准备和完善数字孪生。参与

国际标准的制定，统一数据格式，

完善产品数据，为将来的虚拟调

试，自动参数优化，远程产品升

级，预防性维护，备件的智能合约

做准备。

博世力士乐通过以上的数字化

措施，帮助客户的设计人员在设计

阶段更好、更快、更经济地实现他

们的方案。

调试阶段的数字化

液电产品和系统集成了液压、

机械、电子、电气、传感器、软件

等不同领域的技术。在实际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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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选型器，适配器和仿真工具

装机调试过程中，如果没有适当的

辅助措施，会导致对调试人员有过

高的要求，从而影响客户的调试进

度和成本。 力士乐Cytro系列动力

单元、伺服执行器、比例阀在力争

实现类似电子消费产品的即插即用

功能。 这些产品的液压物理参数

通过软件参数定义和修改，开机调

试程序是格式化的。

对于常见的应用和工况，循环

运行固定工况负载，通过比较关键

特征参数的影响，自动寻找合适的

参数设定，减少在试机阶段的标定

时间（图2）。对于负载和工况经

常变化的情况，涉及到闭环控制系

统，采用自适应控制算法，减少因

为调试对生产效率的负面影响，或

者在不调试的情况下帮助客户降低

生产产品的不良率。

生产阶段的数字化

工业液压产品和系统是工业设

备和工厂自动化中的一部分，通过

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推动不同工

业产品接口标准化，在产品上提供

与工业设备和主机厂通用的接口，

来降低客户的运营成本。

维护阶段的数字化

通过二维码技术，实现产品信

息的全球快速录取；通过数字服务

助手和远程调试技术，实现跨越地

理位置限制的快速响应；通过对自

身产品和应用的深入认知，结合机

械学习领域的算法，为客户提供预

防性维护的服务。

综上所述，博世力士乐针对客

户在设计、调试、生产和维护不同

阶段制定了大量的数字化措施，通

过电子文档、网页、软件工具、

Apps和服务助力客户提高效率，降

低成本，实现在数字化大背景下的

转型。

本地的数字化相关工作

今天的报告题目很大，下面跟

大家分享一下手头上做的一些具体

的事情。

● 应用仿真工具。我们现在用

的仿真比较多，流体仿真， 结构

力学仿真，液电系统仿真。比如工

程师在面对复杂的液电系统，基本

上会在确定系统方案时进行建模

和系统仿真。这一点是我们系统

工程师基本的技能。我们基本的原

则是如果系统仿真通不过的话，这

个方案是有问题的；如果系统仿真

通过了，这个方案才有可能是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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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之后你还要仔细研究一下具体

情况。我们主要应用的的软件是

Simster。如果各位感兴趣, 可以

去力士乐网站下载。

● 开发适配器（见图3）。很

多的工业油缸是定制化的，每次

订单来的时候有很多的重复工作

量，客户要求澄清，制定确认图

纸、生产图、物料清单，然后生

产上下单、备料等等非常繁琐。

完成小油缸产生的过程工作量和

大油缸是基本相同的。定制化的

小油缸过程成本是很高的，通过

产品适配器，客户或者内部人员

可以输入一些参数，自动生成

2D，3D模型和物料清单，释放之

后可以连接工厂的MES系统，这

样对内降本提效，对外缩短交货

时间。

● 状态监控，与国内的云服务

 图3  油缸和动力站适配器

商合作，通过数据采集装置将被监

控参数的数据存储到云端，在电脑

端或者微信小程序可视化这些参

数，客户及时了解液压系统的工作

状况。当然我们还可以提供基于产

品工作状态的预警信息，在客户有

需求的情况下，可以提供预防性维

护的信息。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

家！

 图2  设备调试阶段的数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