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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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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合肥协力液压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常发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新研牧神科技

有限公司，山东双力现代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陶新高。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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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 液压助力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拖拉机用单双腔液压助力器（以下简称助力器）的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及包装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液压油或性能相当的其他液体为工作介质的助力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的对应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786.1 流体传动系统及元件图形符号和回路图 第 1 部分：用于常规用途和数据处理的图形符号 

GB/T 2346 流体传动系统及元件 公称压力系列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878 液压元件螺纹连接油口型式和尺寸 

GB/T 7935－2005 液压元件通用技术条件 

GB/T 14039－2002 液压传动油液固体颗粒污染等级代号 

GB/T 17446 流体传动系统及元件术语 

JB/T 7858 液压元件清洁度评定方法及液压元件清洁度指标 

3  术语与定义 

GB/T 1744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称压力 nominal pressure 

装置按基本参数所确定的名义压力。 

3.2 

公称流量 nominal flow 

装置按基本参数所确定的名义流量。 

3.3 

助力比 power than 

助力产生的压力值。 

3.4 

饱和流量 saturation flow 

装置为单执行机构时大于其执行机构公称流量的流量；为多执行机构时大于其各执行机构公称流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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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流量。 

3.5 

欠流量 unsaturated flow 

装置为单执行机构时小于其执行机构公称流量的流量；为多执行机构时小于其各执行机构公称流量之

和的流量。 

4单位与符号 

各参量的单位和符号应符合表 1 规定。 

表 1 量的单位与符号 

量的名称 符号 单位 

公称通径 D mm 

体积流量 qν  L/min 

管道内径 d mm 

压力、压差 p，Δ p MPa 

时间 t s 

油液质量密度 ρ  kg/m
3
 

运动黏度 γ  m
2
/s 

温度 θ  ℃ 

等熵体积弹性模量 KS Pa 

体积 V ml 

5基本参数和标记 

5.1  基本参数 

助力器的基本参数应包括： 

——公称压力； 

——制动主缸排出流量； 

——助力比。 

5.2  标记 

应在助力器上明显的位置做出清晰和永久的标记或铭牌。标记或铭牌的内容应符合 GB/T 7935-2005 中

6 的规定，采用的图形符号应符合 GB/T 786.1 的规定。 

6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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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一般要求 

助力器符合以下基本要求。有特殊要求的产品，由供、需双方商定。 

6.1.1  公称压力应符合 GB/T 2346 的规定。 

6.1.2  制动主缸排出流量应符合表 2 规定，特殊流量应以产品实际测试为准。 

表 2 制动主缸排出流量 

分类 单主缸 双主缸 

通径/mm 27 32 35 40 27 32 35 40 

公称容量/mL 18.8 26.5 31.7 41.4 37.6 53 63.4 82.8 

6.1.3  螺纹连接油口的型式和尺寸应符合 GB/T 2878 的规定。 

6.1.4  在产品样本中除标明技术参数外，可绘制压力损失特性曲线、内泄漏特性曲线、等参考曲线，   以

便于用户参照选用。 

6.1.5  其他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7935-2005 中 4 的规定。 

6.1.6  制造商应在产品样本及相关资料中说明产品适用的工作条件和环境要求。 

6.2  性能要求 

助力器的性能要求包括： 

——耐压性能； 

——最高供油压力； 

——换向性能； 

——内泄漏量； 

——助力比值 

——其它辅助阀性能； 

——密封性能； 

——踏板力； 

——双腔助力压力平衡阀同步性 

——高温性能； 

——耐久性能。 

6.2.1  耐压性能 

单双腔助力器应能承受其公称压力 1.5 倍的压力，不应有外泄漏、零件损坏及安全问题。 

6.2.2  最高供油压力 

单双腔助力器的最高供油压力不应该超过 2.5 MPa，制动主缸的最高压力不超过 20MPa。 

6.2.3  换向性能 

单双腔助力器换向动作 10 次以上，应操纵手感灵活，复位迅速，无卡滞。 

6.2.4  内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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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双腔液压助力器的中立位置内泄漏量不应大于表 0.2mL/min（2.5MPa 压力下测试），制动主缸内泄漏

量应为 0.01mL/min（10MPa 下测试），用户对内泄漏量有特殊要求时，其指标由用户与制造商商定。 

6.2.5  助力比值 

目前可选比值主要是 4:1,5:1，6.2:1,7.8: 

6.2.6  其他辅助阀的性能 

双腔助力器压力平衡阀的泄漏量不应大于 0.01mL（在 60bar 下测试）。 

6.2.7  密封性能 

静密封处不应渗油，动密封处不应滴油。 

6.2.8  踏板力 

单腔液压助力器的踏板力应不大于 120N,双腔液压助力器的踏板力应不大于 240N。 

6.2.9  高温性能 

a) 在 80℃±5℃油温下，各零部件连续动作应至少能保持 0.5h，丁腈橡胶材质的密封件应无老化和塑

性变形的现象产生。 

b) 在 120℃±5℃油温下，各零部件连续动作应至少能保持 0.5h，氟橡胶材质的密封件应无老化和塑性

变形的现象产生 

6.2.10  耐久性能 

单双腔液压助力器应能保证 30 万次的工作寿命，30 万次后中位内泄漏量不大于 6.2.4 规定值的 10%，

制动主缸的内泄漏不大于 6.2.4 规定值的 5% 

6.3  装配及外观要求 

6.3.1  装配应符合 GB/T 7935-2005 标准中 4.4~4.7 的规定。 

6.3.2  外观应符合 GB/T 7935-2005 标准中 4.8~4.10 的规定。 

6.3.3  内部清洁度采用“称重法”检测，其指标不应超过表 3 规定当用户有更高要求时，应与制造商协商。 

表 3内部清洁度指标 

型号 清洁指标/mg 

单腔液压助力器 42 

双腔液压助力器 78 

7试验方法 

7.1  试验装置 

7.1.1  试验系统原理图 

7.1.2  单双腔液压助力器的试验应具备符合图 A.1 所示试验系统原理图的试验台。 

7.2  试验台油源 

试验台油源的流量应能调节，其流量应大于被试助力器的公称流量。油源压力应能短时间超过公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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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的 20%~30%。 

7.2.1  压力测量点的位置 

7.2.1.1  进口测压点应设置在扰动源的下游和被试助力器上游之间。距扰动源的距离应大于 10 d ，距被

试助力器的距离为 5 d 。 

注：d 为管路通径。 

7.2.1.2  出口测压点应设置在被试助力器下游 10 d 处。 

7.2.1.3  按 C 级精度测试时，若测压点的位置与上述要求不符，应给出相应的修正值。 

7.2.2  测压孔 

7.2.2.1  测压孔直径应大于或等于 1mm，小于或等于 6mm。 

7.2.2.2  测压孔长度应大于或等于测压孔直径的 2 倍。 

7.2.2.3  测压孔轴线和管道中心线垂直。管道内表面与测压孔交角处应保持尖锐，不应有毛刺。 

7.2.2.4  测压点与测试仪器之间连接管道的内径应大于或等于 3mm。 

7.2.3 温度测量点的位置 

温度测量点应设置在被试阀进口测压点上游 15 d 处。 

7.3  试验条件 

7.3.1 试验介质 

7.3.1.1  试验介质应为被试阀适用的工作介质。 

7.3.1.2  试验介质的温度：除明确规定外，型式试验应在 50℃±2℃下进行，出厂试验应在 50℃±4℃ 下

进 行。 

7.3.1.3  试验介质的黏度：40℃时的运动黏度为 42 mm
 2

 /s ~74 mm 
2 
/s 。特殊要求应另行规定。 

7.3.1.4  试验介质的污染度：试验系统用油液的固体颗粒污染等级不应高于 GB/T14039-2002 规定的

-/19/16。 

7.3.2  试验流量 

7.3.2.1  试验流量按被试助力器的公称流量进行。 

7.3.2.2  耐久性试验的试验流量分为两种情况：当被试助力器的公称流量小于 100L/min 时，试验流量即

为其公称流量；当被试助力器的公称流量大于或等于 100L/min 时，试验流量为 100L/min。 

7.3.3  稳态工况 

被控参量的变化范围符合表 4 的规定值时为稳态工况，在稳态工况下记录试验参数的测量值。 

表 4 被控参量平均指示值允许变化范围 

测量参量 测量准确度 

A B C 

压力/% ±0.5 ±1.5 ±2.5 

流量/% ±0.5 ±1.5 ±2.5 

温度/℃ ±1.0 ±2.0 ±4.0 

黏度/% ±5 ±10 ±15 

 

7.3.4  瞬态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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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助力器和试验回路相关部分所组成油腔的表观容积刚度，应保证被试助力器进口压力变   化率在

（600～800）MPa/s 范围内。 

注：进口压力变化率系指进口压力从最终稳态压力值与起始压力值之差的 10%上升到 90%的压力变化量与相应时间之比。 

7.3.5  测量系统准确度 

测量准确度分为 A、B、C 三级。型式试验不应低于 B 级测量准确度，出厂试验不应低于 C 级测量准确

度。测量系统的允许系统误差应符合表 5 规定。 

表 5 测量系统的允许系统误差 

注：测量参量 测量准确度 

A B C 

压力 (表压力 p ＜0.2MPa)/% ±2.0 ±6.0 ±10.0 

压力 (表压力 p ≥0.2MPa)/% ±0.5 ±1.5 ±2.5 

流量/% ±0.5 ±1.5 ±2.5 

温度/℃ ±0.5 ±1.0 ±2.0 

7.4  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 

7.4.1  试验项目 

出厂试验项目与试验方法按表 6 规定。 

表 6 出厂试验项目与试验方法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试验类型 

1 制动主缸补油速率试验 
打开试验，按下制动踏板，在5次换向后，制

动主缸口应该有压力反应 
必试 

2 制动主缸保压试验 按下制动踏板，保持不动1分钟， 必试 

7.4.2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项目与试验方法按表 7 规定。 

表 7 型式试验项目与试验方法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1 高温试验 
被试助力器通过公称流量，在 80℃±5℃油温下，使滑阀以 

20~40 次/min 的频率连续换向连续动作0.5h。 

2 耐久试验 

将被试助力器以 20~40 次/min 的频率连续换向。在试验过程

中，记录被试助力器动作次数，并 在达到寿命指标所规定的换

向次数后，检查被试助力器的主要零件。 

8  装配和外观的检验方法 

装配和外观的检验方法按表 8 规定。 

表 8 装配和外观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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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装配质量 采用目测法 

2 外观质量 采用目测法，参考Q/XLYY008-2020《产品外观检验标准》 

3 内部清洁度 采用颗粒计数法时，油液取样和检测程序由制造商与用户商定 

9  检验规则 

9.1  检查分类 

单双腔液压助力器检验分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9.2  出厂试验 

9.2.1  出厂检验系指产品交货时应进行的各项检验。 

9.2.2  性能检验的项目和方法应按表 17 的规定，性能指标应符合 6.2 条的规定。 

9.2.3  装配和外观的检验方法应按表 18 的规定，性能指标应符合 6.3 条的规定。 

9.3  型式试验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 

a)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b) 正常生产时每五年进行一次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d) 性能检验的项目和方法应按表 17 的规定，性能指标应符合 6.2 条的规定。装配和外观的检验方法

应按表 18 的规定，性能指标应符合 6.3 条的规定。 

9.4  抽样 

产品检验的抽样方案按 GB/T2828.1 的规定。 

9.4.1  出厂检验抽样 

接收质量限（AQL 值）： 2.5； 

抽样方案：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 

检验水平：一般检验水平Ⅱ。 

9.4.2  型式试验抽样 

a) 接收质量限（AQL 值）： 2.5； 

b) 抽样方案：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 

c) 样本大小：5 台。 

注：耐久性试验样本大小为 2 台。 

9.4.3  内部清洁度抽样 

a) 接收质量限（AQL 值）： 2.5； 

b) 抽样方案：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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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检验水平：特殊检验水平 S-2。 

9.5  判定规则 

按 GB/T2828.1 的规定。 

10  标志和包装 

标志和包装应按 GB/T7935-2005 标准中的 4.8、4.10 及第 6 章的规定。特殊要求可另行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