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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从泵站的组成 ,泵站的噪声和振动 ,泵站的监控和安全保护等方面论述了高压大流量液压泵设

计的一些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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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压泵站是液压系统的动力源 ,它提供满足系统

压力和流量需要的压力能 ,是液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

在某些电液伺服系统获得重要应用的工业技术领

域 ,如轧机液压压下装置 ,运动模拟器 ,振动试验机等

大型电液伺服系统 ,其工矿条件通常都是高压、大流

量 ,液压泵站的设计 ,除满足系统的静、动态特性要求

外 ,还必须满足系统对泵站工作可靠性所提出的更高

要求。

液压泵站的设计主要有 3 方面 :泵站的组成、泵站

的噪声和振动、泵站的监控和安全保护。在满足系统

性能要求的前提下 ,本文以简单、可靠、经济、长寿命的

基本原则 ,介绍轧机液压压下电液伺服系统高压、大流

量液压泵站的设计。

1 　泵站的组成

如图 1 所示 ,液压泵站通常由泵组、油箱组件、温

控组件、蓄能器组件和污染控制装置等 5 个独立的单

元组合而成。

1) 泵组

泵组的作用是提供满足系统压力、流量需要的有

压流体。其设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1) 冗余设计 　大流量泵站一般采用多台泵组并

联同时工作的结构 ,而为保证泵站长时间连续、可靠运

行 ,通常还采用泵组旁联冗余。冗余的泵组平时不参

加工作 ,而是处于等待状态 ,一旦工作中的某一台泵组

发生故障 ,它能立即开始工作 ;

(2) 降额设计 　为提高可靠度 ,容积效率和延长

使用寿命 ,通常使泵的工作压力比其额定压力低 ;

(3) 节能设计 　为减少功率损失 ,减轻系统冷却

的负担 ,泵站通常采用恒压变量泵组和蓄能器组合的

结构 ;

(4) 集成化设计 　集成回路中元件的安装方式 ,

可进一步提高泵站的可靠性。

11主油箱　21主泵　3、131安全阀　4、14、181过滤器　5、151单向阀

61 截止阀　71 蓄能器　81 压力传感器　91 液位计　101 温度计

111 磁铁　121 循环过滤泵 161 冷却器　171 高精度空气滤清器

图 1 　液压泵站油路原理简图

2) 油箱组件

油箱的主要功能是储油、散热、分离气体及沉淀污

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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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油箱的型式 　为提高液压泵的吸油能力 ,使

油箱内的液面高于液压泵的吸油口 ,因此油箱的型式

一般采用旁置式或高架式油箱 ;

(2) 油箱的容量 　由于系统的功率损失较大 ,因

此 ,油箱容量的确定 ,主要是根据系统功率损失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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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量、油箱的散热量以及冷却器的规格 ,通过液压系

统的热平衡计算来确定。

3) 温控组件

温控组件的功能是把系统中液压油的工作温度控

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对于高压大流量电液伺服系

统 ,特别是阀控型电液伺服系统 ,突出的问题是 :系统

功率损失较大 ,引起液压油温度升高 ,从而使油液黏度

降低、泄漏增加、元件寿命缩短 ,并影响闭环系统的稳

定性。因此 ,必须在系统中设置冷却器进行强制冷却。

冷却方式通常采用换热效率高的水冷式冷却器 ,其规

格主要是根据系统的功率损失、油箱的散热量 ,通过液

压系统的热平衡计算来确定。

油液的升温可以通过起动循环泵工作、安全阀溢

流 ,使油液均匀升温。

4) 蓄能器组件

蓄能器组件的功能是储存压力油并根据需要放出

所储存的液压油去做功 ,作为泵的辅助动力源而高效

地利用能量。采用蓄能器组件后 ,可以按系统所需的

平均流量来选择泵的规格 ,从而减小了泵的排量 ,并可

减少系统的发热。响应快的系统一般采用皮囊式蓄能

器 ,而响应慢的系统可采用活塞式蓄能器。

5) 污染控制装置

实际经验表明 ,油液被污染是导致电液伺服系统

故障的主要原因。对系统实施污染控制是提高系统工

作可靠性和延长元件使用寿命的重要途径。污染控制

的主要技术手段是使用过滤器清除油液中的固体污染

物。泵站的污染控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 ] :

(1) 管道和油箱的防锈 　泵站系统的所有管道和

油箱均采用不锈钢材料 ,以防管道、油箱内壁产生锈蚀

剥落物 ;采用氩弧焊进行焊接 ,以防产生焊缝熔渣 ;

(2) 压力油路过滤 　如图 1 所示 ,在主液压泵出

油口安装带差压发信装置的高压精过滤器 ,主要用来

保护泵下游的液压元件 ;

(3) 离线过滤 　为了对油箱的油液进行循环过

滤 ,可由独立的大流量螺杆泵和带差压发信装置的低

压高精过滤器组成离线过滤。离线过滤不受主系统压

力和流量波动的影响 ,并在主系统不工作时的间歇时

间对油液进行预净化。此外 ,离线过滤系统还与热交

换器装置结合 ,实现对油液的温度调节和污染综合控

制 ;

(4) 磁性过滤 　在油箱内放置磁铁 ,用来吸附油

液中的铁磁性颗粒污染物 ,使其从油液中分离出来 ;

(5) 通气过滤 　为防止外界颗粒污染物从油箱呼

吸孔侵入 ,在油箱呼吸孔上装设高精度空气滤清器。

2 　泵站的噪声和振动

高压、大流量液压泵站的突出问题是 :噪声和振动

的加剧严重影响泵站的正常运行 ,并恶化工作环境。

因此 ,对噪声和振动的控制日益引起重视。对噪声和

振动的控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2 ] :

(1) 选用低噪声元件 　为降低泵的噪声 ,选用低

噪声液压泵 ,并按大排量、低转速运行确定泵的规格。

选用低噪声溢流阀、单向阀等 ;

(2) 降低结构传播噪声 　为防止泵的振动传到其

他部分诱发噪声 ,在泵组的传动底座上加防振垫 ;在泵

的吸油管路中设置橡胶补偿接管 ;在泵的排油和泄油

管路中靠近泵的一段用软管 ;

(3) 降低液体传播噪声 　采用长度短、直径大的

吸油管 ;取消吸油过滤器 ;合理地设计油箱的结构 ,使

油液中的气泡在油液再次进入系统之前能完全逸出。

3 　泵站的监控和安全保护

为保证泵站的安全、可靠、连续运行和延长使用寿

命 ,采用 PLC 和计算机控制系统对泵站的起动、运行

进行完善的安全保护和状态监控。

(1) 过压保护 　在每台泵的出油管路设置安全

阀 ,用于过压保护 ;在泵站设置压力传感器 ,对泵站的

工作压力进行状态监控 ;

(2) 泵组起动的联锁保护 　吸油路上的碟阀必须

全部打开 ;油箱内的液位必须高于最低液位 ;油箱内油

液温度高于最低工作温度 ;油箱内油液温度低于最高

工作温度 ;

(3) 泵组旁联冗余 　并联泵组中的一台作为冗余

泵组 ,禁止所有泵组同时起动 ;

(4) 油温的监控 　油箱内油液温度高于工作温度

时 ,冷却系统工作 ;油箱内油液温度低于工作温度时 ,

冷却系统关闭 ;

(5) 液位的监控 　通过液位计显示油箱内的液位

和工作循环液位的变化 ;通过液位传感器在计算机操

作台上对油箱内的液位进行监控 ;

(6) 过滤器堵塞监测 　采用带指示灯和压差发信

装置的过滤器可实现在泵站本地和计算机操作台上对

滤芯被污染物堵塞的状态进行监测 ,以确定是否更换

滤芯 ;

(7) 油液污染监测 　定期对油箱内的油液进行取

样 ,根据油样化验结果确定是否换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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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cm3 胶注机液压系统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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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该文介绍注射容量 500 cm3 胶注机液压系统的结构原理和设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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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现代橡胶制品的生产方式大致分为 3 类 :压制生

产 ,胶塑生产和注射生产。橡胶压制生产是一种传统

的生产工艺 ,把经过硫化处理的橡胶料 ,即橡胶和填料

混合料浇入经预热的压制模具里 ,经保温、冷却等工艺

处理得到的橡胶品件。胶塑生产是把橡胶料和塑料、

填料等按一定的比例混合经硫化处理注入模具压制而

获取的泡沫塑胶件 ,如泡沫拖鞋等就是这样制作的 ,又

称作 AVC塑胶制品。注射生产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

种新型的橡胶制品生产方法 ,也是目前应用于生产工

业橡胶制品件最广泛的一种方法。

图 1 为采用液压驱动的注射量为 500 cm3 的胶注

机结构简图。送料机构 7 把在料斗中经预热的橡胶料

送入预塑机构 5 ,预塑液压马达 6 驱动预塑螺杆把经

恒温加热的橡胶料预塑成胶态橡胶料 ,再经预塑机构

5 端部单向阀送入注射机构 8 的计料腔进行保温 ,待

注射机构 8 的料控装置发出控制到位信息 ,注射机构

8 把胶态橡胶料注入由动模 2 和定模 3 组成的模腔 ,

经过补缩保压过后 ,注射机构 8 后退到位 ,合模机构

1 下 行 ,顶模机构 4 顶出制品件。根据注件大小和模

具结构可采取单件和多件注射。

2 　500 cm3 胶注机液压系统工作原理

1) 起动

　　动力机构由两台泵分级供油。图 2 中泵 1 是 V4

变量叶片泵。泵 1 的内设元件恒流量阀 3 ,恒压力阀 4

和外接元件前置节流器 5、先导式比例溢流阀 6、比例

节流阀7构成泵1流量控制回路和压力控制回路 ,通过

在同一轴线的连线上的一大一小两个控制活塞控制定

子和转子的偏心距 ,达到控制泵 1 的输出流量。大活

塞有效面积为小活塞两倍 ,大活塞由一个软弹簧支撑 ,

11 合、锁模机构　21 动模　31 定模　41 顶模机构

51 预塑机构　61 马达　71 送料机构　81 注射机构

图 1 　500 cm3 胶注机结构简图

为零压力时 ,弹簧推力足以克服各种摩擦阻力 ,把定子

推到偏心距最大位置 ,泵 1 起动时可输出最大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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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高压大流量液压泵站设计的一些基本

问题 ,武钢 3000 mm 中板轧机液压压下电液伺服系统

的实际应用表明 : 在液压泵站最高工作压力为 28

MPa ,峰值输出流量为 1500 L/ min 的工况下 ,已连续、

安全、稳定、可靠运行 3 年多 ,完全满足了液压压下伺

服系统的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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