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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启闭系统常见故障与系统维护的探讨
曾颖委

!广州市河涌管理中心" 广东 广州!-#$"Z-#

!摘!要"!水闸液压启闭系统的机械(电气部分在维护不到位时容易发生故障"常见的故障有系统温度偏高(压力

不足(异响等& 本文以黄埔涌水闸为例"从水闸液压启闭系统和液压油的更换维护和检查等方面"探讨了预防液压

启闭系统故障(确保液压启闭系统正常运行的方法& 可供其他类似工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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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液压启闭系统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水闸工程中#

为了保证水闸液压启闭系统的正常使用和水闸的安全

运行#需对液压启闭系统进行必要的维护& 水闸液压

启闭系统中的液压油除了作为传递动力的工作介质#

还兼有润滑%防锈%冷却%冲洗污物等作用#液压启闭系

统的故障除了与机械%电气等方面有关外#还与液压油

的品质相关#液压启闭系统 %$[ Û$[的故障与液压

油有关&

本文以黄埔涌水闸为例#从水闸液压启闭系统的

维护检查和更换两个方面#探讨预防液压启闭系统故

障%确保液压启闭系统正常运行的方法&

.)液压启闭系统常见故障

&5#!液压启闭系统油温偏高

液压启闭系统温度偏高#主要出现在闸门启闭的

过程中#液压启闭系统中的液压油温升过快#单次启闭

闸门后#温升超过了正常值的 #$[以上#油温过高对

系统内的密封件%各类阀件的损伤较大& 从液压启闭

系统的角度考虑#液压油受到污染后#内含的油泥%颗

粒等杂质会加大摩擦#导致整个系统升温过快(各阀件

的内部零件磨损较大#压力弹簧损坏#导致阀件本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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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过程中出现局部温度偏高的异常现象&

&5&!液压启闭系统压力不足

液压启闭系统出现压力不足时#闸门将无法正常

启闭#其产生原因主要有液压油量不足%系统管道泄

漏%过滤器过脏局部堵塞%液压油受污染后黏性下降%

供电电压过低%液压泵电机工作不正常%阀件不正常工

作等#这些原因都有可能导致系统压力不足& 但系统

压力正常#压力表显示故障或控制系统传输显示错误#

这种情况也要考虑在内&

&5Z!液压启闭系统异响

产生液压启闭系统异响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

面#回油过滤器堵塞%管道密封不严或接头处松动%阀

件工作时出现异常%液压油不足%液压油黏性过大%液

压泵磨损或损坏%电动机磨损%配电设备接触不良%各

连接螺钉紧固不严%行程过大等&

为了更好地保证液压启闭系统的正常运行#预防

或减少液压启闭系统故障#不断加强液压启闭系统的

日常检查%定期检查和维护是非常重要的& 液压油品

质的好坏#也是影响液压启闭系统是否正常运行的重

要因素#在加强液压启闭系统检查与维护的基础上#需

确保液压油保持良好的品质& 液压油的选用%维护%更

换等是否规范#决定着液压油品质的好坏&

L)液压启闭系统的检查与维护

Z5#!日常检查

液压系统设备停运状态下#至少每周进行以下检

查& 检查液压油的油位%电机的转向%行程检测装置%

自动循环等是否正常(阀件%管道接头%液压缸无漏油(

检查液压泵%液压缸支架%液压缸等表面是否清洁%液

压泵紧固件是否松动(检查油管沟槽是否清洁%管夹有

无松脱%软管连接是否符合要求(检查电动机绝缘是否

能达标准(检查空气滤清器是否干燥"颗粒无变色$(

检查目测液压油清洁度(检查活塞杆表面保护层是否

有刮痕%剥落情况(检查液压缸支架紧固件是否松动%

液压缸内泄漏是否符合要求(检查调速阀是否处于调

定状态并锁好(检查电磁阀是否处于原始状态(检查船

闸%泄水闸d'3柜有无异常响声和损坏#显示屏上各

数据与实际是否相符#有无报警信息#各控制键是否正

常等&

液压系统启动前#除了开展停运状态下的检查工

作外#还需对以下内容做进一步的检查#确认工作电机

无反向(检查油温是否在规定范围内" LY ^)--g#不

得大于 "$g$(检查油缸活塞杆行程数据显示是否正

常(检查机组阀件是否处于调定%锁定状态#球阀开关

是否处于正确位置(检查仪表显示%行程数据是否正

常%行程开关是否正常工作(检查系统供电电压是否正

常"Z&Z "̂Y$p$#检查完后做好记录#确保检查工作已

全部完成#各部件均正常的情况下才能启动&

水闸液压系统设备运行中时#检查系统压力是否

稳定在规定范围 "船闸!Z$ #̂%$,W6#泄水闸!Z$ ^

&Z$,W6$内(检查有无异常的系统噪声"低于 U$9+0$%

振动(检查液压油温是否在范围内" LY ^)--g#最高

不得大于 "$g$(检查油缸活塞杆运行行程数据是否

同步及正确(检查整个系统%重点检查阀件%管道接头

等有无漏油(检查电机电压是否在额定电压 q-[范围

内%系统供电电压是否正常"Z&Z "̂Y$p$(检查机组阀

件工作是否正常%保护装置是否正常(检查液压缸运行

是否平稳%仪表显示%d'3指示灯是否正常#并做好检

查记录&

水闸液压系统设备运行后#需检查油箱油位是否

符合要求#管夹有无松脱#阀件%管道接头%液压缸有无

漏油#回油过滤器是否油污过脏#液压泵站紧固件是否

松动%空气滤清器是否干燥#仪表显示%活塞杆行程等

数据是否正常#机组阀件是否处于调定%锁定状态#

d'3指示灯显示是否正常%系统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油

温是否在规定范围内#并做好检查记录&

Z5&!定期检查

定期检查根据液压系统各设备的实际情况开展&

检查紧固螺钉及管接头#其中 #$,W6以上系统#每月

一次##$,W6以下系统每 Z 月一次(回油过滤器%空气

滤清器每月检查一次"报警除外$#油污过脏时更换滤

芯#空滤器颗粒变色时取出烘干%晒干或更换(大修时

检查油箱%管道%阀件(密封件根据环境温度%工作压

力%密封件质量等具体规定开展维护(一般情况下 Z ^

- 年校验一次压力表(根据使用工况规定高压软管的

更换时间#更换液压油时需同时检查高压软管的情况(

在系统出现问题时#才进行液压泵%阀件%液压缸等的

性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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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油的维护与更换

X5#!液压油的维护

运行前后均需检查液压泵站液面#液压油液面需

保持在上下液位极限位置间& 每年汛后委托专业机构

对液压油清洁度进行检测#并提交测试数据(若需补充

或更换液压油#应在补充或更换前对液压油进行检测#

合格后方可过滤加注到油箱& 平时应经常检查回油过

滤器是否有堵塞以及吸湿剂是否变质#当吸湿剂变色

后应当取出烘干%晒干或更换&

液压油第一次更换为 #5- &̂ 年#更换前进行油液

污染度检测#提前一周取样化验#数量 Z$$ -̂$$Jd\次#

取油需用专用容器#并保证不受污染#油料化验单应纳

入设备档案#更换液压启闭系统规定相同牌号的液

压油&

X5&!液压油的更换

结合黄埔涌水闸液压启闭系统全面清洗和液压油

更换的实践经验& 液压油更换的具体过程建议参考

如下!

排放旧的液压油#交予专门的油品回收公司回收

处理
(

将液压阀件交由原生产厂家进行清洗和检测
(

清洗液压油箱和油路系统
(

更换所有的加油过滤器和

回油过滤器#清洁现场
(

过滤新液压油"连续 X 次$

(

加注液压油
(

安装液压阀件%调试参数
(

闸门试运行

(

对油箱内的液压油取样检测
(

现场复原%液压启闭

系统及闸门进行正常的运行工作&

X5Z!液压油更换的注意事项

45选用的新液压油必须符合规定的牌号&

D5换油液时须将油箱内部的旧油液全部放完#并

确保油箱清洗干净&

65新油液过滤后再注入油箱#过滤精度不低于油

品洁净度分级标准 % 级#并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

95新油液加入油箱前#应把流入油箱的主回油管

拆开#用临时油桶从主回油管接油#新油进入后#将管

道及液压油缸无缸腔内的旧油置换出来&

25加油液时#须保持油桶口%油管口%滤油机进出

油管的干净整洁&

@5闸门试运行后#若油箱的油液量下降#应及时补

充#确保整个液压启闭系统充满液压油后保持在规定

液位范围内&

B5应完全清除回路里的空气&

75更换液压油时应做好设备%地面等防护#防止

造成周围环境污染&

')结)语

液压油杂质如水%空气等进入油路系统内部后#降

低了油的润滑性#水会与液压油产生一定程度的化学

反应#形成酸%胶质和油泥#导致液压油品质变差& 液

压油品质变差的过程是一个逐渐递进%量变的过程#量

变到质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个过程不容易被发觉&

当液压元件发生故障时#技术人员容易直接考虑到液

压元件本身和控制部件的原因#忽略液压油的影响#液

压油的品质变差#液压元件的运行工况就会变差#主要

体现在液压元件超负荷工作%磨损加大和变差的液压

油腐蚀%锈蚀液压元件的金属零部件两方面上#导致液

压元件受损进而发生故障#液压元件发生故障后#整个

液压启闭系统的正常工作就会受到影响& 要提高液压

启闭系统元件设备工作的稳定性#除正常的设备检查%

维护外#对液压启闭系统使用的液压油品质加强检查

和维护#确保液压油品质的质量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

素#甚至是关键性的因素&

闸门运行人员应严格按照闸门调度运行规程启闭

闸门%设备技术人员应严格按照水闸技术管理实施细

则开展液压启闭系统的维护#若发现温升过高%异响等

异常情况时马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定期开展液压启闭

系统组成%原理%维修养护技能的培训#提高闸门运行

人员%设备技术人员的专业能力(规范液压油的选用与

维护#这些方法和措施均能有效地减少液压启闭系统

发现故障的频率#提高液压启闭系统的稳定性#保证水

闸的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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