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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机械用液压电磁换向阀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收获机械用液压电磁换向阀（以下简称液压电磁换向阀）的型号、基本参数和标志、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包装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矿物油型液压油或性能相当的其他液体为工作介质，采用湿式电磁铁的插装式电磁换

向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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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86.1 流体传动系统及元件图形符号和回路图第一部分：用于常规用途和数据处理的图形符号 

GB/T2346 流体传动系统及元件公称压力系列 

GB/T2514 液压传动四油口方向控制阀安装面 

GB/T7935  液压元件通用技术条件 

GB/T 1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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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 

GB/T 17489  液压颗粒污染分析从工作系统管路中提取液样 

JB/T 2184  液压元件型号编制方法 

JB/T 7858  液压元件清洁度评定方法及液压元件清洁度指标 

JB/T10365 液压电磁换向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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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载压力 over load pressure 

工作油口（A、B 口）过载阀调定压力。 

 

https://www.so.com/link?m=a1tXpJlv%2FgugVJDPfXKOVfZ0DsfhrVIqgvqIhk6CwTM2w8K7XH%2BxL7AXFtCQXn3ja1SQNmmnbGrZ3t9FixJJk0BfXxqhnGYFQL3VgUjTA6%2B92c4I6gLvvKnCyJ%2B5WRsGpIugL1Oo9sL4RyORfVeVcFF8ndHS0GHC2WuFO9A%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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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称流量 nominal flow 

装置按基本参数所确定的名义流量。 

3.4 

试验流量 test flow 

测试液压电磁换向阀性能时规定的流量。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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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的流量。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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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M----质量；L----长度；T----时间；θ ----温度 注2：括号内为使用单位。 

5基本参数和标记 

5.1  基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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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电磁换向阀的基本参数应包括： 

——公称压力； 

——公称流量； 

——公称通径。 

5.2  标记 

应在液压电磁换向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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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一般要求 

液压电龙头换向阀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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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连接油口的形式和尺寸应符合 GB/T 2878 的规定。 

6.1.3  电龙头换向阀的滑阀机能应符合图纸要求。 

6.1.4  其他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7935 中 4.10 的规定。 

6.1.5  产品样本及相关资料中说明产品适用的条件和环境要求。 

6.2  性能要求 

6.2.1  换向性能 

在额定工况下，电磁换向阀的换向和复位动作应灵活、顺畅，无卡阻和滞后现象。 

6.2.2  压力损失 

电磁换向阀的压力损失应符合技术协议规定。 

6.2.3  内泄流量 

液压电磁换向阀的中立位置（油口无锁）内泄漏量不应大于表 2 规定，中立位置（油口带液压锁）内

泄量不应大于表 3 规定，换向位置内泄漏量不应大于表 4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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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中立位置内泄漏量指标 

公称压力，

MPa 

系列 

DCF50 PDCF50 4WE6 4WE10 

内泄漏量, mL/min（负载在 10MPa） 

16 10 7 90 150 

20 - 10 105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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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中立位置带锁内泄漏量指标 

公称压力，

MPa 

系列 

DCF50 PDCF50 4WE6 4WE10 

内泄漏量, mL/min（负载在 10MPa） 

16～20 - 0.2 - - 

表 4换向位置内泄漏量指标 

公称压力，

MPa 

系列 

DCF50 PDCF50 4WE6 4WE10 

内泄漏量， mL/min 

16 25 25 140 280 

20 40 40 250 320 

 

6.2.4  响应时间 

电磁换向阀的响应时间应符合技术协议规定。 

6.2.5  密封性能 

在额定工况下，电磁换向阀不应有外渗漏 

6.2.6  耐压性 

电磁换向阀各承压油口应能承受该油口最高工作压力的 1.5 倍压力，不应有外渗漏及 零件损坏等现象。 

6.2.7  耐久性 

在额定工况下，电磁换向阀应能承受 50 万次的动作次数，其零件不应有异常磨损和 其他形式的损坏，

各项性能指标下降不应超过规定值的 10%。 

6.2.8  安全阀性能 

6.2.8.1 在额定工况下，安全阀各项性能应符合表 5规定 

表 5安全阀性能指标 

安全阀性能 公称压力，MPa 

16 20 

开启压力，MPa ≥14.4 ≥18.0 

闭合压力，MPa ≥13.6 ≥17.0 

压力振摆，MPa ±0.5 ±0.6 

压力超调率，% ≤25 

瞬态恢复时间，s ≤0.2 ≤0.22 

溢流量，L/min ≤2.5%qv  

注 1：溢流量 2.5%qv是指安全阀单独试验时的指标，如与液压电磁换向阀组合在一起试验，则溢流量应加

上换向位置的内泄漏量。 

注 2：过载阀在试验时，其性能指标可参照安全阀的性能指标。 

6.2.8.2 压力超调率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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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00%

D

p
p

p


  

 

式中： 

Dp
—调定压力（此处指被试阀的公称压力）； 

1p —压力超调量。 

6.2.9  背压性能 

电磁阀的回油口保持1.5MPa的背压值，应能保压3min，各处没有外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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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规定当用户有更高要求时，应与制造商协商。 

表 6内部清洁度指标 

7试验方法 

7.1  试验装置 

7.1.1  试验回路 

7.1.1.1 除耐压试验外，出厂试验台和型式试验台的试验回路应符合下图（B.1）的要 求。耐压试验台的试

验回路可以简化。 

公称通径，mm 清洁度指标，mg 备注 

8 ≤25+12×N N 为液压电磁换向阀联数 

10 ≤25+14×N 

12 ≤28+15×N 

15 ≤30+16×N 

20 ≤33+22×N 

25 ≤50+31×N 

32 ≤67+47×N 

除公称通径8、12外，其他公称通径内部清洁度指标均与JB/T7858-2006的规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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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2 与被 试阀连接的管道和管接头的内径应与被 试阀的实际通径相一致。 

7.1.1.3 允许在给定的基本回路中增设压力、流量或保证试验系统安全工作的元件，但不影响到被试新华区

的性能。 

7.1.2  试验油源 

7.1.2.1 试验台油源的流量应能调节，并应大于被试阀的试验流量。 

7.1.2.2 性能测试时，试验装置的油源压力应能短时间超过被试阀额定压力的 20%~30%； 耐压试验时，试

验装置油源压力应不低于被试阀额定压力的 1.5 倍。 

7.1.3 测压点 

应按以下要求设置测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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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测压点应设置在扰动源（如阀、弯头等）和被试阀之间，与扰动源的距离不 小于 10d(d 为管道内

径)，与被试阀的距离尽量接近 10d 处； 

b) 按 C 级测量准确度测试时，允许测压点的位置与上述要求不符，但应给出相 应修正值。 

7.1.4 测压孔 

测压孔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测压孔直径应不小于 1mm，不大于 6mm； 

b) 测压孔长度应不小于测压孔直径的 2 倍； 

c) 测压孔轴线与管道轴线垂直，管道内表面与测压孔的交角处应保持锐边，不应有毛刺； 

d) 测压点与测量仪表之间的连接管道的内径不小于 3mm，并应排除连接管道中的空气。 

7.1.5 测温点 

测温点应设置在被试阀进口测压点上游不大于 15d 处。 

7.1.6 油液取样点 

应按照 GB/T 17489 的规定，在试验回路中设置有也取样点及提取液样。 

7.1.7 安全防护 

试验台的设计、制造以及试验过程应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人员和设备的安 

7.2  试验条件 

7.2.1 试验介质 

7.2.1.1  试验介质应为被试阀适用的工作介质。 

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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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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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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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  稳态工况 

7.2.2.1  各被测参量平均显示值的变化范围符合表 2 的规定时为稳态工况。应在稳态工 况下测量每个设

定点的各个参量。 

7.2.2.2  型式试验时，试验参量测量读数数目的选择和所取读数的分布情况应能反应被 试阀在整个范围

内的性能。 

7.2.2.3 为了保证试验结果的重复性，试验参量应在规定的时间间隔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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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被测参量平均显示值得允许变化范围 

 

 

被测参量 

各测量准确度等级对应的被测参量平均显示值的允许变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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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10 ±15 

注：测量准确度等级见7.2.5 

7.2.3  稳态工况 

7.2.3.1 从被试阀输出侧到加载阀所组成的油路（包括连接管路和油路块）容积，在瞬 态试验起始状态应

是封闭容器，并在试验前使这封闭容积充满油液。在试验报告中应记录 这封闭容积的大小以及容腔和管道

材料。 

7.2.3.2 被试阀的电磁铁应在零电压开始激磁。 

7.2.4  试验流量 

7.2.4.1 试验流量应为额定流量。 

7.2.4.2 出厂试验允许降流量进行，但应对性能指标给出相应修正值。 

7.2.4.3 型式试验时鼓励试验流量大于额定流量，以记录被试阀在最大流量下的工作能力。 

7.3.5  测量系统准确度 

测量准确度等级按 GB/T7935—2005 中 5.1 的规定。型式试验不应低于 B 级，出厂试验不应低于 C 级。

各测量准确度等级对应的测量系统的允许误差应符合表 8 的规定。 

表 8 测量系统的允许系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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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 被试阀的电磁铁电压 

出厂试验时，被试阀电磁铁的工作电压应为其额定电压的 85%。 型式试验时，应在电磁铁的额定电压

下，对电磁铁进行连续激磁至其规定的最高稳定 

温度。之后将电磁铁电压降至其额定电压的 85%（瞬态试验，电磁铁的工作电压应为其额 定电压），

再对被试阀进行试验。 

7.3  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 

7.3.1  试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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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试验项目与试验方法按表 9 规定。 

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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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压性 

各泄油口与油箱连通。调节溢流阀2，调节压力从最低工作压力开始， 以

每秒2%的速率递增，直至被试阀4 额定压力的1.5 倍。达到后，保压 5min 

 

抽试 

 

2 

 

滑阀机能 

按照被试阀4 的机能，依次换向和复位。同时，观察被试阀4 各油口的 通

油情况 

 

必试 

 

 

 

 

 

3 

 

 

 

 

 

换向性能 

（1）换向试验 

使被试阀4 的电磁铁满足7.2.6 的规定。调节溢流阀2 ，使被试阀4 的P 油

口压力为额定压力，使通过被试阀4 的流量为试验流量。在上述试验条件

下，将被试阀4 的电磁铁通电和断电，连续动作5次以上，观察被试阀4 的

换向和复位情况 

 

 

 

必试 

（2）停留实验 

在换向试验的条件下，使被试阀4 的阀芯在初始位置和换向位置上各停 

留1 min，然后，将被试阀4的电磁铁通电和断电，观察被试阀4的换向 和

复位情况 

 

 

抽试 

 

 

 

 

4 

 

 

 

 

压力损失 

将被试阀4 的阀芯置于各通油位置，并使通过被试阀4 的流量为试验流量， 

分别用压力表3-1、压力表3-2、压力表3-3、压力表3-4 测量各点的压力 PP、

PT、PA、PB，共计算压力损失： 

对二位二通被试阀：当油流方向为P→T时，压力损失为Δ PP-T=PP-PT对二位

三通被试阀：当油流方向为P→A时，压力损失为Δ PP-A=PP-PA；当 油流方

向P→B 时，压力损失为Δ PP-B=PP-PB对二位四通、三位四通被试阀：当油流

方向为P→A、B→T时，压力损失 为Δ PP-A=PP-PA、Δ PB-T=PB-PT;当油流方

向为P→B、A→T时，压力损失为 

Δ PP-B=PP-PB、Δ PA-T=PA-PT 

 

 

 

 

抽试 

 

7.4.2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项目与试验方法按表 10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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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型式试验项目与试验方法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1 

 

 

 

 

 

 

 

 

 

稳态试验 

（1） 按7.3.1 的规定，试验全部项目，并按以下方法试验和绘制特性曲线图： 

 

a)在压力损失试验时，将被试阀4的阀芯置于各通油位置，使通过被试阀4的 流

量从0 逐渐增大到试验流量，其间设定几个测量点（设定的测量点数应 足

以描出流量-压力损失曲线），分别用压力表3-1、压力表3-2、压力表3- 3、压

力表3-4 测量各设定点的压力。绘出流量-压力损失曲线 

b)在内泄漏量试验时，将被试阀4 的阀芯置于规定的测量位置，使被试阀4 的 P 

油口压力从0 逐渐增高到额定压力，其间设定几个测量点（设定的测量点 数

应足以描出压力-内泄漏量曲线），分别测量各设定点的内泄漏量。绘出 压力-

内泄漏量曲线 

（2） 工作范围试验： 

使被试阀4 的电磁铁满足7.2.6 的规定。将被试阀4 的阀芯置于某通油位置，使压力

表3-3（或压力表3-4）的指示压力为最低负载压力。然后，使通过被试阀4 的流量从

0 逐渐增大到大 于额定流量的某一最大设定流量（此最大设定流量各制造厂可根据

本厂的产品水平情况自定），其间设定几个流量点记录各流量点所对应的压力表3-1的

指示压力，绘出曲线，使压力表3-1 的指 示压力为被试阀4 的额定压力。逐渐增大通

过被试阀4 的流量，被试阀4 应均能 换向和复位。 

 

 

 

 

2 

 

瞬态试验 

a）换向时 

间试验 

b） 复位 

（对中） 

时间试 

验 

测试系统试验方法如下： 

使被试阀4 的电磁铁满足7.2.6 的规定。调节溢流阀，使被试阀4 的P 油口压力为额

定压力，使通过被试阀4 的流量为试验流量。然后，将被试阀4的电磁铁在额定电

压下通电和断电，使被试阀4换向和复位（对中）。通过 位移传感器（位移法）或压

力传感器3-3、压力传感器3-4（压力法）用记录仪记 录被试阀4 的换向和复位情

况，得出被试阀4 的换向时间、换向滞后时 间、复位时间和复位滞后时间。 

 

 

3 

 

 

耐久性试验 

调节溢流阀2，使被试阀4 的P 油口压力为额 定压力，使通过被 试阀4 的流量为试

验流量，应用换向阀耐久性试验台将被试阀4 以（20~40）次/min的频率连续换向，

记录被试阀4的动作次数，在达到耐久性指标所规定的动作次数后，检查被试阀4 的

主要零件和主要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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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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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装配和外观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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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9.2  出厂试验 

出厂检验系指产品交货前应进行的各项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与检验方法按 7.3.1 的规定，性能要求应符合 6.2 的规定，装配和外观检验按 第 8 章

的规定，质量应符合 6.3 和 6.4 的要求。 

9.3  型式试验 

型式检验系指对产品质量进行全面考核，即按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进行全面检验。凡属下 列情况之一

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研制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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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 

d)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 

型式检验项目与检验方法按 7.3.2 的规定，性能要求应符合 6.2 的规定：装配和外观 检验按第 8 章的

规定，质量应符合 6.3 和 6.4 的要求。 

9.4  抽样 

9.4.1 产品检验的抽样方案按 GB/T2828.1—2012 中第 10 章的规定。 注：此抽样方案仅适用于产品出厂

或验收的检验。 

9.4.2 出厂检验抽样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接收质量限（AQL）值：2.5； 

b) 抽样方案类型：正常检查一次抽样方案； 

c) 检查水平：一般检查水平 II；耐压性试验样本大小为 0.3%，但不应少于两台。 

9.4.3 型式检验抽样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接收质量限（AQL）值：2.5[6.5]；  

b) 抽样方案类型：正常检查一次抽样方案；  

c) 样本大小：5 台[5 台]。 

注：方括号内的数值仅适用于耐久性试验。 

9.4.4 内部清洁度检验抽样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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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质量限（AQL）值：2.5；  

抽样方案类型：正常检查一次抽样方案；  

检查水平：特殊检查水平 S-2. 

9.4.1  出厂检验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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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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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检验水平：特殊检验水平 S-2。 

9.5  判定规则 

按 GB/T2828.1—2012 中第 11 章的规定。 

10  标志和包装 

包装应符合 GB/T7935—2005 中第 6 章的规定。特殊要求可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