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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站的调试及常见故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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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液压站的作用及液压站各部件的具体调试方法，
详细阐述了液压站在运转过程中常见故障产生的
原因，并针对故障原因提出了处理办法，
以保证液压站的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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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液压传动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新型液
压站使用了优质液压元件和先进的比例控制技术，
再加上新颖、
合理的结构设计，使液压站具有了良好
的使用性能，很高的运行可靠性和方便的维护保养
性。液压站适用于 JK 系列提升机及 2JK 系列提升
机。在使用过程中总结了一定的经验和心得供大家
借鉴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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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站的主要作用

（1）可以为盘形制动器提供流量稳定、压力可线
性调节的压力油，以便提升机获得不同的制动力矩。
（2）在事故状态下（包括全矿停电）,可以使制动
器（固定卷筒端制动器）的全部油压迅速回到零，达
到完全制动。管制动器（固定卷筒端制动器）油压迅
速降到预先调定的某一值。经电力延时到预先调定
的某一值后，制动器的全部油压迅速回到零，使制动
器达到全制动状态，即二级制动。或在紧急情况下，
使制动器的全部油压一次都回到零，使制动器达到
全制动状态，即一级制动。
（3）液压站还可以向单绳双筒提升机提供调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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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曲柄连杆机构 MATLAB/Simulink 仿真结果
3 结束语
分别绘制出点 C 加速度的水平分量和垂直分量
基于杆组法，将 MATLAB/Simulink 仿真工具应
以及构件 2 的角加速度、构件 3 的角加速度，如图 5
用于曲柄连杆机构的运动学仿真，利用其数据可视
所示。
其它运动学参数如构件 2 的角位移、角速度和
化的特点，快速、高效地获得了仿真结果，且在建模
构件 3 的角位移、
角加速度等也可同理得到[4]。
和仿真过程的直观性、易用性和变更设计参数的柔
性等方面相对传统仿真方法具有显著的优势。由于
这种运动分析方法基于 MATLAB 软件中强大的矩
阵计算功能，不仅可以得到构件位置、速度和加速度
与仿真时间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得到任意参数间的
相互关系，为研究曲柄连杆机构动力性能提供了必
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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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合器所需的压力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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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站的调试

（1）清洗油箱，可用面粉和好后，把脏物粘掉。管
路焊完后必须用 20％盐酸溶液洗涤，然后用 3％石
灰水冲洗，最后用清水洗净，干燥后立即涂上机油。
（2）用虑油车将油箱加油到规定的液位范围内。
加入的油液清洁度应符合 NAS1638-11 级油液清
洁度标准。
（3）为了更好的试验液压站的各种性能，其中包
括参油现象。
液压站应在 12 MPa 工作压力的条件下
进行耐压试验。
（4）液压站调压装置的调整。
①液压站调压部分是由比例溢流阀和比例放大
器（置于电控柜内）组成的。其中比例溢流阀是不可
调元件，液压站调压部分的调试完全靠调整比例放
大器来进行。
②首先关闭通向制动器和离合器油缸供油管路
上高压球阀，拧紧直动溢流阀的调节手柄，将调压工
作手柄置于零位，当确认操作柜上输入电压表读数
为零时，启动油泵电机组。然后调整比例放大器测侧
面的 R1 螺钉（电磁铁电流最小值调整钮），直至液
压站压力表有微小压力显示为止（该压力就是液压
站的残压值，应≤0.5 MPa）。接着将调压工作手柄置
于最大值位，调整比例放大器下面的 R2 螺钮（电磁
铁电流最大值调整钮）直至液压站压力表显示值达到
液压站工作压力值为止（约为 12 MPa）。至此液压站
调压部分调试完毕。打开各液压管路上的高压阀，液
压站就可以进入工作状态了。
③有规律地改变调压工作手柄的转动角度，改
变比例调压阀电磁铁的电流大小，可以得到油压的
有规律变化。
同时还应观察油压波动情况，在以上这
些特性均能满足使用要求的条件下，则可以进行另
一套调压装置的调试。
（5）安全制动部分调试
①电磁铁 G3，G4，G5 通电，压力油进入制动器
油缸，
观察压力表是否达到 12 MPa,各阀是否有渗漏
现象，
并观察盘形制动器动作情况。调节减压阀和溢
流阀，使蓄能器的油压 P1 级达到实际使用的油压
值，并在这一油压值下，执行安全制动动作，实现二
级制动状态（二级制动的延时时间由电控柜内的时
间继电器调节）。
②对双筒提升机还要作调绳离合器调试。电磁
阀用于调绳工作位置调节，电磁铁 G2，G7 通电，主
油路和离开腔相通，离合器打开。电磁铁 G1，G7 通
电，主油路和上腔相通，离合器合上，G1，G2，
G7 断
电，调绳完毕，电磁阀阀芯处于零位。调绳完毕将电
气转换开关扳倒原来正常工作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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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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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油泵启动以后，经过 1 min~1.5 min，反复转
动调压工作手柄后压力表指示仍为零。原因可能是
油温太低或电机反转导致油泵吸不上油。处理方
法:立即打开电加热器将油温加热到 15℃以上或改
正电机转向为右旋。
（2）油泵运转正常，比例调压阀输入电压正常，
但油压不上，或者液压站在正常工作时油压忽高忽
低不稳定或突然下降到零。其原因使比例调压阀电
磁铁排气不充分或阀芯被污染卡死。处理方法:打开
比例调压阀电磁铁排气螺钉充分排气，清洗阀芯内
的污染。
（3）在长期使用中液压站最高工作油压逐渐下
降，直至松不开闸。其原因是电磁铁换向阀 17.1~
17.4/24 或比例调压阀的阀芯因为长期使用磨损严
重所至。也可能是比例放大器元件老化所至。应更换
新的元件。
（4）工作油压正常，但松不开闸。其原因是电磁
铁换向阀 17.1~17.4/24 所需的电压过低或过高或阀
芯被污染卡死或电控柜内的电器故障导致电磁换向
阀 17.1~17.4/24 无法换向所至。处理方法：检查电气
线路及电磁换向阀线圈及清洗电磁换向阀。
（5）工作油压升高到某一值时，油压表出现高频
振动，影响提升机正常工作，可能是如下原因:
①因为比例调压阀在液压站中是一个柔性控制
元件，由于其主阀芯经常工作在动平衡状态，所以它
有自己的自振频率。当油泵油压的脉动频率（与电源
压力的高低有关） 与它的自振频率相等或相近时，
液压站的工作压力会产生高频振动。
②比例调压阀的电磁铁排气不充分，油液没有
充满调压阀电磁铁，使调压阀电磁铁失去了抑震作
用。这样在油泵脉动油压的作用下，液压站极易出现
高频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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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液压站从原理与结构来讲都是安全可靠的，但
由于使用维护不当就会出一些故障。每个作业班都
需检查各电磁换向阀换向是否灵活，可用螺丝刀推
动换向阀的推杆，要求动作灵活，若有卡死现象，得
马上打开电磁阀清洗，再装配时，必须注意阀芯方向
不得搞错，还应定期检查各阀安装螺钉松动情况。
液压站在正常工作过程中，为了确保事故状态
时能安全制动，要求每隔半个月人为进行二级制动
试验（此时提升机不必开动），用秒表计算电磁阀延
时换向时间，验算二级制动延时时间是否符合要求，
各阀动作是否灵活，若有异常现象，需立即排除，还
要求在值班记录本上记录试验结果。
（责任编辑

王秀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