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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伺服阀进行维修、检测、调试过程中, 是否掌

握了正确的调试方法, 直接影响到修复后伺服阀的各

项技术指标的好坏。因此, 针对不同结构类型的伺服

阀, 采用相应的调试方法成了每一位伺服阀检修工作

者必须研究的一个课题。以下就力士乐及穆格双喷嘴

挡板伺服阀的调试方法作一比较, 从中不难看出掌握

正确的调试方法对伺服阀修复的重要性。

1　穆格双喷嘴挡板伺服阀

M OO G D 769 型伺服阀为力反馈2阀芯位移电反

馈的二级伺服阀, 由于采用集成电路对阀芯位移进行

控制, 因而使该阀具有无零漂特性。

1) 结构特点

(1) 力矩马达组件 (含固定的喷嘴、挡板、反馈杆、

力矩马达) 及其固定的底座相对于阀体的轴向位置可

调节。

(2) 衔铁与上下导磁体间的气隙固定, 不可调。

(3) 阀套轴向位置固定, 不可调。

( 4) 集成电路板上有零位调整及增益调整电位

器。

2) 调试方法

调试时必须在专用检测台上进行。

(1) 清洁　用符合要求的清洗液对伺服阀进行冲

洗, 确保各节流孔畅通无阻。清除力矩马达上气隙中一

切可能存在的异物或导磁物质粉末, 均匀预紧导磁体

连接螺钉。

(2) 零位调整　零位调整遵循以下步骤, 先调机

械零位, 再调电气零位, 当 2 个零位都调为 0 后, 伺服

阀才处于真正意义上的零位。

a) 机械零位调整　将力矩马达组件用螺钉适当

预紧于阀体上, 保持空载流量测试状态, 测试压力升到

7 M Pa 阀压降, 切断控制电流及集成电路±15 V 工作

电压。轻微调整力矩马达组件与阀体的相对位置 (沿阀

芯轴线方向) , 同时观察流量计的显示值, 直到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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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0。此时说明阀芯与阀套间的轴向位置已正确, 阀

芯两端压差为 0, 阀无液压信号输出, 机械零位已调

好。

b) 电气零位调整　保持空载流量测试状态, 切断

控制电流, 接通集成电路±15 V 工作电源。调节调零

电位器直到流量计输出显示为 0, 此时电气零位已调

好。

(3) 测试　伺服阀零位调好后, 对该阀的空载流

量、压力增益、内泄漏、阀芯位移反馈电压曲线进行测

试, 通过曲线可以精确地判断出该阀静态特性指标的

好坏。

3) 小结　以上调试方法均是建立在喷嘴轴向位

置未遭到破坏, 力矩马达的 4 个气隙的几何位置均正

确的情况下进行的。若喷嘴已偏离正确位置, 则需通过

专用工具调整喷嘴轴向位置。若衔铁不处于气隙中间

位置, 则可通过更换厚度不同的导磁体垫片进行调整。

调零时若只调电气零位, 或 2 个零位调节顺序搞反, 均

会使该阀阀芯位移反馈电压曲线不过坐标原点, 使该

阀在使用时出现故障。

2　力士乐双喷嘴挡板伺服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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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伺服阀为力反馈二级伺服阀。

1) 结构特点

(1) 力矩马达组件 (含挡板、反馈杆、力矩马达) 相

对于阀体的位置固定, 不可调, 喷嘴设计在阀体中。

(2) 衔铁与下导磁体的气隙固定, 不可调, 与上导

磁体的气隙可调。

(3) 阀套在阀体上的轴向位置可调。

(4) 喷嘴为螺杆式, 轴向位置可调。

2) 调试方法

调试时必须在专用检测台上进行。

(1) 清洁　调试前的准备工作与上述D 769 型伺

服阀相同, 保持空载流量测试状态, 测试压力升到 7

M Pa。

(2) 零位调整

a) 机械零位调整　 (1) 喷嘴位置调整2调整喷嘴

螺杆, 同时观察 2 个控制油口压力值, 直到该值符合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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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与判定液压缸内泄的实用方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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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压缸是轮式起重机和高空作业车等机械较为典

型的关键部件, 在试验及使用中内泄现象时有发生, 如

不及时判定排除会使整机作业不安全或不能正常使

用。以下介绍检验与判定液压缸内泄的实用方法。

1　液压缸内泄可能产生的部位

图 1 为带平衡阀和双向液压锁的液压缸原理示意

图。液压缸内泄可能产生的部位: 一是平衡阀或双向液

压锁; 二是液压缸的活塞处密封老化、破损或缸筒内壁

出现拉伤; 三是对于伸缩缸的活塞杆A、B 焊口处。这

(a)变幅缸或折臂缸　 (b)伸缩缸　 (c)垂直支腿缸

11 液压缸　21 平衡阀　31 双向液压锁

e、e’为无杆腔管接头; f、f’为有杆腔管接头; g2h 为开锁管

图 1　液压缸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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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内泄都会造成液压缸在负载作用下活塞回缩。

2　检验与判定的实用方法

211　在试验中的检验与判定方法

判定必须在液压缸及管路排气干净彻底的情况下

进行。

JB öJQ 20302- 88“中高压液压缸试验方法”中规

定: 做液压缸出厂试验必测项目之一的内泄漏时, 被试

缸的活塞分别固定在行程的两端, 调节试验台溢流阀,

使被试缸的试验腔压力为额定压力, 测量另一腔出口

处泄漏量。按 JB öJQ 20301- 88“中高压液压缸产品质

量分等规定”, 把缸径为Á 40～ Á 250 允许内漏量绘制

成曲线, 如图 2。若内泄量超出允许内泄量区域, 应及

时进行维修, 排除内泄。

21111　带平衡阀液压缸内泄的检验与判定

注: ——为规定量连线区域线; 2 2 2为圆整区域线

图 2　允许内泄量曲线

准要求, 锁紧喷嘴螺杆。(2) 取下力矩马达中的永久磁

铁, 切断控制电源, 调整阀套的轴向位置, 同时观察流

量计显示值直到该显示值为 0。此时说明阀套与阀芯

间的轴向位置已正确, 阀无液压信号输出, 机械零位已

调好。

b) 电气零位调整　保持空载流量状态不变, 切断

控制信号, 装上力矩马达的永久磁铁, 调节上导磁体螺

钉, 同时观察流量计显示值, 直到该显示值为 0。此时

阀的电气零位也调好。

(3) 测试　伺服阀零位调好后, 对该阀的空载流

量、压力增益、内泄漏曲线进行测试, 若该阀内泄漏过

大, 则需从新调整喷嘴位置, 重复以上第 (2)步骤。

3　小结

取下永久磁铁调整阀套位移, 是为了消除因固定

磁场存在, 气隙大小不等, 造成力矩马达有力矩输出这

一影响机械零位调整的因素。

通过以上比较不难看出, 伺服阀零位调整在伺服

阀检测中极为重要, 而伺服阀的机械零位调整主要包

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 阀芯、阀套相互间轴向位置

的调整、固定。 (2) 喷嘴、档板对称间隙的调整、固定。

电气零位主要调整 4 个气隙的大小或集成电路的零

位。只有做到以上几点才能确保伺服阀的机械零位与

电气零位重合, 此时检测到的各类曲线才真正代表伺

服阀的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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