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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系统故障诊断的原则、
步骤和方法
文 / 井夫宣
【摘 要】针对现今广泛应用的液压传
动系统故障诊断的困难性，本文详细介绍了
液压系统故障诊断的原则、步骤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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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液压传动系统由于其独特的优点，即具
有广泛的工艺适应性、优良的控制性能和较
低廉的成本，在各个领域中获得愈来愈广泛
的应用。但由于客观上元、
辅件质量不稳定和
主观上使用、维护不当，液压系统属封闭的管
路循环系统，
液压系统故障隐形难以查找。设
备的液压系统一旦出现故障应尽快确定故障
原因并排除，以减小因设备停车而造成的经
济损失。在生产现场，
由于受生产计划和技术
条件的制约，要求故障诊断人员准确、简便和
高效诊断出液压设备的故障；这就要求维修
人员利用已有的信息和现场的技术条件，尽
可能减少拆装工作量，节省维修时间和费用，
用最简便的技术手段，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准确地找出故障部位和发生故障的原因并加
以修理，使系统恢复正常运行，并力求今后不
再发生同样和类似故障。
2.液压系统故障诊断的一般原则
正确分析故障是排除故障的前提，系统
故障大部分并非突然发生，发生前总有预兆，
当预兆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产生故障。引起故
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并无固定规律可寻。
统计表明，液压系统发生的故障约 90%是由
于使用管理不善所致。为了快速、准确、方便
地诊断故障，必须充分认识液压故障的特征
和规律，
这是故障诊断的基础。以下几条原则
在故障诊断中值得我们遵循：
2.1 判明液压系统的工作条件和外围环
境是否正常
需首先搞清是设备机械部分或电器控制
部分故障，还是液压系统本身的故障,同时查
清液压系统的各种条件是否符合正常运行的
要求。
2.2 进行区域判断
根据故障现象和特征来确定与该故障有
关的区域，逐步缩小发生故障的范围，检测此
区域内的元件情况，分析发生故障的原因。
2.3 掌握故障种类
根据故障最终的现象，逐步深入找出多
种直接的或间接的可能原因，为避免盲目性，
必须根据系统基本原理，进行综合分析、逻辑
判断，减少怀疑对象逐步逼近,最终找出故障
部位。
2.4 故障诊断建立在运行记录及系统参
数基础之上
建立系统运行记录，这是预防、发现和处
理故障的科学依据；建立设备运行故障分析
表，它是使用经验的高度概括总结，有助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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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现象迅速做出判断；具备一定检测手段，
可对故障做出准确的定量分析。
2.5 先易后难的原则
验证可能发生故障的原因时，一般从最可能
的故障原因或最易检验的位置开始查找，这
样可减少装拆工作量,加快速度,提高工作效
率。
3.基本步骤
每次排除液压系统故障时，都必须有以
下四个步骤的准备工作。
3.1 仔细研究图纸：
每次在到工作地点前，必须抽出时间详
细研究复习液压系统回路图，考虑每一个元
件的性能与作用, 列出可能出现故障的元件,
进行逐个分析,充分利用判断力,重点注意对
故障有重大影响的元件,根据先易后难得原则
进行检查,列出重点检查部位。除非你已经把
工作的系统中的液压线路图记牢。了解所画
的每个基本回路中各种液压油缸及液压马达
的功能和组件。与此同时，看电路图会很有帮
助。在你努力工作的同时，通常会有人提出困
扰你的问题。彻底的研究图纸将增强你的自
信。
3.2 带着图纸到现场
带着所研究的图纸去现场。如果你必须
沿工作路线安装某一组件，图纸是很有帮助
的。如果能获得表示各种管道和组件的装配
图，也应将它们带到工作地点。仅有液压原理
图是不够的，因为有许多组件安装在结构的
上面、下面后边上，因此装配图也很有帮助。
3.3 询问操作工
让操作工描述系统好像出错的环节。如
果系统有许多基本回路而只有一个故障，应
将精力集中在这个基本回路上。如果所有的
基本回路都出了故障，要求将精力集中在其
它的区域。工作是否正常,液压系统是否有异
常现象;更换液压油时,滤网是否清洁;发生故
障之前压力调节阀、速度调节阀等是否调节
过，有那些不正常的现象；发生故障前对密封
件是否更换过；过去经常出现过那些故障，是
怎样排除的，那些人员对故障原因和排除方
法比较清楚等等。
3.4 测试系统
自己亲自运行系统以便看到表面的故
障。首先确定你自己能安全操作系统并检查
出发生故障的原因。观察所发生过和未发生
的一切。你可以不用依赖别人的意见来做，但
应该特别注意操作工所提到的现象。你要判
断问题是否存在普遍性，例如油泵出错而引
起，或在一个具体的基本回路。将错误发生限
定在这两个基本区域，用一般故障和基本回
路故障来取代。一般故障一般发生在液压泵
站的直接区域，包括油箱、泵、油箱的其它所

亓晓涛

有区域马达和溢流阀，所有在油箱区域以外
的部件。基本回路故障一般发生在除了包括
方向控制阀、执行元件以及其它各式各样的
相关联的部件。考虑一个复杂的执行元件回
路弄清这种区分。例如如果某一执行元件出
故障，而其余执行元件正常工作，这是一个基
本回路故障；如果均不工作（作为一个泵出故
障的例子，在油箱区域内），这是一个一般故
障。
4.故障诊断的方法
4.1 逻辑分析逐步逼近断法
此法的基本思路是综合分析、条件判断。
即维修人员通过观察、听、触摸和简单的测试
以及对液压系统的理解，凭经验来判断故障
发生的原因。当液压系统出现故障时，
故障根
将可能
源有许多种可能。采用逻辑代数方法，
故障原因列表，然后根据先易后难原则逐一
进行逻辑判断，逐项逼近，最终找出故障原因
和引起故障的具体条件。
此法在故障诊断过程中要求维修人员具
有液压系统基础知识和较强的分析能力，方
可保证诊断的效率和准确性。但诊断过程较
繁琐，须经过大量的检查和装拆，验证工作，
而且只能是定性地分析，诊断的故障原因不
够准确。
4.2 截堵法
把其中的一部分元件用管线截堵起来，
检测一系列参数，快速、准确的确定出故障的
部位，及时将故障排除，此方法比较直观。但
是此方法使用起来比较麻烦，拆装工作量大，
特别是同一故障涉及的元件较多时，故障的
判断就更加麻烦。
4.3 方框图分析法
把故障发生的各种原因都用方框列出，
现以一个实例来说明这种方法。在我车间发
生的油箱油温过高,按照方框图顺着箭头方向
来查找故障,结果发现一次是由于溢流阀的故
障,更换溢流阀后，油温恢复正常；另一次是由
于冷却器的水垢积累太多后把通水管堵塞所
致,用物理 -- 化学方法清除后，油温恢复正常。
可见这种方法简单可行。
4.4 参数测量法
一个液压系统工作是否正常，关键取决
于两个主要工作参数即压力和流量是否处于
正常的工作状态，以及系统温度和执行器速
度等参数的正常与否。任何液压系统工作正
常时，系统参数都工作在设计和设定值附近，
工作中如果这些参数偏离了预定值，则系统
就会出现故障或有可能出现故障。即液压系
统产生故障的实质就是系统工作参数的异常
变化。因此当液压系统发生故障时，必然是系
统中某个元件或某些元件有故障，进一步可
断定回路中某一点或某几点的参数已偏离了

T
预定值。这说明如果液压回路中某点的工作
参数不正常，则系统已发生了故障或可能发
生了故障，需维修人员马上进行处理。这样在
参数测量的基础上，再结合逻辑分析法，即可
准确地找出故障所在。参数测量法不仅
快速、
可以诊断系统故障，而且还能预报可能发生
的故障，并且这种预报和诊断都是定量的，大
大提高了诊断的速度和准确性。这种检测为
直接测量，检测速度快，误差小，应用简单的
检测设备，便于在生产现场使用。测量时，既
不需停机，又不损坏液压系统，几乎可以对系
统中任何部位进行检测，不但可诊断已有故
障，
而且可进行在线监测、预报潜在故障。
4.5 铁谱诊断
从油液中分离出来的各种磨粒的数量、形状、
尺寸、成分以及分布规律等情况，及时、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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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表冷器在冬季冻裂，在加热工况下，新风

地判断出系统中元件的磨损部位、形式、程度
等。而且可对液压油进行定量的污染分析和
评价，做到在线检测和故障预防。
4.6 基于人工智能的专家诊断系断
它通过计算机模仿在某一领域内有经验专家
解决问题的方法。将故障现象通过人机接口
输入计算机，计算机根据输入的现象以及知
识库中的知识，可推算出引起故障的原因，然
后通过人机接口输出该原因，并提出维修方
案或预防措施。这些方法给液压系统故障诊
断带来广阔的前景，给液压系统故障诊断自
动化奠定了基础。但这些方法大都需要昂贵
的检测设备和复杂的传感控制系统和计算机
处理系统，有些方法研究起来有一定困难。目
前不适应于现场推广使用。

密闭阀的连锁。
共用新风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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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灯）、水电动阀、
加湿器电动阀、
新风电动
阀运行及故障显示（显示灯），风机故障自动停

表冷器无需工作，单靠主机表冷器加热，就完

净化系统启动时，控制启动顺序为空调机组 -

全可以达到加热要求，此时必须关闭新风表冷

新风电动密闭阀 --（新风机）-- 排风机。当三个

器进回水阀门，并排空其内的积水。

系统中有一个系统启动时，就必须启动共用新

结语：外科大楼投入运行后，空调整体运行效

风机。

访问。
果良好，接待了很多医院的参观、

②制冷工况：在夏季，由于室外温度高于
手术室内控制温度，主机表冷器处于制冷工况

机；现场控制与远控切换开关。
(4)加湿器具有运行控制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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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系统关闭时，控制启动顺序为排风机

运行，外界提供相应的冷水对空气进行降温，

（
- 新风机）-- 新风电动密闭阀 -- 空调机组。当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医疗卫生建筑专业委

机组内加热盘管做为再加热设备使用。此时

三个系统中有一个系统启动时，就必须启动共

员会 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北京：
中

新风表冷器的作用主要是降温降湿，主机表冷

用新风机。

国计划出版社，2002

器为二次加湿，最后通过机组内加热盘管加热
到送风状态点。
③整个温度控制也是通过微电脑 DDC
控制器来完成。
2.3 自控系统
手术部控制系统采用西门子公司的兰吉
尔.驷法，能和楼宇自控主控器通讯，实现显示

温度、湿度，加热、制冷工况显示，双速风
机两档速及关停机控制、显示；粗效、中效、亚
高效过滤段瘀塞、风机故障报警、风机故障自
动停机。

(2)手术室远控板：具有双速风机两档速
度及开停机，还有双速工况显示灯（各一只）、
开停机工况显示灯（各一只），故障显示灯一

制器在温湿度范围内自动调节；

及关停机控制（开关）、显示（工况显示灯）；初

3.数控程序编制技术
用数控机床加工零件时，一般采用工序
集中的原则，在一次装夹中完成粗、精加工。
粗加工去处大部分余量，精加工必须采用球
头刀具，否则在加工过程中会产生干涉，切除
已加工表面。为了提高零件加工精度，精加工

朱小旺，男，
1971 年 2 月生，大学，工学学
士⑼
（作者单位：
中南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3)空调机组控制柜：温度、湿度，加热、制
冷工况显示（DDC 控制器）；双速风机两档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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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加工曲面槽的下表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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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启森。
空气调节用制冷技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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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即手术室内部）温度、湿度；

气温度、
湿度：
洁净手术室温度设定在 22°C-25°C，洁

筑工业出版社，1987

(1)手术室显示屏显示每个手术室回风口

监控功能，
该控制系统能自动调节所处理的空

净走廊及辅房温度设定在 21°C-27°C；

陆耀庆。
供暖通风设计手册。北京：中国建

效、中效、亚高效过滤段瘀塞、风机故障报警

时，应该采用高速切削，以提高零件的表面质
代机械传动手册[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量和提高加工效率。
（第一版），
1995.
加工凸轮时，一般选择凸轮中心作为 x、
[2]袁光明，王好臣等. 端面蜗形凸轮加工
y、
z 坐标的原点。主要是考虑编程简单，工件
技术研究[J]. 现代制造工程，2004，
（2）：
41-43.
容易找正，减少定位误差等。曲面槽的起点如
作者简介：
果没有特殊要求，旋转轴的原点取任意位置。
高淑娟（1980-），女（汉族），淄博职业学院
写出程序代码，输入加工中心，即可对凸轮的
机电工程系，职务：教师，职称：助教。
曲面槽进行加工。
（作者单位：淄博职业学院）
实践证明，该方法加工的凸轮经过装配
后，传动箱能够达到相关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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