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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液压系统的电磁设备，

该电磁设备尤其用于机动车的自动变速器，该电

磁设备具有能与液压系统的液压管路以流动技

术连接的、被填充有液压介质的衔铁腔，在该衔

铁腔中以可调节行程的方式(h2 )支承有衔铁

(11)，该衔铁具有闭锁体，该衔铁将衔铁腔分成

面对流动通道的、通道侧的腔(37)和背离所述流

动通道的内腔(39)，其中，在衔铁的行程运动中

置换液压油，在置换液压油时液压介质的调节体

积从通道侧的腔溢流到内腔中。根据本发明，通

向衔铁腔的通道侧的腔或内腔的液压管路(47，

53，55)具有至少一个、优选设计为永磁铁的污物

收集元件(67)，该污物收集元件截留液压介质中

的污物，所述污物在置换液压油时流过液压管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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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液压系统的电磁阀，该电磁阀具有能与液压系统的液压管路以流动技术连

接的、以液压介质填充的衔铁腔(15)，在该衔铁腔中以可调节行程的方式(h1，h2)支承有衔

铁(11)，该衔铁具有闭锁体(13)，该衔铁(11)将衔铁腔(15)分成面对流动通道(27，33)的、

通道侧的腔(37)和背离所述流动通道的内腔(39)，其中，在衔铁(11)的行程运动(h1，h2)中

置换液压油，在置换液压油时液压介质的调节体积从通道侧的腔(37)溢流到内腔(39)中，

其中，通向衔铁腔(15)的通道侧的腔(37)或内腔(39)的液压管路(47，53，63，65，51，55)具

有至少一个设计为永磁铁的污物收集元件(67)，该污物收集元件截留液压介质中的污物，

所述污物在置换液压油时流过液压管路(47，53，63，65，51，55)，其特征在于，污物收集元件

(67)是在液压管路(47，53，65)的内壁上形成的污物收集轮廓，该污物收集轮廓具有凸出部

(69)和凹进部(7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磁阀，其特征在于，凹进部(71)的底部(73)设计为磁性的。

3.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电磁阀，其特征在于，为了提供溢流到内腔(39)

中的液压介质的调节体积，电磁阀(1)具有液压介质储存容器(55)，其液压介质与液压管路

(29，31)中的液压介质相比具有较高的清洁度，液压介质储存容器与通道侧的腔(37)以流

动技术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磁阀，其特征在于，借助于闭锁体(13)控制在通向电磁阀

(1)的工作接口(A)的分管道(29)与通向油池侧的油箱接口(T)的分管道(31)之间的流动通

道(33)。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磁阀，其特征在于，电磁阀(1)具有流动中断装置(57)，该流

动中断装置在从通道侧的腔(37)向内腔(39)中置换液压油时阻止被污染的液压介质从油

池(5)回流到油箱接口(T)中或通道侧的腔(37)中。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磁阀，其特征在于，为了形成流动中断装置(57)，通向油池

侧的油箱接口(T)的分管道(31)在沿设备高度方向(z)的高度走向上向上延伸，和/或油池

侧的油箱接口(T)在大地测量学方面以高度偏移量(Δz)布置在油池(5)上方，和/或油箱接

口(T)在中间连接通风自由空间(59)的情况下与油池(5)流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电磁阀，其特征在于，衔铁(11)的闭锁体(13)被可调节地

在液压空间中引导，具体在液压空间与闭锁体(13)之间形成提供了支承间隙的阀缝隙(45，

49)的情况下，液压空间通过液压管路与液压介质储存容器连接，使得被缝隙式过滤的液压

介质通过阀缝隙(45，49)泄漏到液压空间中，被缝隙式过滤的液压介质能填充到液压介质

储存容器(55)中。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电磁阀，其特征在于，液压介质储存容器(55)在液压空间(25)

和/或排出管道(51)的横截面扩大的情况下形成，和/或液压空间(25)和/或排出管道(51)

通过连接管道(65)与通道侧的腔(37)或内腔(39)连接，通过连接管道(65)在置换液压油时

至少部分地引导液压介质的调节体积，污物收集元件(67)被分配给连接管道(65)。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电磁阀，其特征在于，衔铁腔(15)的通道侧的腔(37)通过

阀壳体壁(41)与液压管路(31)分开，阀壳体壁(41)具有支承件开口(43)，通过该支承件开

口在形成提供了支承间隙的阀缝隙(45)的情况下引导闭锁体(13)，或通道侧的腔(37)借助

于连接管道(47)与液压管路(31)连接，通过连接管道(47)在置换液压油时至少部分地引导

液压介质的调节体积，污物收集元件(67)被分配给连接管道(47)。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6537010 B

2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电磁阀，其特征在于，衔铁(11)的闭锁体(13)是能轴向移

动的、至少具有第一环形凸台(19)和/或第二环形凸台(21)的活塞，第二环形凸台(21)的控

制棱边根据活塞(13)的轴向位置开启或封闭压力源(3)的压力接口(P)与工作接口(A)之间

的流动通道(27)，第一环形凸台(19)的控制棱边开启或封闭油箱接口(T)与工作接口(A)之

间的流动通道(27)。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磁阀，其特征在于，该电磁阀用于机动车的自动变速器。

12.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磁阀，其特征在于，用被缝隙式过滤的液压介质至少部分

地填充液压介质储存容器(55)。

13.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磁阀，其特征在于，在通向油池侧的油箱接口(T)的分管道

(31)的横截面扩大的情况下形成液压介质储存容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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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液压系统的电磁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液压系统的电磁设备/电磁体。

背景技术

[0002] 电磁设备例如被用于保持装置或电磁阀。该电磁阀例如可以作为压力调节阀、先

导控制阀、体积控制阀或切换阀在机动车的自动变速器的液压系统中工作，以便例如操控

变速器部件、例如离合器或执行器以用于挂挡。

[0003] 由DE  41  33  536  A1已知了一种此类的电磁阀，该电磁阀具有能与液压管路以流

动技术连接的、被填充有液压介质的衔铁腔，在该衔铁腔中，衔铁以可调节行程的方式被支

承。位于衔铁腔中的液压介质用于衔铁的冷却、润滑和液压减振。衔铁与设置在衔铁腔外部

的、能电气地操控的电磁阀线圈部件共同作用。衔铁具有闭锁体，利用该闭锁体能操控液压

管路的至少一个流动通道。衔铁的闭锁体压向复位弹簧，使得在衔铁的行程运动中电磁铁

克服复位弹簧的复位力工作。

[0004] 此外，衔铁将衔铁腔分成面对流动通道的腔(下面被称为通道侧的腔)和背离所述

流动通道的内腔。在被可调节地支承在电磁阀的衔铁腔中的衔铁的行程运动中，在通道侧

的腔与内腔之间置换液压油，在置换液压油时液压介质为了实现体积平衡或压力平衡会从

通道侧的腔溢流到内腔中。置换液压油(调整抽吸)在衔铁的行程运动中在以下所述情况时

发生，即电磁阀的内腔和通道侧的腔中的排量 不同。

[0005] 在常用的、在车辆变速器中使用的电磁阀中通常利用油池在电磁阀的内腔和/或

通道侧的腔与周围环境之间置换液压油。在此存在以下问题:因此直接与油池置换液压油：

该油池可能尤其由于轮组或离合器的磨损而含有金属颗粒。液压介质(在下面被称为液压

油)因此被磁性颗粒污染，该磁性颗粒可能由电磁铁吸引。颗粒可能在置换液压油时到达电

磁阀的衔铁腔中并在那里引起不期望的功能损坏、例如磁场的干扰、附加上衔铁的运动通

道、以及在衔铁与限定出衔铁腔的内壁之间的摩擦学系统的变化。此外，颗粒通常保留在衔

铁腔中，因为在此通过剩余物磁化或由于电磁铁而起主导作用的是防止冲洗的磁场。附加

地，内腔中的污物通过衔铁与限定出衔铁腔的内周壁之间的小的衔铁缝隙分隔。

[0006] 为了提高液压油的清洁度，在常用的液压系统中使用过滤器。通过过滤器减少液

压系统中的颗粒数量。

[0007] 由DE  2011  055  093  A1已知了一种电磁阀，其中，衔铁腔的通道侧的腔被以流动

技术支承在接纳空间上游。在接纳空间中设有浮动地支承的盘形件，利用该盘形件减少由

污物颗粒向电磁阀的衔铁腔的内腔中的污物输入。

发明内容

[0008] 因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液压系统的电磁设备，其中，能以简单的方式

减少污物颗粒向电磁设备-衔铁腔中的输入。

[0009] 该目的通过一种用于液压系统的电磁阀实现，该电磁阀具有能与液压系统的液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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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路以流动技术连接的、以液压介质填充的衔铁腔，在该衔铁腔中以可调节行程的方式支

承有衔铁，该衔铁具有闭锁体，该衔铁将衔铁腔分成面对流动通道的、通道侧的腔和背离所

述流动通道的内腔，其中，在衔铁的行程运动中置换液压油，在置换液压油时液压介质的调

节体积从通道侧的腔溢流到内腔中，其中，通向衔铁腔的通道侧的腔或内腔的液压管路具

有至少一个设计为永磁铁的污物收集元件，该污物收集元件截留液压介质中的污物，所述

污物在置换液压油时流过液压管路，污物收集元件是在液压管路的内壁上形成的污物收集

轮廓，该污物收集轮廓具有凸出部和凹进部。

[0010]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通向衔铁腔的通道侧的腔或内腔的液压管路具有至少一

个、优选设计为永磁铁的污物收集元件，该污物收集元件截留液压介质中的污物，所述污物

在置换液压油时流过液压管路。

[0011] 另选地和/或附加地，可以在通向衔铁腔的通道侧的腔的连接管道中设有至少一

个污物收集元件，利用该至少一个污物收集元件截留液压油中的污物颗粒，该污物颗粒在

置换液压油时流过连接管道。

[0012] 例如污物收集元件可以是由实心材料制成的、例如杆状的永磁铁，该永磁铁优选

地被定位在连接管道内部。对此另选地，污物收集元件可以不由实心材料制成，而是由可流

过的编织网制成，该可流过的编织网被定位在补偿管道/平衡管道内部并且尤其由磁性材

料制成。附加地，污物收集元件也可以设计为形成在连接管道的内壁上的污物收集轮廓，该

污物收集轮廓具有凸出部和凹进部。此外，凹进部的底部可以设计为磁性的，以便提高污物

收集轮廓的截留效果。

[0013]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电磁设备可以具有液压油储存容器(在下面被称为油储存容

器)，在该液压油储存容器中储存液压介质，该液压介质相比于液压管路或液压系统中的液

压介质所携带的污物颗粒更少，亦即具有较高的清洁度。油储存容器与衔铁腔的通道侧的

腔以流动技术连接。油储存容器尤其在置换液压油时起作用，其中，液压油从通道侧的腔溢

流到内腔中。在这种情况下，油储存容器至少部分地提供溢流到内腔中的液压油调节体积。

以这种方式减少了从污物颗粒向内腔中的污物输入，由此降低了电磁设备功能损坏的可能

性。

[0014] 可调节行程的衔铁的闭锁体可以例如在通向电磁阀的工作接口的分管道与通向

电磁阀的油箱接口的分管道之间控制流动通道。在这种情况下，油储存容器能够以结构简

单的方式被直接设计在通向油箱接口的分管道上，具体这通过分管道流动横截面的结构简

单的横截面扩大实现。油储存容器可以优选地设计为相应的液压管路的内壁上的袋状的缺

口。

[0015] 如上所述，电磁阀的油箱接口通过排出管道与油池以流动技术连接。在这种情况

下在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是，在置换液压油时从通道侧的腔朝向内腔污染的液压油被从

油池中抽吸并且通过阀侧的油箱接口以及通道侧的腔到达内腔中。为了避免被污染的液压

油的这种回流，电磁阀可以具有流动中断装置。借助于该流动中断装置在从通道侧的腔向

内腔中置换液压油时防止从油池向通道侧的腔中回流，然而允许沿相反方向的油流动。

[0016] 为了实现这种流动中断装置，通向油池侧的油箱接口的分管道可以在沿设备高度

方向的高度走向(Hochführung)上向上延伸。设置在分管道的端部上的油箱接口(分管道的

排出口)可以在大地测量学方面以一高度偏移量布置在油池上方。另选地或附加地，油箱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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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可以在中间连接有通风自由空间的情况下与油池流动连接。

[0017] 在电磁阀的一种技术实现方案中，衔铁的闭锁体可以压向复位弹簧或液压的回流

面，亦即电磁阀的电磁设备反作用于复位力工作。复位弹簧可以被布置在一弹簧空间中，在

该弹簧空间中，闭锁体被可调节地引导。为了实现灵活的引导，闭锁体可以在形成提供了支

承间隙的阀缝隙的情况下被滑动支承在弹簧空间中。闭锁体不必强制地被滑动支承在弹簧

空间中，而是可以替代这种支承方式也被滑动支承在任意一个液压空间中。

[0018] 此外，弹簧空间或液压空间可以被加载环境压力，亦即通过排出管道与油池连接。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阀缝隙实现液压油通过液压空间向油池中的基础泄漏。在作为压力调节

阀或作为体积控制阀的电磁阀的一个设计方案中，衔铁的闭锁体是可轴向移动的、例如至

少具有第一环形凸台和/或第二环形凸台的活塞，该环形凸台被彼此轴向间隔开。第一环形

凸台的控制棱边可以根据活塞的轴向位置开启或封闭阀侧的、通向压力源的压力接口与阀

侧的、通向液压负载、亦即变速器部件的工作接口之间的流动通道。以相同的方式，第二衔

铁环形凸台的控制棱边可以开启或封闭阀侧的油箱接口与阀侧的工作接口之间的流动通

道。压力源可以是液压泵，该液压泵的吸入侧以流动技术与油池连接。

[0019] 上述的、在液压空间与在其中以可移动的方式引导的闭锁体之间的阀缝隙在技术

实施方案中非常小。阀缝隙因此作为截留件起作用，其拦截流出的液压油中的污物颗粒。因

此，流入液压空间中的液压油具有比液压管路中的液压油更高的清洁度。

[0020]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中，位于液压空间中的、被缝隙式过滤的液压油不会在未

被使用的情况下返回引导到油池中，而是准备好用于置换液压油，其中，油调节体积溢流到

内腔中。为此，油储存容器在液压空间或排出管道的横截面扩大的情况下形成。液压空间/

排出管道可以通过连接管道直接与通道侧的腔连接。在置换液压油的情况下可以因此将被

缝隙式过滤的液压油从液压空间通过连接管道和通道侧的腔引导到内腔中。

[0021] 在另一个实施方式中，衔铁腔的通道侧的腔可以借助于阀壳体壁与液压管路分

开。阀壳体壁可以具有支承件开口，通过该支承件开口尤其在形成提供了支承间隙的阀缝

隙的情况下引导衔铁的闭锁体。考虑到液压管路与通道侧的腔之间的压力平衡可以提供一

平衡管道/补偿管道，通过该平衡管道在置换液压油时能至少部分地引导液压油的调节体

积。

[0022] 上面说明的有利的本发明设计方案和/或改进方案可以——除了例如在明确的依

赖关系或互不相容的替换方案的情况下之外——单独地或以相互之间任意组合的方式使

用。

附图说明

[0023] 下面根据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和其有利的设计方案和改进方案及其优点。

[0024] 图中:

[0025] 图1a，1b和1c在粗略的示意图中示出本发明所不包含的、在不同运行状态中的电

磁阀；

[0026] 图2至5分别示出相应于图1b的视图，其分别显示根据本发明的电磁阀的不同实施

例；

[0027] 图6在详细视图中示出通向衔铁腔的通道侧的腔的连接管道，其具有污物收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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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0028] 图7至10分别示出具有另选的污物收集元件的相应于图6的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了实现对本发明的更简单的理解，在图1a和1b中首先示出本发明所不包含的对

比例子，在其中，电磁阀1连接在部分显示的自动变速器液压系统中。液压系统具有液压泵

3，该液压泵在抽吸侧与油池5连接并在压力侧通过压力管道7连接在电磁阀1的压力接口P

上。电磁阀1还具有工作接口A，该工作接口通过未示出的工作管道与变速器——例如离合

器或执行器——的液压部件连接以用于挂挡。此外，电磁阀1具有油箱接口T，该油箱接口同

样与油池5以流动技术连接。为了将污物颗粒从液压油中移除，在压力管道7中连接有过滤

器9。

[0030] 图1a和1b中，电磁阀例如是被直接控制的压力调节阀，其具有可轴向调节行程的

衔铁11，该衔铁以活塞13延长。衔铁11在衔铁腔15中以可调节行程的方式引导，该衔铁腔被

填充液压油并以流动技术与电磁阀1内的液压路段连接。衔铁腔15通过以阴影线表明的阀

壳体17限定，其中，在衔铁腔15之外布置有未示出的电磁设备线圈，该电磁设备线圈能由变

速器控制设备操控，以便借助于电磁力调节衔铁11。

[0031] 衔铁11的活塞13在图1a和1b中具有第一环形凸台19和直径较小的第二环形凸台

21，所述环形凸台彼此轴向间隔开地设计在活塞13上。活塞13的、背离衔铁11的端侧被支撑

向定位在弹簧空间25中的复位弹簧23。

[0032] 根据活塞13的轴向位置，第一环形凸台19的控制棱边大体上和通向工作接口A的

分管道29与通向油箱接口T的分管道31之间的流动通道33重叠。相应地，第二环形凸台的控

制棱边根据活塞轴向位置大体上和通向压力接口P的分管道与通向工作接口A的分管道29

之间的流动通道27重叠。

[0033] 如由图1a和1b进一步得出，衔铁腔15借助于可调节行程的衔铁11分成面对流动通

道27，33的腔37和与流动通道背离的内腔39。流动侧的腔37通过阀壳体侧的分隔壁41与通

向油箱接口T的分管道31隔开。分隔壁41具有支承件开口43，在该支承件开口中，活塞13的

环形凸台19在形成提供了支承间隙的阀缝隙45的情况下被支承。此外，分隔壁41具有连接

管道47，利用该连接管道将通道侧的腔37和通向油箱接口T的分管道31相互连接。

[0034] 直径较小的第二环形凸台21在形成另一个提供了支承间隙的阀缝隙49的情况下

被可调节地支承在弹簧空间25中。此外，排出管道51从弹簧空间25通向油池5，由此，弹簧空

间25被加载环境压力。

[0035] 在衔铁11的行程调节h1，h2中基于对电磁阀线圈部件的相应操控，在流动侧的腔37

与内腔39之间置换液压油。例如在图1a中，衔铁11通过行程调节h1进入到衔铁腔15中。由此

将液压油的调节体积从内腔39通过衔铁11中用虚线显示的平衡管道53通向流动侧的腔37。

然而流动侧的腔的体积小于内腔39，从而调节体积至少部分地通过连接管道47和通过分管

道31通向油池5，如在图1a中用箭头表示地。

[0036] 而在图1b中，衔铁11借助于行程调节h2从衔铁腔15中移出。在置换液压油时，在图

1b中存在的问题是：被污染的液压油从油池5通过油箱接口T、分管道31以及连接管道47吸

入流动侧的腔37中并且在那里继续通过平衡管道53吸入到内腔39中，由此污物颗粒可以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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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在内腔39中。

[0037] 上述问题也适用于在图1c中示出的阀，该阀在结构方面基本上类似于在图1a和1b

中示出的阀。与图1a和1b不同的是，在图1c中，通道侧的腔37通过排出管道52直接与油池5

连接，从而在行程调节h2中，被污染的液压油直接从油池5通过排出管道52到达通道侧的腔

37中。

[0038] 为了避免被污染的液压油被这样调节抽吸至到内腔39中，电磁阀1在图2中具有油

储存容器55，在该油储存容器中储存有液压油，该液压油与液压管路29，31中的液压油相比

具有较高的清洁度，亦即较少地掺杂污物颗粒。在图2中，油储存容器55以袋状的缺口的形

式形成在通向油箱接口T的分管道31的内壁中。油储存容器55在此形成死区，在该死区中，

液压油仅以有限的流动速度运动，由此污物颗粒可以沉降。由此提高了位于其中的液压油

的清洁度。被储存在油储存容器55中的液压油的清洁度由于下述情况而进一步提高:因此

在液压运行期间不是通过来自油池5的被污染的液压油填充油储存容器55，而是在液压运

行期间，当已经借助于过滤器9预先过滤的液压油5被通过通向油箱接口T的管道31导入油

池5中以实现压力下降时。

[0039] 在图2中通过箭头表明的置换液压油时(由于行程调节h2)因此大部分地将通过沉

降和过滤(通过过滤器9)清洁的液压油——并且不是被高度污染的、来自油池5的液压

油——作为调节体积提供，其在置换液压油时被挤压到内腔39中。

[0040] 在图3中，电磁阀1还具有流动中断装置57，该流动中断装置在从通道侧的腔37到

内腔39中(见图3中的箭头)置换液压油时中断通向油池5的流动连接，由此防止被污染的液

压油回流到通道侧的腔37中并进一步回流到内腔39中。为了形成流动中断装置57，在图3

中，通向油池侧的油箱接口T的分管道31在高度引导/向上引导中被沿设备高度方向z向上

引导。油箱接口T在图3中通过向上开口的、自由的排出口实现，该排出口在大地测量学方面

被以高度偏移量Δz布置在油池5上方。在油箱接口T(亦即自由的排出口)与油池5之间还连

接有通风自由空间59，该通风自由空间防止上述回流。通向油箱接口T的分管道31在图3中

形成油储存容器55。

[0041] 在图3中示出阀位置，在该阀位置中，闭锁体13的环形凸台19关闭设计为烟囱式的

油储存容器55。在该运行状态下实现了缝隙过滤，其中，液压油通过闭锁体13的环形凸台19

上的阀缝隙供应到通道侧的腔37中并因此填充烟囱式的油储存容器55。

[0042] 此外，当闭锁体13的环形凸台19打开通向油储存容器55的流动缝隙时填充油储存

容器55。在这种情况下，已经由过滤器9过滤的油被馈送到油储存容器55中。

[0043] 在图5a中示出另一个实施变体，其基本结构和图3相同。在图5a中提供了在基础泄

漏的范围内通过阀缝隙45流入弹簧空间25中的、亦即已经被缝隙式过滤的液压油，用于上

述的置换液压油。为此，排出管道51不再被直接通向油池5，而是在中间连接通向油箱接口T

的分管道31。排出管道51也就在分支位置61中通入用作油储存容器55的、优选烟囱式的分

管道31。

[0044] 在图5b中示出的阀和在图5a中示出的阀基本上结构相同。与图5a不同的是，在图

5b中设有第二油箱接口T。在图5b中通过缝隙泄漏填充油储存容器55，其中，被缝隙式过滤

的泄漏油被从弹簧空间25馈送到油储存容器55中。在图5b中因此仅用被缝隙式过滤的油填

充油储存容器55，由此进一步提高了被储存在油储存容器55中的油的清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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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在图4中同样使用了流入弹簧空间25中的、被缝隙式过滤的液压油作为用于置换

液压油的调节体积。因此，从弹簧空间25分支的排出管道51在中间布置有油储存容器55的

情况下与油池5连接。此外，在弹簧空间25与油储存容器55之间的分支位置63处分支出连接

管道65，该连接管道直接通向流动侧的腔37。在置换液压油时需要的调节体积因此完全地

通过被缝隙式过滤的液压油提供。在图4所示的管道引导中可以省略将分管道31与流动侧

的腔37连接的连接管道47，如在前面的图1至图3和图5的情况那样。

[0046] 在接下来的图6至图10中示出连接管道47，65的不同的实施例。根据图6，在连接管

道47，65内布置有杆状的永磁铁67。永磁铁作为污物收集元件起作用，利用该污物收集元件

可以从流过的液压油中去除铁磁性的污物颗粒。对此另选的是，在图7中污物收集元件不是

杆状的永磁铁，而是可由液压油流过的编织网。编织网可以优选地由磁性材料制成。

[0047] 在图8中，污物收集元件是具有凸出部69和凹进部71的污物收集轮廓。污物收集轮

廓67在图8中由磁性材料制成。在图9中，污物收集元件同样设计为具有凸出部69和凹进部

71的污物收集轮廓。然而和图8的区别是，在图9中仅凹进部71的底部73设计为磁性的。

[0048] 在图10中示出一个实施例，其中，污物收集元件是织物/纺织物，其按照脚垫(Fuβ

matte)的形式在底部侧插入连接管道中。在液压运行中沉降的污物颗粒从油进入该织物中

并陷入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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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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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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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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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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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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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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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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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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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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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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