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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宁波江东天汇机电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宁波江东天汇机电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美丽的港口城市—宁波，是一家集静液压传动系

统、制动系统、转向系统、行走电控系统、开式回路产品及整套集成系统设计制造、配套元件

供应及维修的综合性供应商。特别专注于小型行走机械液压系统解决方案多年，有广泛的进口

产品线组合和成型的国外应用方案。有经验丰富的资深液压工程师团队，可以参与客户的新产

品开发设计，提供专业成型的液压设计配套方案，为客户提供强大的现场服务支持！

宁波天汇主要服务于工业，农业机械、工程机械船舶、航空航天及与电液自动化相关的工

业领域.,同时也为各高桥提供教育测试实验台等设备的设计制作生产。

宁波天汇为日本洋马集团旗下神崎株式会社达飞拓 HST静液压产品和液压驱动桥国内唯

一经销商，是美国伊顿一级代理，丹佛斯摆线马达指定代理商。同时还经销力士乐、法国波克

兰、德国雅歌辉托斯、意大利邦迪奥里帕维斯等知名品牌的液压件。

宁波天汇，一切以提升客户的利益价值为中心，从成本、性能、质量等多个方面

为客户考虑，同时也是为了确保天汇的产品得以正确合理的应用，为客户最终产品液

压系统的可靠运行保驾护航，宁波天汇为客户提供售前、售中、售后的成套完整服务：

1.液压传动相关的专业技术咨询与培训；

2.液压传动系统的成套解决方案；

3.根据客户需求做液压传动相关的定制研发与生产；

4.液压传动系统的安装与调试；

5.客户订单和客户生产计划跟踪服务；

6.快捷的仓储物流服务；

7.便捷的售后维修服务；

8.如需技术支持时，请随时联系天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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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历程



WWW.Thydro-Drive.cn- 4 -

（三）公司产品及应用介绍

1.日本神琦(KANZAK)产品的介绍：HST、液压泵、马达和驱动桥

神崎丰富液压产品群，作业系统已齿轮泵为起点，包括多路控制阀，水平控制阀等，行走

系统有 HST和变速箱一体的 IHT，具备游星减速复合功能的 I-HMT等系列产品。

KHS-13
LT-17

HT-23 HT-38

HT-52KPL-23

KHS-18,23 ST-23 MT-23,30,38 HT-42

KWM-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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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伊顿、丹佛斯及其他代理产品

宁波江东天汇机电有限公司是美国伊顿一级代理，美国丹佛斯区域代理。

天汇备有大量威格仕，力士乐品牌泵、阀、马达现货和期货。同时经销法国波克兰、德国

雅歌辉托斯、意大利邦迪奥里帕维斯等知名品牌的液压件。

K46
TZT-13

K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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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汇产品及配套系统的主要应用领域

迷你压路机

迷你挖掘机
迷你滑移装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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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汇产品主要应用热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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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液压系统原理

（一）开式液压传动系统

典型回路，液压缸伸出

液压泵

溢流阀

方向控

制阀

(非完整回路)

液流换向使液压缸缩回

溢流阀

液压泵 方向控

制阀

回路中油液按单一方向从液压泵输出至液压阀或液压阀组；

液压泵可以是定排量(容积排量）：输出流量恒定，取决于液压泵的规格和转速；

液压泵也可以是变排量(容积排量）：不需要流量时，尽管液压泵仍在运转，但不输出压

力油。

所需的液压控制阀有：

①压力控制用溢流阀：对带压力补充(恒压)变量功能的变量泵仍需一个安全阀；

②方向控制阀:典型的是滑阀型电磁或电液方向阀；

③流量控制阀：用于控制执行机构的速度，要求变速时选用；也可以采用复杂的泵控调速。

执行机构是液压缸或液压马达。

需要的其它装置有:

滤器、油液冷却器、油箱、压力表、液位计或液位控制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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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典型闭式系统

1. 典型闭式系统原理

典型的闭式液压传动回路由液压泵直接与液压马达连接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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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泵和马达

泵和马达液压系统的基础。

斜盘式和斜轴式泵的结构和基本原理：

1.结构上可形成一个或多个密闭的容腔；2.容腔的容积可以周期性的变化；

3.配流环节；4.变量的可能性；5.容积和机械效率；6.双向或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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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轴式 斜盘式

斜盘式：

柱塞式结构(水枪)，密封好，高压，变量。

滑靴结构：

很好的静压支撑，支撑很大的静压力；

F和 v（>600m/min)都很大，干摩擦和污染绝对不允

许。

柱塞中心孔很小，防止污染和阻塞！

2 补油泵及附件

Fast relative movement

V ≈ 670 m/min (A4VG125, 2200 min
-1
)

sensitive to contamination

No relative movement

V ≈ 0

not sensitive to cont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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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油泵排量配置：系统容积效率、冲洗流量的需求、其它需求。

补油泵的压力设定：系统载荷状态、控制性能要求、其它需求。

补油泵结构及配置：外啮合齿轮泵、内啮合齿轮泵、外部提供补油。

附件：补油单向阀、补油溢流阀、滤清器。

3 排量变量控制

排量控制类型：手动，液动，电动。

排量控制环节的输入(控制信号)：机械位移控制，压力，电流/电压。

排量控制环节的输出(斜盘倾角)：伺服压力，伺服机构，变量斜盘。

排量控制环节的输出与输入成比例，能量来源于补油泵，通常带有机械反馈。

4 压力控制

高压溢流阀：溢流掉多余的流量。

压力限制器：减小泵的流量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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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补偿控制：泵恒压控制，马达排量切换其它系统需求。

双向分别独立，作用于系统内的高、低压两侧之间。

5 冲洗回路

置换主系统内的工作介质，冷却油液，防止油液品质剧烈变坏。

压力限制器：减小泵的流量输出。

压力补偿控制：泵恒压控制，马达排量切换其它系统需求。

双向分别独立，作用于系统内的高、低压两侧之间。

6 旁通回路

旁通阀配置于主系统高低压侧之间；手动；仅可在动力系统发生故障时候使用；仅用

于车辆低速，短距离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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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元件回油回路

泵和马达的壳体回油：使用元件上较高的回油口；关注回油压力的限制要求；回油管

路的设计；压力冲击作用的考虑。

利用回油流量散热：标准推荐采用旁通阀。

8 工作原理示意图



WWW.Thydro-Drive.cn - 17 -

2. 神崎(KANZAK)典型 HST 闭式系统应用介绍

1 HST(静油压传送)的概要

 Hydro-static Transmission的简称。

 HST是通过油压泵和油压马达的组合后形成的动力传动装置。

 主回路(高压侧・低压侧)是由闭回路构成的。

 液压泵的输出油(圧油)是通过高压侧主回路吸入油压马达的。

 油压马达的输出油(回油)是通过低压侧主回路吸入油压泵的。

 通过油压传动动力。

 入力轴的回转通过油泵，变为油压，传递向油压马达。

 油泵传导的油压，通过油压马达转达至输出轴。

 通过操作来控制油泵传导向油压马达的传动油压。

 通过一根把手的操作使得无级变速和前进，后退变为可能。

液压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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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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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轴旋向，控制轴和输出轴旋向关系：

主要油口及接头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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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口 标准 螺纹 管接头 单台数量 扭矩 Nm 备注

S JIS B2351 G3/4 1CG-36-12JIS 1 56.9-69.6 HST 吸油口

B1 JIS B2352 G1/2 1CG-22-08JIS 1 34±3.4 压力油口

B2 JIS B2353 G1/2 1CG-22-08JIS 1 34±3.4 压力油口

T JIS B2354 G3/4 1CG-30-12JIS 1 56.9-69.6 回油口

过滤器 ISO 11926-2 1-1/16UN-2B 1CO-22-12Z 2 107-119 过滤器

JIS 油口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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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ST 结构

——有靴型

——无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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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ST 的工作原理

 主回路通过高压侧主回路和低压侧回路构成

闭合回路。

 高压侧主回路是和泵的输出接口和马达的吸

入接口形成联动的。

 低压侧主回路是和马达的输出接口和泵的吸

入接口形成联动的。

 油泵是什么？

 吸入低压侧主回路的低压油（油压马达的吐

出油：回油）

 通过输入轴的回转达到吸入油的升压。

 升压的油向高压侧主回路输出。

 马达是什么？

 吸入高压侧主回路的高压油（油压泵的输入

油：压油）。

 根据吸入油的油压，使输出轴转动。

 降压的油向低压侧主回路吐出。

泵的工作原理：

 通过对泵的斜盘倾斜角的操作，控制与输出轴契合的马达回传。

 操作泵的斜盘倾斜角，控制泵的输出油方向和流量。

 泵的输出油的方向对应马达的回转方向的控制。

 泵的吐出油的流量对应马达的回转速度的控制。

 斜板倾斜时泵的作用就产生了。

 与输入轴的契合、使泵回转。

 吸入侧的活塞将油吸入，向吐出侧移动。

 突出侧的活塞将油吐出，向吸入侧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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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转斜盘倾角使得吐出油的流向相反。

 增减斜盘倾角使得吐出油的流量能增减无级变速。

 斜盘中立时，产生刹车的作用。

 斜板直立使得活塞的行程抑制，泵吐出油量从而降低。

 中位

 控制拉手到中间位置，斜盘也是

直立的状态的。

 泵的输出油量微量调整。

 马达（输出轴）的回转速度因刹

车作用减低。

 前进

 控制拉手到前进位置，斜盘

正倾斜。

 油泵吐出根据泵斜盘倾斜角

度的调节而调节。

 马达（输出轴）是根据泵的

吐出油量对应，回转速度正

 后退

 控制拉手到后退位置，斜

盘逆倾斜。

 油泵吐出根据泵斜盘倾斜

角度的调节而调节。

 马达（输出轴）是根据泵

的吐出油量对应，回转速

度正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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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ST 的基本回路

不带补油泵：

 主回路是由高压侧主回路和低压侧主回路构成的闭合回路。

 高压侧主回路联通的是泵的吐出接口和马达的吸入接口。

 低压侧主回路联通的是马达的吐出接口和泵的吸入接口。

 使用可变容量形泵。

 根据泵的斜板倾斜角的操作，泵的吐出油的朝向和流量可以被控制。

 泵的吐出油的方向和流量对应的马达（出力轴）的回转可以被控制。

 补油回路的设置。

 泵和马达的联动部等的补油是通过吸泵所补给的。

 补油泵的设置。

 防止高压侧主回路的补邮回路的逆流。

 补油回路的油向低压侧主回路补给。

 吸油过滤器设置在补油回路上。

 也有设置在 HST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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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补油泵：

 补油泵在补油回路的设置。

 补给泵和马达因滑动等原因漏油的相当的油量。

 可以更高负荷，高效率地使用。

 补油泵的设定位置有两个不一样的式样。

 补油旁通阀的设置。

 控制补油回路的油压。

 设置 3RD单向阀。

 补油泵停止时，主回路的负压会缓和。

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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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油单向阀・带中央小孔：

 旁通阀设定前进，后退的两个回路。

 保护 HST避免过负荷，本体驱动等。

 限制主回路的油压上升，余油向补油回路开放。

 也有只设置前进主回路的情况。

 中立小口设置在后进主回路上。

 确保中立。

 通过小孔的主回路微量的油回到补油回路上。

 也有设置前进后退两个主回路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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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ST 的中立机构（中央机构）

带旁通的单向阀：

① ①
①旁通小孔

 兼顾单项机能和中立机能。

 中立机能确保中立的机能。

 通过旁通小孔，开放主回路的微量的油向补油回路。

 和 CN单向阀比较、高压区域溶剂效率虽然低，但构造相对简单。

 后进回路设定的场合

 为了确保前进区域的溶剂效率，设定后进回路。

 为重视前进作业为主的前进时的效率化，本机使用。

 设定前进·后进的两个主回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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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高后进区域容积的效率，设置前进后进两个回路。

 前进区域的容积效率低下，后进区域的溶剂效率向上。

 重视本机的使用的后进作业的使用。

CN 阀（单向＆中立阀）：

②
③①

④

⑤

①旁通小孔 ②单项阀 ③中立阀 ④主回路 ⑤补油回路

 兼顾单向阀机能和中立机能保持。

 中立机能是能够确保中立的机能。

 在低压领域小孔打开，主回路微量的油向补邮回路开放

 和带小孔的单向阀比较

 高压领域小孔闭合容积效率上升

 从中立开始前进感觉良好。

 本机针对于前进，后退作业频繁往复的工作。

NCR 阀（中央＆单向＆旁通阀）：

①

② ③
④

⑤

 兼顾中立机能和单向阀机能和旁通机能。

 中立机能是确保中立的机能。

 低压领域是将小孔开放，主回路的微量的油向补油回路开放。

 旁通机能是防止过负荷的机能。

 控制主回路的油压上升，余油向补油回路开放。

 和带小孔 CR阀的比较

 高压区域是使小孔闭合，让溶剂的效率上升。

 确保安定的中立状态。

①旁通孔

②单向阀

③旁通阀

④主回路

⑤补油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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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油压伺服构造的回路例

 油压伺服机能的设置。

 HST泵的可变斜板通过低操作力来操作。

 使用补油泵的吐出油。

 拥有机械伺服和电子伺服。

油压伺服机构的工作（从中立到前进）：

①控制拉杆和曲轴和活塞向中立位置的时候，可变斜板是直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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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控制拉杆的位置推向前进，曲轴被压上，活塞下侧压力被上升。

③根据油压活塞被压上，可变斜盘向前方倾斜。

④控制拉杆向中立位置扳回，曲轴回归中立位置，活塞向前进位置，活塞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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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根据油压活塞向下压，可变斜盘的位置回到中立。

后进时也同样过程可变斜盘的倾斜角同样得到控制。

7 选项

中立回复机构(中央回复中心环)和中立调整：

①
②

③

①中立恢复用弹簧 ②控制拉杆 ③中立调整用偏芯支点

 放手控制拉杆可知可变斜盘返回中立的机构。

 也具备中立调整装置。

(注意)整备外本装置使得中立调整的，将无法保障中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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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D 单向阀(带旁通装置)：

①

②

③

④

②

①

①补油回路 ②输入轴 ③3RD 单向阀 ④旁通小孔

 补油回路设置的单向阀，或者通过补油空进行补给。

 缓和补油泵停止时的主回路负压发生。

 缓和在倾斜地本机(发动机停止时)的异走。

 作为补油泵停止时补油泵机能的发挥。

 排油的时候补油泵的容积效率虽然低下，构造相对简单。

 补油回路和油箱时常联通的。

 单向阀的场合防止小孔的容积效率低下。

(注意)本构造并非位保障倾斜地区停止所用。

 停车的时候请实施刹车装置(防止异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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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通阀：

中央壳体的安装例

（按钮式）

旁通阀开状态

（按阀使阀打开）

①

②

④

③③
④

③ ③

螺丝拧型

(松动螺丝

使阀打开)

①

②

①

①旁通阀 ②返回弹簧 ③主回路 ④旁通

 本机的牵引，HST发动时因需排除空气，所以将主回路联通。

 旁通阀开启导致主回路和油箱的联通。

(注意)通常使用时，请将旁通阀关闭的状态使用。

 有冲压形式和螺纹连接形式两种。

8 HST 注意事项

HST 使用时注意事项：

1.安装前检查产品表面是否受伤；

2.确保合理的装配空间和环境，保证安全和清洁；

3.螺栓扭矩请参考相关标准；

4.由于 HST较重，请采用吊装，装配好后移除吊车；

5.不要自行改造或拆解 HST，否则不予质保；

6.安装时注意保持和控制连杆之间的距离，防止被夹伤。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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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T 贮存注意事项：

1.液压元件只能贮存在干燥、无灰尘、远离腐蚀性物质和水汽环境中；

2.放在运输包装的盒子里，使用方可取出；

3.注意远离容易磕碰损坏的环境。

安装・配管上的注意事项：

1 液压油箱容积 ≥25L

2 吸油滤精度 100-150目

3 补油滤精度 10μm，耐压 2Mpa

4 吸油软管
流速 ≤2.0m/s

软管内径 ≥20mm

5 补油软管 额定压力 5Mpa

6 回油软管
额定压力 0.1Mpa

软管内径 ≥20mm

7 油冷却器
管路通径 ≥13mm

散热功率 ≥15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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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过滤器

 不含补油泵的式样

 很多都是过滤器含在 HST的内部。

 含补油泵的式样

 100μm(150目)的过滤器设置在补油泵管路的吸油配管处。

 10μm的线上过滤器设置在补油泵的吸油回路处。

 外部补油式样

 100μm(150目)的过滤器设置在补油回路的吸油配管处。

 10μm的管路过滤器设置在补油泵和 HST补油口的之间。

 过滤器的推奖过来面积如下表参造。

 过滤器需要有补油卸油耐压的 1.5倍以上的耐压性，请多考虑。

推荐过滤面积：

HST 容量(cc) 13 30~38 42~50

过滤面积 cm2 1000~ 2000~ 3000~

B：外部补油流量

 外部补油式样的 HST的外部补油流量必须是 HST容量的 20%以上。

 外部补油流量(cm3/min)≧HST容量(cm3)×0.2×HST最高回转数(min-1)
 チャージ流量不足時には主回路内負圧による増速作用が生じる恐れがあります。

 傾斜地でのエンジン停止時や急傾斜地の高速降坂時等にチャージ流量不足が懸

念され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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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选定油箱的介绍

 参考以下项目可推算出油箱的容量：

 液压油温度在 80度以下是饱和状态。

 需要不会产生气蚀现象等的油量。

 一分钟外部补油流量的 1/2程度的油量(参考)。
(例)HST容量 30cm3、HST最高输入回转数 3,000(min-1)的时候

外部补油流量≧30×0.2×3,000=18,000(cm3/min)= 18(L/min)
必要的液压油油箱容量是 9L。

D：安装

 HST的输入轴要和驱动轴的偏心误差保持在 0.05mm以下。

 要确认定位硝和内角等的位置决定。

 HST的输入口和控制轴所对应安装连接器和拉杆的时候请不要用榔头等重物敲打。

E：配管

 补油泵的吸油配管部的压力要在-0.02Mpa以上使用

 HST壳体内压力的定常压力在 0.03Mpa以下，瞬时峰值压力在 0.1Mpa以下

 卸油配管的背压在 0.02Mpa以下，请考虑所需要的配管长度，配管口径的设定。

 HST的各个管的形状请参考 JIS B2351 O型密封的方式作为标准。

 适当的 O型圈和配管形状请使用密封胶。

F：混入异物

 各配管内部需要洗净处理。

 装配的时候，要注意 HST内不要混如异物。

G：开始

 开始前要确认以下的项目。

 适当的液压油需要充满 HST内部。

自给试 HST 需要确认是否完成排空气处理。

 输出轴需要是无负荷状态。

 控制轴需要在中立状态。

 HST的运转声音比通常要大的时候请确认以下项目

 过滤网和过滤器的堵塞，油箱油量，吸油配管的弯曲，安装部的松开等。

H：保管・保护

 由于易引起故障或导致效率损失，所以不要私自对 HST产品分解、组装、改造。

 HST的滤清器和液压油液压油过滤器的定期更换。

 交换时间：初期 50小时、以后 200～400小时每次。

 冷却器应定期检查外部是否堵塞和清洗。

 HST长期保管后如要再次使用，请更换密封用的密封圈、密封垫。

I：横拉(皮带轮拉引)的使用

 请不要使 HST过度的加负重的构造

 注意不要过度悬挂

 如需要技术支持时，请随时联系天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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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操作拉杆

 请尽量减少过度悬挂量。

 如需要技术支持时，请随时联系天汇。

关于液压油的注意事项：

 不当使用的液压油是产生毛病故障的原因。

 推荐使用耐摩性液压油(相当于 ISO VG46～56)。
 液压油通常使用的温度范围是+10℃～+80℃。

 液压油温度在+10℃以下的时候请采取暖机运作。

 液压油的允许接线温度是-20℃～+90℃。

 请避免水份和异种油份的混入。

 请定期更换过滤器。

 交换的时候请严格遵守注意事项。

 使用高污染的液压油是产生故障的原因。

 请保证液压油污染度 NAS12級・ ISO等级 22/20/18以下的使用。

详见 四、液压系统清洁度简介 P116

9 HST 静液传动系统-液压机械串联方式：

串联方式是最简单和最常见的复合方式。通常是在液压马达或液压变速器的输出端和驱动

桥之间设置机械式变速器以扩大调速的高效区，实现分段的无级变速。从理论上说，后置变速

器可以有许多个挡位和几乎无限制的变速比范围，但实用中为避免传动装置过份复杂与庞大并

考虑到操作的方便性，一般最多设 4个挡，变速范围不大于 1:8；大多数情况下仅用两个挡(高
低挡)，速比 1:2-1:3，低挡用于大牵引力作业，高挡用于高速空驶转移。在要求较高的情况下

装用能在行进间变速但较昂贵的带湿式多盘离合器的负荷换挡式变速器。这一相当传统的作法

已广泛用于装载机、联合收获机和某些特种车辆上。近来的发展之一是将可在行进间变换传动

比的动力换挡行星变速器直接安装在驱动轮内，实现了大变速比的轮边液压驱动，因之可取消

驱动桥，更方便于机具布局。

串联方式：泵马达闭式系统直接传递功率

 而静液传动的最大效率只有 70%。

 神琦 HST 的静液传动效率较高，但相对于有行走速度要求的车辆应用，比如拖拉机，卡

车，汽车，联合收割机来说，还是不理想。

 随着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行走设备生产商对燃油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对于

无极变速系统的性能提高也有持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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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神崎(KANZAK)IHMT 应用介绍

1 HST(静油压传送)的概要

Hydrostatic Mechanical Transmission的略称。

液压泵与马达组合的 HST和行星齿轮相组合的动力传动装置。

HST的无极变速产生的高操作性与机械变速箱相近的高传动效率成为可能。

2 HMT 机械液压混合功率分流传动系统——液压机械功率分流

并联方式通常称为“液压机械功率分流传动”（hydrostatic-mechanic power split transmission）
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将液压与机械装置“并联”分别传输功率流的传动系统。由发动机输入传动系

统的功率流先被分为两路，一路为经液压系统传输的“可无级调节的”功率流，另一路为纯机械

方式传输的“高效”功率流，然后再由一套行星差速器把这两路汇合起来。此项技术的出发点是

希望把液压传动的无级调速性能好和机械传动稳态效率高这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以期得到一

个既有无级变速性能，又有较高效率和较宽高效区的变速装置。

任何液压机械功率分流装置都是用牺牲在次要工况区的调速范围和效率的代价来换取在

某些主要工况区的高效率。对于很多车用功率分流变速装置来说，它是靠压缩了倒挡速度的范

围并降低了此时的效率来换取常用前进速度范围中效率的提高。人们需要不断地在两个互为矛

盾的因素中寻找折衷：为了达到较高的综合效率，希望尽量减小液压分支的功率比例；但系统

的有效调速范围却又随液压分支许用功率流的下降而缩小。因此在实践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

技术路线: 一种是通过优化选择分流方式和差速器参数，装设专用的大功率高效率液压元件来

覆盖整个工作区间，在功率流分支和汇流行星排中不设换挡元件。德国 Fendt 拖拉机的“Vario”

型无级变速器即属此类，其液压分支可传输总功率流的 100%(包括寄生功率)。 另一种方式是

在机械分支和汇流行星机构中设置多个挡位，在每个档的速度级内可实现分段的高效无级调

速，而把液压功率流限制在总功率流的 30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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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式泵 闭式马达

机械传动

静液传动

行星差速器85%

并联方式：功率分流

每个液压机械功率分流系统都包含至少一个行星差速器。

每个行星差速器都有三个轴，2个功率输入，1个功率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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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T 液压机械功率分流系统-德国 Fendt 拖拉机 Vario 型无级变速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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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MT 液压机械功率分流系统-效率

HMT 液压机械功率分流系统-拖拉机传动效率理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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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工况：

1. 功率流从发动机到行星差速器

2. 功率流从 HST到行星差速器

最高效率工况：

功率流从发动机到行星差速器。

低效率工况：

功率方向回流，这种工况比静液压闭式驱动 HST 效率还要差，因为静液压系统产生的功率

常常超过发动机功率。尽量避免发生或者限制于实际使用时间较短的行走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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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MT 液压机械功率分流系统-汇流形式

输入轴功率汇合系统：

输入轴功率汇合系统，一次液压元件必须是变量的，它经一对齿轮与输入轴连接，二次液

压元件通常是定量马达，该马达经过一对齿轮与三元件行星机构的齿圈连接，同时三元件行星

机构的太阳轮有输入轴驱动。

输入端功率汇合系统，曹总一次静液压元件变量机构，从最大负排量——过中心——最大

正排量，致使二次静液压元件从全负转速到全正转速，因此三元件行星机构的齿圈转速也跟着

变化，随着一次元件排量接近于零，因此也就没有了液压功率传送，系统的效率也就达到了理

论峰值，这通常对应于输出转速范围的中间。目前实际应用时，输入轴功率汇合传动需要有机

械倒挡，以提供车辆的反向行驶。

输入轴功率汇合系统

力矩分流

ZF, J.Deere

输出轴功率汇合系统：

输出轴功率汇合系统，要求一次和二次两个静液压元件的排量都是可变的，三元行星机构

的行星架与输入轴连接，输出轴与太阳轮连接。一次静液压元件经过一对齿轮与齿圈连接，二

次静液压元件经过一对齿轮与输出轴连接。

输出轴功率汇合系统，一次静液压元件作为泵工作，通过操纵其变量机构，可以确定车辆

行驶的方向，向某一个方向操纵泵变量机构，车辆向前行驶，向其反方向操纵泵变量机构，车

辆反向行驶。当泵零排量时，车辆处于停止状态。

当泵达到最大角度时，则操纵二次液压元件单元，即马达的变量机构，排量可以在零与最

大之间变化；另外，马达可增反方向旋转，以提供车辆正向和反向行驶。当达到最大前进速度

时，发动机的动力以机械通道传送，系统达到理论的最大效率。

由于行星机构的速度关系，当反向行驶时，泵将在高速转速下工作，而导致较高的传动功

率损耗。因此，对于输出轴功率汇合系统，如果要求正向和反向有相同的效率特性，最好设有

机械倒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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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轴功率汇合系统

（速度分流）

Fendt

复合功率汇合系统：

复合系统由两个变排量静液压元件及两个四元件行星机构构成。前排行星机构的行星架与

输入轴及后排行星机构太阳轮连接成一体，后排行星机构输出轴与后排行星架及前排行星机构

齿圈连接成一体；两个变排量静液压元件分别与前排行星机构左太阳轮和后排行星机构齿圈连

接，而不是与变速器的输入轴或输出轴连接。

复合系统在低输出转速的情况下，一次静液压元件（泵）处于排量为零和高转速下，二次

元件（马达）则是处于最大排量和零转速下。欲要增加变速器输出速度，则泵排量增大，转速

降低。此外，马达排量减少从而马达转速增加。

复合系统理论峰值效率出现在输出转速范围的低转速点和高转速两点，在这两个工作点，

发动机功率只通过行星机构作为机械功率传送，液压部分不传送功率。实际应用中，车速为零

时，由于系统效率和行星机构内的高功率流，因此复合系统作为无极变速器，不会将车速降到

零来应用。

复合系统

J.De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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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MT 液压机械功率分流系统-行星差速器

太阳轮

内齿圈

行星架

内齿圈

行星齿轮

行星架

太阳轮

行星差速器有三个轴，功率在三个轴都是变化的，功率流的方向根据设计需要，理论上三

个轴的功率之和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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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MT 液压机械功率分流系统-成本

Total HMT Cost

Gear & Clutch Cost

HST Cost

Number of Modes

Cost

 HST 的成本降低取决于 HST 角功率的降低

 档位随着传动比的加大而增加(传动比=角功率/发动机功率)

7 神琦(Kanzaki)HMT：KC-80

Kanzaki KC-80 HMT 的基本构造：

发动机驱动力通过齿轮传动与 HST的液压驱动俩个系统的结合，通过行星齿轮进行合成

输出。

机械动力与液压

动力

ENG

输出

输入

HST 行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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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zaki KC-80 HMT 的技术参数：

项 目 基本参数

排 量
泵(可变) 0～52cc

马达(固定) 52cc

额定输入转数(min-1) 3000

最高输出转数
(min-1)

前进 1576

后退 424

最大理论输出轴扭矩(Nm) 778

高压安全阀压力(MPa) 39.2

作业压力(MPa) 31.3

补油压力(MPa) 1.86～2.26

斜板操作方式 机械联动机构

中立机构 标配

液压油 ISO VG46

推荐滤芯(μm) 10

Kanzaki KC-80 HMT 较 HST 的优势：

1.可涵盖 10 吨以下的所有轮式驱动收获机械

2.与 HST 机型相比机械效率高，驱动系统便于统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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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级变速 HST 部分与合成部(行星机构)结合为一体，和 80CCHST 体积同等，重量减少 40%。

4.HMT 变速幅度大，经济，易操作，变速平稳，操作简单，作业舒适。

对比内容 HST HMT

操作性能(无离合换档，一杆变速) ◎ ◎

制造成本 ◎ ○

0速开始变速调整 ◎ ◎

省能源(传动效率) △75% ◎85%

使用寿命 △ ◎

中立性能 ○ △

关联部件成本 △ ○

质量稳定性 △ ◎

车速范围(参考) 0～25km/h 0～30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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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速箱：

客户可以自行设计或者是国内采购，天汇也可以为客户提供优质选择。

HMT
Unit

CC

控制装置：

客户可以选择手动控制或者是电子控制。

手动控制 电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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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MT 玉米收试验案例(KH-52)

目的及び測定項目：

１．目的

のとうもろこし HMT 収穫機に搭載された KH-52 について

本機状態での刈取り想定ﾓｰﾄﾞのＨＳＴ圧力データ及びヒートバランス

データを採取し、量産化への資料とする。

２．測定項目

・ HST 回路圧力（前進/後進）

・タンク油温

計測機器

データロガー：キーエンス製 NR600

圧力変換機：共和電業製 PG-50KU

熱電対

※車両条件

本機重量：****kg

総重量：9,500kg（最大重量想定 ウエイト追加）

搭載 HST 仕様（KH-52)

容量：52.4cc/rev

リリーフ圧力：39.2MPa

各試験条件の試験結果

１．平均 HST 回路圧力

詳細はグラフを参照願います。

２．ヒートバランス

測定時最高油温：69℃（外気 40℃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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刈取想定モード試験結果：

１．刈取想定圧力測定（圃場走行）

条件：副変速：低速段

車両総重量：9,500kg

外気温：２℃

ヒートバランス

約 21 分連続運転にて 28℃でサーチレート

⇒40℃換算で 66℃・・・ 90℃以下のため問題なし

２．圧力頻度解析

刈取想定連続運転時の圧力頻度解析

加重平均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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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場内移動モード試験結果：

１．圃場内移動圧力測定（満載想定）

条件 副変速：高速段

車両総重量：9,500kg

外気温：２℃

ヒートバランス

約 4分連続運転にて 31℃でサーチレート

⇒40℃換算で 69℃・・・ 90℃以下のため問題なし

２．圧力頻度解析

満載時圃場内移動の圧力頻度解析

加重平均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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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移動、登坂時圧力波形：

1．舗装路移動圧力測定（満載時）

条件：高速段 車両総重量 9,500kg

2．登坂時圧力測定（満載時, 角度 10 度）

走行時平均圧力

12.0MPa

高速段

35MPa
低速段

15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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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

・ HST 圧力に関して、異常な圧力は見られず、量産予定本機に対して

HST 容量・仕様等に問題はありません。

・最大重量での刈取想定連続走行時(低速段)の頻度解析では

加重平均圧力が 13.6MPa となり、本条件での神崎耐久実績からの

計算寿命は 2,825 時間となります。実際の作業では停車・空荷状態も

含まれるため寿命時間はこれより長くなります。

・舗装路移動時の圧力(高速段)は 12MPa で問題ありません。

ただし高速段での満載時圃場移動に関しては平均圧力が 23MPa と高

いため、刈取作業に高速段を使用すると HST 寿命が極端に短くなります

ので推奨できません。

・ヒートバランスに関して、油温上昇は上限の 90℃に対し 69℃と余裕が

あるため問題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が（外気 40℃換算）、実作業での確認

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三）拖拉机液压应用——液压系统

1. 拖拉机分类

按驱动形式分：

轮式拖拉机

履带式拖拉机

按发动机功率分：

20-60HP 拖拉机

45-140HP 拖拉机

140-360HP 拖拉机

360-560HP 拖拉机

按照功能应用分：

运输拖车：

拖车，农药洒布车...

农田处理：

耕地，旋耕，犁地，播种...

作物收获：

甜菜，土豆&青饲料收获机，割草机...

装载：

...

2. 拖拉机主要功能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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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拉机液压应用——行走驱动系统

1.机械传动变速箱 2.动力换挡变速箱 3.功率分流传动变速箱 4.静液压驱动

功率分流传动优点：

操作的简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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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动力输出的效率

低的燃油消耗

高度集成性

最佳的速度变化适应性（CVT）

适应于多种工作模式

20-60HP 拖拉机驱动系统(Compact Utility Tractors--CUT)：

Ⅰ 大部分的 CUT用变量泵和定量马达组成，并配以 2-3个机械档位。

CUT 极限性能特性：

1. 轮胎打滑

在干燥路面上，在低档情况下，必须有足够的牵引力满足轮胎的打滑要求

轮胎打滑给驾驶者以功率足够的感觉

后轮驱动打滑计算：

Tire slip axle torque (N-m) = WT*%RA*SLR*CT*.0098

Tire slip axle torque calculation for rear wheel drive

Max Ballasted Vehicle Weight in kilograms (WT)

% of weight on rear axle (%RA)

Static Loaded Radius of drive tire in millimeters (SLR)

Coefficient of traction, typical minimum is 0.7 for dry dirt (CT)

前轮驱动打滑计算（MFWD）：

For tractors with MFWD, a good rule of thumb is to calculate the tire slip condition

assuming 100% of the vehicle weight is on the rear axle.

Tire slip axle torque calculation for MFWD

Max Ballasted Vehicle Weight in kilograms (WT)

Static Loaded Radius of drive tire in millimeters (SLR)

Coefficient of traction, typical minimum is 0.7 for dry dirt (CT)

Tire slip axle torque (N-m) = WT*SLR*CT*.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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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输速度

必须满足最好运输速度的要求

Vehicle speed calculation

Engine speed (RPM)

Pump kit displacement per rev in cm3 (PD)

Pump kit volumetric efficiency (EVP)

Motor kit displacement per rev in cm3 (MD)

Motor kit volumetric efficiency (EVM)

Final drive ratio (FDR)

Rolling Circumference of drive tire in millimeters (RC)

Vehicle speed (kph) = RPM*60*PD*EVP*RC/MD*EVM*FDR*1000000

优点：

效率高；

较大的扭矩和速度范围。

缺点：

拖拉机必须停止才能够换挡。

PTO

输出轴

发动机 PTO 离合器

桥箱一体

变量泵

定量马达

前驱
前驱离合

器 MFWD

齿轮泵

优点：

最大利用泵的输入速度；

不需要泵传递全部功率同轴扭矩；

允许直联齿轮泵；

维护简便。

缺点：

泵的输入轴承受比较高的径向载荷；

有可能需要增加带支撑的驱动齿轮。

方案 2：

方案 1：



WWW.Thydro-Drive.cn- 62 -

PTO

输出轴

发动机
PTO 离合器

桥箱壳体

变量泵

定量马达

To MFWD
前驱离合器

优点：

降低齿轮成本。

缺点：

需要同轴传递发动机扭矩；

需要另外找地方安装齿轮泵。

PTO

Shaft

发动机
PTO Clutch

Transaxle housing

变量泵

定量马达

To MFWD
Clutch for MFWD

马达部分

插入桥箱

壳体内

优点：

降低齿轮成本。

缺点：

需要同轴传递发动机扭矩；

需要另外找地方安装齿轮泵；

维修困难。

方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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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还有一种方式，CUT用变量泵和变量马达组成，典型的配置是在满足扭矩和速度的情况下，

泵的排量小于马达。

优点：

无机械档。

缺点：

扭矩和速度范围受到限制；

效率低。

PTO

Shaft

发动机
PTO Clutch

Transaxle housing

变量泵

变量马达

To MFWD

Clutch for MFWD

Gear pumps

优点：

最大利用泵的输入速度；

不需要泵传递全部功率同轴扭矩；

允许直联齿轮泵；

维护简便。

缺点：

泵的输入轴承受比较高的径向载荷；

有可能需要增加带支撑的驱动齿轮。

PTO

Shaft

From Engine

PTO Clutch

Transaxle housing

变量泵

变量马达

To MFWD Clutch for MFWD

优点： 降低齿轮成本。

方案 1：

方案 2：



WWW.Thydro-Drive.cn- 64 -

缺点：

需要同轴传递发动机扭矩；

需要另外找地方安装齿轮泵。

CUT 常用静液传动类型：

1.U 型：

2.Z 型：

Z
3.I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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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体式：

泵马达分体：在小功率设备上，泵马达分体形式成本上和 HST 没有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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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HP 拖拉机驱动系统主要形式(仅针对 HST 静液传动系统)：

 HST 静液压式驱动  机械式变速箱

① KIH-18 Shoeless/23 Shoe

可变马达技术

马力(HP) 重量(kg)
车速(km/h)

前进 后退

24 690 0～15 0～9

② MTー 23UE

马力(HP) 重量(kg)
车速(km/h)

前进 后退

28.7 1155 0～21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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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MTー 23UE

马力(HP) 重量(kg)
车速(km/h)

前进 后退

32 1160 0～21 0～21

④ KHS-18JTB/23JTA

18cc/23cc Shoeless

马力(HP) 重量(kg)

JD2305 24.1 658

JD2320 24.1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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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KHS-42JAS

马力(HP) 重量(kg)

JD2305 35 1576

JD2320 50 1729

⑥ I-HMT Shoe

马力(HP) 重量(kg)
最高车速(km/h)

前进 后退

EG300 series 19～25 1415～1505 14～30 14～27.5

EG400 series 37～45 1735～1800 14～32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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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HT-42UQ Shoe

马力(HP) 重量(kg)
车速(km/h)

前进 后退

EG600 series 50～65 2375～2395 0～34 0～17

EG700 series 82 2825 0～34 0～17

⑧ 30cc IHT with PTO

马力(HP) 重量(kg)
车速(km/h)

前进 后退

JD1420 26 844 0～19.3 0～8.1

JD1445 30.9 844 0～19.3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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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30cc IHT with PTO

马力(HP) 重量(kg)
车速(km/h)

前进 后退

JD1545 30.9 859 0～24.1 0～8.1

JD1565 37.8 859 0～24.1 0～8.1

45-140HP 拖拉机驱动系统主要形式：

 同步换挡变速箱  动力换挡变速箱

发动机 45、55、75HP 额定转速 2400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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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 65-140HP：

140-360HP 拖拉机驱动系统主要形式：

 Powersplit  Powershift

功率分流：

360-560HP 拖拉机驱动系统主要形式：

 Powershift 及 Powersync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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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拉机液压应用——转向系统

1.没有机械连接；

2.转向轮与方向盘成比例；

3.柔性的安装 ；

4.有反应和无反应选择。

基本转向系统

开芯

闭芯

负荷传感

—静态信号/动态信号

负载回路

负载有反应

负载无反应

基本转向系统：

Ⅰ 开芯转向系统：

特点：1.简单，经济实用的系统；2.系统使用固定排量的泵；3.中位状态时泵与油缸是相

通的；4.适合于小型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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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闭芯转向系统：

特点：1.系统使用压力补偿变量泵；2.中位状态时泵与油缸是不相通的；3.适合大型建筑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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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负荷传感全液压转向系统：

特点(比较开芯系统)：1.对转向负载的变化有良好的压力补

偿；2.转向回路与其他工作回路互不影响，主流量优先保证转向回

路，转向器在中位；3.时只有很少流量通过转向器，系统节能；4.

转向回路压力流量保持优先，转向可靠；5.中位压力特性不受排量

的影响；6.可以实现流量放大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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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液压转向器核心部件：

计量机构---定转子

伺服比例控制阀---阀芯/阀套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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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器转向动作原理——右转向： 转向器转向动作原理——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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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流量放大转向系统：

特点：1.特殊的阀芯阀套设计；2.在一定转速下，油液不经过计量机构直接进入转向油缸 ；

3.放大比例为进入油缸的油液与进入定转子付的油液之比；4.随着转速的增加，开始实现放大

比例，直到完全达到设计的放大比例；5.适用于装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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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ti-Cavatation Check Valve for Cylinder ports - (R
& L) protects steering circuit against vacuum (cavitation)
conditions

2. Cylinder Port Relief Valves - (R & L) protects hoses
against pressure surges created by ground forces on the
steering axle.

3. Manual Steering Check Valve - Converts unit to a
hand operated pump for limited manual steering. Included in
all units except Series 20, 25 and 40.

4. Inlet Relief Valve - Limits maximum pressure drop
across the steering unit protecting the steering circuit.

5. Inlet Check Valve - Prevents oil from returning
through the steering unit when pressure on the cylinder side
is greater than pressure on the inlet side to prevent steering
wheel kick.

6. LS-relief Valve - (not shown) Limits maximum
pressure in the steering circuit (LS units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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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洋马履带拖拉机行走驱动及全时转向系统分析：

目前国内履带式稻麦收割机驱动技术普遍采用的是

HST 和三档离合器式齿轮变速箱，但伴随科技的发展，水

田深耕化进一步加强，具有高行走性能的驱动系统开发

迫在眉睫。

相对而言日系企业收割机重量更轻，且在本土上拥

有更为先进的行走驱动技术和产品。

为此国内企业也将为开发先进的行走驱动技术例如

全时驱动系统而全力以赴。

履 带 驱 动 操 作 系 统 的 变 迁

1969/70････････････・・・・・･････････・・・・・・・・・・・・・・・・・・・・・・ 2000 年

齿轮传动
动力换档 HST

双 HST

离合＆制动形 强制差动方式

犬牙离合方式 湿式离合器方式 原地转向方式

双操作杆 一杆操作

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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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马履带拖拉机操作：

洋马履带拖拉机采用了 FDS 履带速度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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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履带车辆行走方式

发动机

离合器

顿挫阶段性转向

驱动力断开

强制旋转路面条件对应变化

平滑转向(差动机构)

普通车辆

差动机构

FDS 车辆

结
构
概
述

差动机构

差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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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S 传动系统示意图

PUMP 1

Motor 1

割台

齿圈

太阳轮

倒档齿轮

变速箱内

无离合、无制动片

左右车轮常时驱

PUMP 2

Motor 2

圆锥形连杆操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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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联动

模块

机械转向

控制系统图

电控转向

控制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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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 couplings
Speed couplings

Power shift control
Power split control
Speed control
Control of auxiliary
functions Front/rear
PTO etc.

Breaks cooling functions
Lubrication functions
Safety pressure functions

提升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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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拉机液压应用——液压阀组定制

Ⅰ Base block with integrated
- Filtration 10 microns with el.indication

safety cold start 45 bar
Cooling by pass functions
lubrications brakes
hydrostat flow control fuction
power shift constant pressure control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se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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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Base block with integrated
- Filtration 10 microns with el.indication

safety cold start 45 bar
Cooling by pass functions
lubrications brakes
hydrostat flow control function
power shift constant pressure control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sensors
Power shift 4 speed clutches 2 reverse
PTO / 4WD / DL controll

Ⅲ Base block with integrated
- Filtration 10 microns with el.indication

safety cold start 45 bar
Cooling by pass functions
lubrications brakes
hydrostat flow control function
power shift constant pressure control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sensors
Power shift 4 speed clutches 2 reverse
PTO / 4WD / DL cont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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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PTO / Diff Lock / 4WD

Ⅴ Diff Lock / PTO

Ⅵ PTO / Diff Lock / 4WD / Transmission



WWW.Thydro-Drive.cn - 93 -

Ⅶ Brakes Lubrication / Cooling

Ⅷ Front axle suspension block with integrated
preloading control system
lockout functions
Proportional axle lifting and low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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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Cabin Suspension

Ⅹ Foot Valve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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Ⅺ
Pre-heating

㈠ 低配动力换挡控制

 以电比例换向阀控制离合

器

 以电磁换向阀控制各档位

换挡油缸

 流量控制阀控制系统流量

 溢流阀控制系统压力

 压力：10兆帕

 流量：60升/分

㈡ 高配动力换挡控制

 以电比例减压溢流阀控制各档位

换挡油缸

 压力：2兆帕

 流量：30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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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座椅悬挂控制

 适用于驾驶室、座椅及轻载轴的悬

挂控制

 提高驾乘人员舒适性

 加大负载分布和适应地形的差异

与范围

 逻辑阀用于旁路补偿

 电比例流量阀控制油缸速度

 单向阀用于负载保持

 溢流阀控制油缸工作压力

 压力：35兆帕

 流量：480升/分

㈣ 离合优先控制

 对取力器离合及制动系统实施优

先控制

 旁通流量可用于二级回路的控制

 电磁换向阀控制制动器动作

 压力：21兆帕

 流量：76升/分

㈤ 开沟属具控制旋

 用于开沟马达和油缸的动作控制

 压力补偿器用于阀前补偿

 逻辑阀用于定量泵负载敏感

 溢流阀与逻辑阀组合成大流量溢

流阀

 单向阀防止马达气蚀

 电磁换向阀控制油缸运动方向

 压力：35兆帕

 流量：379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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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挖属具控制

 用于控制刀盘马达的启动和停止

 用于深沟油缸和侧移油缸的动作控

制

 优先阀用于流量优先分配

 溢流阀控制系统压力

 两位三通电磁阀与液控换向阀组合

成大流量电磁换向阀

 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控制油缸运动

方向

 压力：35兆帕

 流量：530升/分

㈦ 旋挖属具控制

 用于控制刀盘马达的启动和停止

 用于深沟油缸和侧移油缸的动作

控制

 优先阀用于流量优先分配

 溢流阀控制系统压力

 两位三通电磁阀与液控换向阀组

合成大流量电磁换向阀

 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控制油缸运

动方向

 压力：35兆帕

 流量：530升/分

㈧ 风扇驱动控制

 以反电比例方式控制风扇马达

转速

 实现补油、防气蚀功能

 以电磁阀实现风扇正反转切换

 压力：21兆帕

 流量：38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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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主转向和制动控制

 优先阀按需优先将流量

供给转向和制动系统

 冗余流量分配至非优先

级液压系统

 双侧制动规避单侧制动

故障风险

 溢流阀控制优先口压力

 卸荷阀控制蓄能器卸荷

压力

 压力：35兆帕

 流量：530升/分

3. 电动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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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动拖拉机典型案例

Agritechnica-2005.Case IH.ProHybrid EECVT

Case MXM 155.160 HP,50kW generator.

50kW traction motor-generator,456V battery(11,5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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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tor John Deere 7530E premium

Agritechnica-2007

Rigitrac EWD120 tractor with electric powertrain.

Agritechnica-2011.85kW generator,4x33kW motor-wheels.

Eff=85%(vs 65-70% for hydrost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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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 TERRA+ starter generator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ntinuously

variable S-Matic transaxle.

Eff improved by 10% compared with a conventional hydraulic

drives.

AGCO ElectrRoGator1386,electrically powered,high-clearance

Sprayer.

35% more power-to-ground,36% higher torque,6% higher power,

20% better fuel efficiency(vs conventional 1386 s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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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 Tool Trac

New Holland modern hydrogen fuel cell-powered working prototype

tractor NH2.

79 kW (106 hp),has independent electric motors for traction and

implemen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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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TION ELECTRIC EQUIPMENT SET

FOR 300 H.P. TRACTOR WITH AC/AC ELECTRIC DRIVETRAIN

AND CENTRAL DRIVE

2 电动拖拉机系统简介

Application of electro-mechanical drivetrain allows to:

 improve technical and economical parameters of the tractor;

 reduce dynamical loads on tractor and diesel units;

 reduce slipping of wheels, reduce “fuel consumption – performed work” ratio

(by up to 30%);

 provide continuous variation of tractor and aggregated tools speed;

 reduce exploitation cost (maintenance, repair, spare parts);

 increase total reliability, controllability and comfort of tractor operation;

 use the tractor as autonomous power supply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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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Belarus-3023” tractor with electric drivetrain

TRACTION MOTOR

MOTOR-GENERATOR
POWER ELECTRONIC BLOCK

REAR AXLE

STEP REDUCTOR

Project “ET-300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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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HST 零部件失效分析与评估

（一）HST 零部件

HST 主要零部件有以下 14 种：

① 输入轴

② 输出轴

③ 壳体

④ 中心板

⑤ 可变斜板

⑥ 固定斜版

⑦ 活塞

⑧ 缸体(泵)

⑨ 缸体(马达)

⑩ 阀盖(泵)

⑪ 阀端盖(马达)

⑫ 补油旁通阀

⑬ 单向阀，旁通阀

⑭ 补油泵

而以下几种零部件则是其中损坏几率较高的：

变量斜盘

止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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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塞/滑靴

补油泵

回程盘

缸

体

配油盘

球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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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HST 拆解原则

拆下液压元件:

从车辆/机器上拆下 HST大修之前，需在机器轮胎处垫木楔或锁定机构以防止车辆移动。

请注意，液压油此时可能在高压/高温状况下。检查 HST外部或管接件处是否有损坏。移走

HST后请封闭液压管以防止外部污染物侵入。

保持清洁：

无论对新液压元件或者维修过的液压元件来说，清洁度都是确保泵使用寿命的主要因素。

在拆检前对 HST外表面进行彻底清洗。小心处理以避免系统油口进入污染物。

推荐使用干净的溶洗剂对内部零件进行清洗并空气吹干。

当处理精密部件时，应确保所有内部零件不接触外部物件及化学溶剂。保护拆下来的轴封

表面及暴露的空腔体，以防止其受外部物件损伤。在离开无人照看的情况下，请用一块塑料布

覆盖泵以保持清洁。

润滑相对运动部件：

组装时，给有相对运动零件涂干净液压油。这样能确保车辆启动时，这些部件能得到润滑。

换所有 O型圈及密封垫：

拆检过程中，需更换所有 O型圈及密封垫。组装 O型圈时需先用少量干净的石油基润滑

脂涂抹 O型圈。润滑脂必须能溶解于液压油。

处于安全状况：

大多数维修过程中，请将产品安置于一个稳定的，轴朝下的位置。在搬运产品及给后端盖

加扭矩时，请确保产品处于安全状况下。

（三）安全注意事项

在开展任何一项服务维修工作时，应先想到以下警示，保护自身及其他人员免受伤害。维

修液压系统时请遵循以下原则：

防止机器/车辆滑动：

机器或机构非控滑动将伤害维修人员及旁观者。在维修过程中为避免滑动产生，应确保车

辆处于安全状态(如垫木块)或将驱动连接机构锁定/脱离。

注意可燃性清洗剂：

当使用可燃性清洗剂如煤油时，请避免火灾。在有火花产生的环境中，不要使用可燃性清

洗剂。

当心受压液压油：

处于压力下的液压油射出时，可直接穿透你的皮肤并导致严重的伤害及/或感染。即使在

低压下，射出的液压油也可能由于高油温，灼伤你的皮肤。请小心处理受压下液压油。在拆下

液压管，接头，测压表及元件前将系统压力卸载。不要使用你的手或任何其他身体部分检查压

力管路上的泄露点。如你被液压油割伤时，请立即看医生。

保护人生安全：

保护自己免受伤害，配备合适必要的安全设置，如任何时候都必须带安全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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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HST 零部件失效分析

导致 HST零部件失效的原因为以下三大类：

1. 润滑不足

润滑不足为工作过程中，存在相对运动的零件表面之间，由于油液缺少而导致动态油膜支

撑失效或油膜丧失。液压元件所有相邻运动表面必须确保合适的油膜存在。

如液压油膜丧失，元件金属表面之间将直接接触，发生接触表面干摩擦。引起摩擦副粘附

磨损(如拖尾磨痕或擦伤)。粘附磨损(如拖尾磨痕或擦伤)的损坏程度主要取决于元件工作于油

膜丧失工况下的时间长短及外部导致油膜破坏的因素的严重程度。

以下几种工况下将可能导致油膜被破坏，引起元件故障：

工作温度过高：

液压油粘度随工作温度升高而降低。即温度越高，油液越稀。为了保证旋转部件之间的形

成稳定的液压油膜，任何工况下，应确保液压油粘度高于最小允许粘度值。

传动系统工作温度过高导致的油液粘度过低，将可能引起运动面粘附磨损(如拖尾磨痕或

擦伤)。特定应用中选用产品允许的工作温度及粘度规格范围见相关技术样本。

选用液压油不合适：

特定液压油的某些特性不能满足我们产品材料及工况需求。如液压油不具备合适的润滑及

承受负载特性，将导致相对运动表面损伤。

液压油含气：

液压油中如存在空气或泡沫，将导致液压油膜中含气，动态油膜支撑无法建立。

磨损污染物：

磨损污染物将破坏液压油膜。污染物也可直接损伤元件表面。

转速过高：

当泵马达工作转速超过一定额定值时， 某些零件脱离正常工作位置并导致支撑盘及滑靴

上负载过高。初期损伤表现为支撑盘最外边台阶磨损或滑靴表面外边缘磨损。

如元件工作于超速反复发生工况下，旋转表面之间的油膜将被破坏，进而引起粘附磨损(如
拖尾磨痕)。

2. 固体污染物导致的零件磨损及刮伤

这样的情况为液压油中含有的可充当研磨介质(磨料)的固体颗粒物所致。当这些固体颗粒

物流经元件时，它们就像一个个小的研磨切割器，在相关支撑材料表面留下切割凹槽。

研磨颗粒物可导致元件在工作中损坏。但此时导致元件损坏的污染颗粒物可能已经经过壳

体流回油箱。这样就很难判断到底是何等大小的颗粒曾流经此元件。通常情况下，我们仅能看

到固体颗粒物导致的磨损痕迹及损伤零件。

对油箱内存油进行立体照相分析，可揭示系统中固体颗粒详细信息。

为了防止这种故障发生，我们总是需要在安装前清洗所有管路，阻止在产品安装时

固体颗粒进入系统。给油箱加通过过滤器后的清洁液压油。

安装合适的过滤器并确保其旁通阀处于关闭位置(即过滤器起作用)。检查过滤器是否工作

正常或过滤器与安装接头之间是否存在污染物侵入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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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油液含水导致的零件刮伤(非固体颗粒污染)

此种故障由于液压油内含有水分或其他液体污染物所致。水及/或者其他液体污染物通常

与油液中的添加剂发生化学反应，导致油液化学成份变质。这些化学物作用于黄色金属表面，

导致蚀刻效应。蚀刻效应发生的金属表面将形成高压力泄露油道，最终可导致元件失效。

（五）HST 零部件失效评估

接下来将提及何时应更换零件的(文字及图片)。同时也提供了一些典型的损伤零件照片及

其可能导致的故障原因。

可能存在某些零件损伤不是太严重，可以再使用的情况。但为了确保维修质量，我们建议

维修时更换所有的带动态油膜支撑的零件。如配油盘，柱塞/滑靴。

拆解零件后，需用合适的溶剂清洗零件。并在检查前用空气吹干。

擦伤或划痕：

当滑靴，配油盘或支撑盘上带有圆周环形的擦伤或凹槽刻痕时，可能预示液压油中存在外

部污染物。冲洗系统并更换新的，干净的液压油。

在检查这些零件表面时，如你发现轻微磨削或研磨就能除去这些圆环型的划痕时。修复这

些零件并重新使用。而当通过手指头或铅笔能感测到这些划痕时，更换损坏零件或组件。

修复：

可以用 4/0的粗砂研磨剂在研磨平板上修复这些零件。而磨削零件时需采用磨削溶剂或其

他相当溶剂。注意：不能干摩零件！

更换：

更换维修指导手册中带有丢弃或更换标识的所有零件。因为这些零件为一次性使用零件。

当需重新装泵时，非更换性零件存在于维修包中或可单独采购。

1. HST 零部件失效评估-柱塞/滑靴

新的滑靴：

新的滑靴表面无刮痕，无变色。周边为原始的圆滑倒角。

新的滑靴表面

固体颗粒污染物：

如以下三图中滑靴表面存在划痕则说明液压油中存在污染物。

当通过手指头或铅笔能感测到这些划痕时，更换损坏的柱塞/滑靴或整个旋转组件。如滑

靴不能在任意方向自由旋转，更换柱塞/滑靴组件。冲洗系统并更换液压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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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污染：

右图滑靴被蚀刻(平面上呈现不规则细微凹坑)说明液压油中存

在化学污染物。

更换柱塞/滑靴组件。检查其他零件是否存在同样的污染情况。

冲洗系统并更换液压油。

变色/超速/润滑/化学蚀刻/旋转：

左图滑靴显示化学污染导致的变色及蚀刻。这个滑靴同时显示存

在超速或补油压力过低/壳体压力过高的可能(滑靴外圆周倒角处存在

磨损)。

粘附磨损（如拖尾磨痕或擦伤）

右图滑靴面显示为润滑不足导致的粘附磨损，可能原因

为润滑不充分或者选用液压油不合适。

变色

下图由系统工作温度过高或缺少润滑导致的柱塞体变色。更换旋转组件。

分离

柱塞与缸体粘结可导致滑靴与柱塞分离。可导致分离的原因

包括：超速，污染，润滑不足，低压侧压力过低，吸油口真空度

过高，以及壳体压力过高。回程盘与滑靴磨擦或回程盘破损以及

柱塞刮擦也可导致分离。

滑靴

磨损

或刮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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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ST 零部件失效评估-回程盘

变色/超速

右图种从此配油盘变色的情况可以推断出工作温度过高，导致温

度过高的原因可能是泵超速或者工作时，元件壳体内液压油位太低。

破裂

回程盘破裂：可能由超速导致。同时也预示存在滑靴分离的可能。

检查柱塞/滑靴之间配合松紧程度。

划痕磨损

滑靴与配油盘之间发生磨擦处，产生环形凹槽。系统固体颗粒物

污染可导致这种磨损。同时也预示存在滑靴分离的可能。检查柱塞/滑
靴之间配合松紧程度。

3. HST 零部件失效评估-缸体

缸体配油面如发生损坏，请及时更换缸体。

污染

缸体配油面刮伤。当通过手指头或铅笔能感测到这些划痕时，

更换损坏的零件。冲洗系统并更换液压油。

蚀损斑

腰形孔面存在带凹点的气蚀斑。产生原因：超速，低补油压

力，吸空以及油液中含气量过高。

润滑不足

润滑不足导致缸体磨损。

更换柱塞组件及其相邻的零部件。

化学反应

液压油内含有的水份或化学成份与黄铜发生化学反应，并损伤

黄铜，如右图所示。

及时更换柱塞组件及其他损害的零件。冲洗回路并更换液压油。

润

滑

不

足

污染：蚀损斑及刮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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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不足

润滑不足可导致柱塞上存在圆环形划伤痕迹或滑靴分离。

检查柱塞/滑靴之间配合松紧程度。更换缸体。

4. HST 零部件失效评估-球铰

划痕/疲劳磨损

固体颗粒污染导致的球铰划伤及疲劳磨损。润滑孔附近的凹坑显示润滑不足或存在固体颗

粒污染。

划痕 疲劳磨损

5. HST 零部件失效评估-变量斜盘

污染

变量斜盘存在刮痕，预示液压油中已存在污染物。当通过手指头或铅笔能感测到这些划

痕时，更换损坏的零件。冲洗系统并更换液压油。

污染

粘附磨损(拖尾磨痕，磨伤或刮伤)

如右图所示，变量斜盘表面拖尾变色划痕，且存在磨刮痕迹。

黄铜嵌入变量斜盘表面上。液压油液不足或油液型号选用不正确导

致的润滑不足，可产生这种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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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ST 零部件失效评估-配油盘

污染

配油盘存在刮痕，预示液压油中已存在污染物。当通过手指头或铅笔能感测到这些划痕时，

更换损坏的零件。冲洗系统并更换液压油。

污染

嵌入污染物

表面凹痕

吸空

配油盘吸空导致的气蚀，产生原因包括：超速，低压侧压力异

常及油液中含气量过高。更换配油盘。检查相邻的零件是否也存在

吸空气蚀典型标记。

润滑不足

配油盘表现出来的粘附磨损(拖尾磨擦)为润滑不足导致。更换配

油盘并检查相邻零件是否存在同样损坏。

7. HST 零部件失效评估-补油泵组件

污染

从补油泵上的刮擦痕迹推断出系统液压油中存在污染物。当通过手指头或铅笔能感测到这

些划痕时，更换损坏的零件。冲洗系统并更换液压油。

新补油泵 固体颗粒污染物 固体颗粒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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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空

补油泵吸空气蚀故障产生原因包括：超速，高吸油真空度或不合

适的吸油压力。更换补油泵组件。检查相邻零件是否存在同样的损伤。

8. HST 零部件失效评估-轴承

蚀损斑

如右图所示，轴承卡圈上的不规则微小剥落凹坑为污染或超载工

况所致。

9. HST 零部件失效评估-主轴

传递扭矩过大或弯曲疲劳

旋转扭力负载扭转负载过高导致轴断裂，泵压力过高或侧向垂直

负载过大导致扭转负载超过额定值。典型表现为 45°切面。更换主轴。

找出扭转力矩过高的原因并予以更正。

轴向负载

如图主轴由于轴向负载导致损坏，轴向负载来自 HST安装于

变速箱时，方法不正确。检查相邻零件是否存在相同损伤。

更换主轴。确保 HST与变速箱相连时，安装正确。如给螺栓加

扭矩前，应手动将 HST直口与相连。且对角给螺栓加扭矩等。冲洗

回路并更换液压油。

10. HST 零部件失效评估-轴

轴向负载

轴承组件上存在将轴向 HST内部推的轴向负载，轴承上卡簧失效并导致前主轴轴承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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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负载

主轴断裂来自径向负载过大。更换主轴。重新安装 HST时，确认相关配合元件(连轴器)
正确对中安装。

弯折疲劳断裂开始区域

（垂直光滑切面）

扭转断裂（45度角）

干涉

图片所示干涉标记由主轴与花键套之间存在的污染物撞击所致。干涉可导致主轴或轴承损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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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液压系统清洁度

（一）油液污染

大量事实证明:液压系统故障 80%原因是油液污染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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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油液污染造成元件磨损机理：

油液污染造成元件磨损功能失效！

污染物颗粒具有多种形状和尺寸并有多种材料构成。它们中大多数是磨粒性的，所以当它

们与液压元件表面相互作用时，会在元件的关键表面上犁削、切削出碎片，从而造成液压元件

失效。由污染引起的失效分为三类：

突发失效：

－出现在当一个大颗粒进入泵或阀的时候。

间歇失效：

－由于阀座上影响该阀归位的污染所致。

退化失效：

－可能是磨粒磨损、腐蚀、气蚀、混气、冲刷磨损或表面疲劳的结果。



WWW.Thydro-Drive.cn- 120 -

油液污染对泵伤害最大： 油液污染对阀伤害也大 ：

油液污染对液压系统及元件造成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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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污染的根源

新油输入时携带的污染：

－容器污染及输送管路污染(金属颗粒，橡胶颗粒，锈蚀颗粒)。
管路/元件残留的污染：

－管路及元件的残留污染，如毛刺、飞边、土、灰尘、纤维、沙子、潮气、 管子密封胶、

焊星、油漆和冲洗液。

周围坏境侵入的污染：

－周围环境的污染有侵入系统的可能，因此要严格限制污染物进入系统的通道，如油箱通

气孔、泵站的人孔盖、维修时打开的元件及油缸密封件。

内部生成污染：

－磨粒磨损

－气蚀磨损

－粘附磨损

－混气磨损

－疲劳磨损

－腐蚀磨损

－冲刷磨损

水也是造成油液污染的重要因素之一：

3.微观污染颗粒测量

发现问题很简单，但是解决起来——难！

过滤等级 —— 粒子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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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污染颗粒照片(放大 100 倍，刻度：1格=20μm)

微观颗粒大小比较：

病毒 0.003 – 0.05μm

细菌 0.3 - 20μm

烟草烟雾 0.01–1μm

血红细胞 0.5 – 1.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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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 ~ 20μm

人类头发 ~ 70μm

根据 ISO4406 标准检查显示—

即使是粒子大小=1/3x 间隙宽度导致间隙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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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液压系统清洁度简介

对于液压机器或油液润滑的机器而言，目标清洁度等级的选择和实现该目标的措施，

象泵、马达、阀或轴承的选型一样，也是系统设计的一部分。然而，有些系统设计师选择

过滤器时，他们除了阅读过滤器的样本之外，很少考虑系统的总体要求。合理地选择和布

置污染控制装置以实现目标清洁度，能够消除 80％的液压系统故障。我们承认，为了使液

压系统达到选择的清洁度要求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然而该代价能很快地通过提高系统性

能、延长元件寿命、延长油液寿命、延长工作时间和减少维修等方面而收回。

选择目标清洁度等级

——过滤油液确保在该液压系统的预期寿命期间，污染不造成任何元件失效(突发失

效、间歇失效或退化失效)

选择过滤器和合理布置过滤器以实现目标清洁度等级

——过滤器的性能

——回路动态性能

——过滤器的位置

取油样检验并确保该目标的实现。

1.液压油清洁度等级

固体颗粒污染物是指在安装调试液压系统过程中进入系统的固体颗粒。

为了保证系统和元件的寿命，必须控制进入系统的固体颗粒的尺寸和数量。

ISO 4406-1999规定了可以接受的固体颗粒污染标准 。

液压流体中颗粒的尺寸和颗粒数 量决定了液压油的清洁度等级

根据 ISO 4406-1999的规定，清洁度等级由颗粒数目来决定，如右表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清洁度每增加一个等级，颗粒数量就增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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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进入系统的小颗粒比大颗粒易于容忍。

根据 ISO 4406-1999的规定，流体的清洁度由三个代码等级来表示(注：根据 ISO
4406-1991，流体的清洁度由两个代码等级来表示)。

每个代码等级描述了给定尺寸的颗粒数量，例如清洁度等级 22/18/13的含义如下：

——22是指颗粒尺寸大于 4μm的污染物颗粒数目等级，也就是说颗粒数在 20,000
个至 40，000之间。

——18是指颗粒尺寸大于 6μm的污染物颗粒数目等级，也就是说颗粒数在 1,300个
至 2,500之间。

——13是指颗粒尺寸大于 14μm的污染物颗粒数目等级，也就是说颗粒数在 40个至

80之间。

2.液压系统中各种液压元件的过滤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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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清洁度等级

(ISO 4406-1999) 图表中曲线

带有常开中位的转向元件 22/20/17 A

摆线马达 22/20/16 B

带有 LS和常闭中位的转向元件
21/19/16 C

比例阀

轴向，径向柱塞泵和马达
22/18/13 D

齿轮泵和齿轮马达

插装阀和电液阀 18/16/13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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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定目标清洁度等级

针对系统中的最敏感元件确定推荐清洁度。

针对油液类型调整代号。

针对增加对系统元件的应力的外部因素来调整代号。

4.实现目标清洁度等级

而液压系统保持清洁度的方法：——用干净的油液/添加合适的过滤器。

 机器初次启动时

的最低清洁度等

级为 25/22/16。超

出该等级将导致

机器毁坏。

 更换或增加液压

油时最低的清洁

度等级为

23/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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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过滤精度：

——由过滤器制造商指明的一个随意的微米值。

绝对过滤精度：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将会穿过过滤器的最大颗粒的直径。它是滤芯中最大微孔尺

寸的一种指示。

过滤比βn：

——被试过滤器上游大于给定尺寸的颗粒数与被试过滤器下游相同尺寸的颗粒数的

比值。

β值和相应的效率

β值 效率

1 0％

2 50.00％

5 80.00%

10 90.00%

20 95.00%

75 98.70%

100 99.00%

200 99.50%

1,000 99.90%

5,000 99.98%

1 液压油的使用及管理

1．若工作介质为液压油，建议使用 46 号抗磨液压油。若工作介质为阻燃液压油，建议使

用水-乙二醇。

2．禁止使用与图纸不符的工作介质，禁止混合使用新旧液压油或与润滑油。

3．保持液压油的清洁度符合技术要求规定的范围内。

4．及时发现和更换已氧化的或乳化的液压油。一般使用寿命为 12-18 个月。

5．液压油必需经过过滤后方可加入系统，并从空滤器处加入，以免混入水或其它杂质。

6．油位下降过大，会引起设备损坏或故障，应将油箱中的油量维持在最大和最小之间。

7．由于液压油有着火的危险，在设备周围禁止焊接或使用明火，或在防护下焊接，以免

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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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过滤器的选择、使用及维护

国产过滤器的过滤精度：

指滤芯能滤除最小杂质颗粒的大小，以直径 d作为公称尺寸μm表示。按精度可分为：粗

过滤器(d＜100)、普通过滤器(d＜20)、精过滤器(d＜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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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在液压系统上的设置：

液压系统－开式回路

过滤器在液压系统中的布置按它们所实现的三个主要功能来分类：

防止侵入：

——油箱封闭；

——空滤器；

——油液进入系统前要经过高效过滤器。

保持系统清洁度：

——在回路中有三个布置污染控制过滤器的部位，即压力管、回油管或循环回路。

元件隔离：

——保护高成本元件；

——保护安全功能；

——防止高成本停工时间；

——保护敏感元件，如伺服阀、比例阀。

液压系统－闭式回路

对于闭式回路，通常是在补油油路的压力侧布置一个高效过滤器从而保持系统所需的

清洁度。但是，对于在或接近其最高工作压力的静压传动系，推荐使用带逆流阀的环路内

过滤器。这种过滤器还能在泵失效的场合保护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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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系统－神琦 HST 回路要求

10μm

#10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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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元件

类型

各种类型

液压泵

一般液压

阀
伺服阀

比例控制

阀
液压马达 液压缸

摆动液压

缸
蓄能器

滤油器

（壳体）

优等品 16/13 16/13 13/10 14/11 16/13 16/13 17/14 16/13 15/12

一等品 18/15 18/15 14/11 15/12 18/15 18/15 19/16 18/15 16/13

合格品 19/16 19/16 15/12 16/13 19/16 19/16 20/17 19/16 17/14

对要求达到 NAS10 级的液压系统，可以选用精度 20μm 的滤芯。
对要求达到 NAS8 级的液压系统，可以选用精度 10μm 的滤芯。
对要求达到 NAS7 级的液压系统，可以选用精度 3～5μm 的滤芯。
对要求达到 NAS6 级的液压系统，可以选用精度 1～3μm 的滤芯。

滤油器的使用及维护：

对于新设备，首次运行 3个月后，在过滤器没

有堵塞报警的情况下，应强制换滤芯一次。间隔 6
个月后，再强制换滤芯一次，以后每年更换一次。

如有堵塞报警，则必须立即更换滤芯。

对大修设备，在管路维修特别是使用焊接工具

后，要把比例阀等关键元件拆下，对管路进行循环

冲洗，然后，要对主要过滤器进行检查，同时对油

液清洁度进行检查，确认没有污染物后才可以重新

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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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油器安装注意事项：一般滤油器只能单向使用，即进、出口不可互换。

滤油器的使用注意事项：

1.必须一直检查滤油器的堵塞，一旦发现堵塞，应及时清洗或更换。

2.检查滤油器发讯装置的完好。

（三）液压系统使用操作维护原则

液压站操作调节——看操作手册和原理图。

液压元件调整和维修——看元件样本。

液压设备巡检——油位、压力、温度、污染表，冷却水。

立即更换的元件——过滤器中已经堵塞的滤芯。

有危险后果的元件——蓄能器。

不应乱动的元件——回路维修用截止阀。

经常要更换的元件——密封圈、胶管。

不需要调节的元件——泵、比例阀、冷却器。

定期清洁和更换的元件——油液、滤芯。

需要调节的元件——液压阀。

千万不要忘记——保证油液清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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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公司名称：宁波市江东天汇机电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10 号馆 7C17 室

电话： 0086-0574-87991326 0574-87991327 0574-88361719

传真： 0086-0574-87991337

联系人：黄强

手机: + 86-13586516658

E-MAIL: huangqiang@nbthjd.cn

陈艳丽

+ 86-13819801018

13819801018@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