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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变速箱阀体检测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动变速箱阀体检测系

统，包括气动液压系统、测控系统及台体，气动液

压系统和测控系统设置在台体内部；气动液压系

统主要由液压分系统和气动分系统组成，用于提

供可控压力、流量、温度的测试介质；测控系统用

于气动液压系统的参数调节、数据采集与处理以

及配电保护，台体上设置操作控制面板，用于对

油液温度、工作压力、流量进行调节。本发明的检

测系统使得测试介质的温度范围更加宽泛，测量

精度和系统集成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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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变速箱阀体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气动液压系统、测控系统及台体，

气动液压系统和测控系统均设置在台体内部；

气动液压系统主要由液压分系统和气动分系统组成，用于提供可控压力、流量、温度的

测试介质；测控系统用于气动液压系统的参数调节、数据采集与处理以及配电保护，台体上

设置操作控制面板，用于对油液温度、工作压力、流量进行调节；

所述液压分系统为开式系统，包括油箱(1)、主泵电机(2)、吸油过滤器(3)、高温叶片泵

(4)、高压过滤器(5)、比例溢流阀(10)、比例调速阀(11)、气动球阀(12)、流量计(13)、压力

传感器(14)、温度传感器(15)、循环泵(22)、循环电机(23)、循环过滤器(24)、加热器(25)、

冷却器(26)和电磁换向阀(27)；

测试时，系统需要一个稳定的恒压源时，主泵电机(2)驱动高温叶片泵(4)，将油箱(1)

中的油液通过吸油过滤器(3)吸入高温叶片泵(4)，高温叶片泵(4)的出口端旁接有比例溢

流阀(10)，通过控制比例溢流阀(10)，实现可控的系统输出压力，同时主回路比例调速阀

(11)完全打开，旁路气动球阀(12)完全关闭，此时系统可提供一个恒定可控的压力源，完成

测试的油液，通过回油盘回到油箱(1)；

测试时，系统需要一个稳定的恒流源时，主泵电机(2)驱动高温叶片泵(4)，将油箱(1)

中的油液通过吸油过滤器(3)吸入高温叶片泵(4)，高温叶片泵(4)的出口端旁接有比例溢

流阀(10)，此时将比例溢流阀(10)的调节压力高于被测阀件的工作压力，调节主泵电机(2)

的转速，使检测系统输出流量涵盖被测阀体的流量工作范围，当所需流量大于设定值时，将

主油路比例调速阀(11)调节到所需的流量；将旁路气动球阀(12)关闭，此时系统提供恒定

的流量源；当系统所需流量小于设定值，将旁路气动球阀(12)打开，同时调节主油路调速阀

和旁路调速阀，直至两者达到稳定流量，并实现两者之差的流量等于测试所需流量，此时系

统提供阀体试验测试需求横流的高温压力源，流量的大小通过主回路调速阀与旁路调速阀

等差溢流方式实现；

当油温需要加热时，由高温管路温度传感器，油箱温度传感器(15)、加热器(25)及循环

泵(22)构成的调温系统进行加热升温；当温度偏高时，打开高温水冷电磁换向阀(27)，冷却

水通过降温冷却器(26)实现对系统油温的冷却；高温叶片泵(4)输出的压力油通过高压过

滤器(5)、气动球阀(12)、高温油管，输出满足试验要求的高温油液；

流量计读数、压力传感器读数即为通过被测工件的流量、压力，测量结果反馈到测控系

统，再由测控系统对测量结果进行数据处理和储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变速箱阀体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气动液压系统数量为

两套，分别用于GFE和CVT变速箱阀体检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变速箱阀体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气动分系统主要由气

源(30)、三联件(31)、五通换向阀(33)、汇流板(32)及管路组成；

三联件(31)用于调节气源(30)的压力、油雾量和洁净度，五通换向阀(33)用于控制气

动球阀(12)，气动球阀(12)用于控制油路通断，五通换向阀(33)安装在汇流板(32)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变速箱阀体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测控系统主要由配电

单元、控制单元、数据采集与处理单元组成，通过对两种油液回路压力、温度及流量控制，以

提供两路恒定压力与温度液压油源；测控系统在控制过程中实时采集存储油路压力、温度、

流量和电机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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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变速箱阀体检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变速箱阀体检测技术，具体涉及一种自动变速箱阀体检测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自动变速箱阀体检测设备(AT  valve  body  test  equipment，下称阀体检测设备)

用于自动变速箱的零部件，阀体和TEHCM性能的检测。它为阀体测试提供满足测试需要的稳

定压力、流量和温度的机油。变速箱通讯系统(ETAS  INCA)控制变速箱各电磁阀工作，变速

箱机油分别进入各油道，ETAS数据采集系统记录各油道压力。机油经过阀体油道后流出，回

收过滤可循环使用。

[0003] 现有的自动变速箱阀体检测设备主要存在以下不足：(1)测试介质的温度不高；

(2)高温下压力控制精度不高；(3)流量控制精度不高；(4)集成度低、自动化程度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自动变速箱阀体检测系统。

[0005] 实现本发明目的的技术方案为：一种自动变速箱阀体检测系统，包括气动液压系

统、测控系统及台体，气动液压系统和测控系统均设置在台体内部；

[0006] 气动液压系统主要由液压分系统和气动分系统组成，用于提供可控压力、流量、温

度的测试介质；测控系统用于气动液压系统的参数调节、数据采集与处理以及配电保护，台

体上设置操作控制面板，用于对油液温度、工作压力、流量进行调节。

[000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1)测试介质温度范围更加宽泛，精度更

高；(2)系统集成第高，压力控制精度更高；(3)输出可控压力分别达到5Mpa、8Mpa，最大流量

达到90L/min，最高温度达到120℃的工作油液，且油液的压力稳定值、流量稳定值可精确控

制1％以内，油液的温度稳定值可控制在2℃以内。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气动液压系统示意图。

[0009] 图2为图1所示气动液压系统的另一方向示意图。

[0010] 图3为液压分系统原理图。

[0011] 图4为气动分系统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一种自动变速箱阀体检测系统，包括气动液压系统、测控系统及台体，气动液压系

统和测控系统均设置在台体内部；

[0013] 气动液压系统主要由液压分系统和气动分系统组成，用于提供可控压力、流量、温

度的测试介质；测控系统用于气动液压系统的参数调节、数据采集与处理以及配电保护，台

体上设置操作控制面板，用于对油液温度、工作压力、流量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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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气动液压系统数量为两套，分别用于GFE和CVT变速器阀体检测。

[0015] 结合图1、图2、图3，所述液压分系统为开式系统，主要由油箱1、主泵电机2、吸油过

滤器3、高温叶片泵4、高压过滤器5、比例溢流阀10、比例调速阀11、气动球阀12、流量计13、

压力传感器14、温度传感器15、循环泵22、循环电机23、循环过滤器24、加热器25、冷却器26

和电磁换向阀27组成；

[0016] 测试时，系统需要一个稳定的恒压源时，主泵电机2驱动高温叶片泵4，将油箱1中

的油液通过吸油过滤器3吸入高温叶片泵4，高温叶片泵4的出口端旁接有比例溢流阀10，通

过控制比例溢流阀10，实现可控的系统输出压力，同时主回路比例调速阀11完全打开，旁路

气动球阀12完全关闭，此时系统可提供一个恒定可控的压力源，完成测试的油液，通过回油

盘回到油箱；

[0017] 测试时，系统需要一个稳定的恒流源时，主泵电机2驱动高温叶片泵4，将油箱1中

的油液通过吸油过滤器3吸入高温叶片泵4，高温叶片泵4的出口端旁接有比例溢流阀10，此

时将比例溢流阀10的调节压力高于被测阀件的工作压力，调节主泵电机2的转速，使试验系

统输出流量涵盖被测阀体的流量工作范围，当所需流量大于设定值时，将主油路比例调速

阀11调节到所需的流量；将旁路气动球阀12关闭，此时系统提供恒定的流量源；当系统所需

流量小于设定值，将旁路气动球阀12打开，同时调节主油路调速阀和旁路调速阀，直至两者

达到稳定流量，并实现两者之差的流量等于测试所需流量，此时系统提供了阀体试验测试

需求横流的高温压力源，流量的大小通过主回路调速阀与旁路调速阀等差溢流方式实现；

[0018] 系统油温控制由调温系统实现，当油温偏低时需要加热时，由高温管路温度传感

器，油箱温度传感器15、加热器25及循环泵22构成的调温系统实现加热升温；当温度偏高

时，打开高温水冷电磁换向阀27，冷却水通过降温冷却器26实现对系统油温的冷却；高温叶

片泵4输出的压力油通过高压过滤器5、气动球阀12高温油管，输出满足试验要求的高温油

液；

[0019] 流量计读数、压力传感器读数即为通过被测工件的流量、压力，测量结果反馈到测

控系统，再由测控系统对测量结果进行数据处理和储存。

[0020] 油箱1底部设有底脚，油箱四周设有吊耳；油箱上部设有带过滤网的接油盘，测试

油从测试阀件流出后通过接油盘流回油箱，实现系统的油液循环；

[0021] 油箱中设置有隔板，将吸油、回油隔开，油箱上部的通气孔上设置空气滤清器21，

油箱的注油口经过滤器将油液从注油口注入，保证注入油箱中的油液具有一定的污染等

级。

[0022] 油箱底部做成斜面，倾斜坡度为1/25～1/20，促使沉淀物聚集到油箱的最低点。在

最低处设置放油口，使换油时油液和污染物能顺利的从放油孔流出。油箱顶面设有清洗窗

口，方便以后的维修清洗。

[0023] 油箱上安装油位检测仪表和报警装置，以确保油箱内的油不会溢出或不能满足使

用要求。

[0024] 结合图4，气动分系统主要由气源30、三联件31、五通换向阀33、汇流板32及管路组

成；

[0025] 三联件31用于调节气源30的压力、油雾量和洁净度，五通换向阀33用于控制液压

系统中气动球阀12，气动球阀12用于控制油路通断，五通换向阀33安装在汇流板32上。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8051192 B

4



[0026] 测控系统主要由配电单元、控制单元、数据采集与处理单元组成，通过对两种油液

回路压力、温度及流量控制，以提供两路恒定压力与温度液压油源；测控系统在控制过程中

实时采集存储油路压力、温度、流量和电机运行状态。

[0027] 台体由台架及油雾回收装置组成；油雾回收装置主要由油雾除尘净化器和进出风

道组成，进风道设置在实验舱底部，出风道设置在试验舱的顶部。

[0028]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9] 实施例

[0030] 一种自动变速箱阀体检测系统，包括气动液压系统、测控系统及台体，气动液压系

统和测控系统均设置在台体内部；

[0031] 气动液压系统主要由液压分系统和气动分系统组成，用于提供可控压力、流量、温

度的测试介质；测控系统用于气动液压系统的参数调节、数据采集与处理以及配电保护，台

体上设置操作控制面板，用于对油液温度、工作压力、流量进行调节。

[0032] 结合图1～3，所述液压分系统为开式系统，包括油箱1、主泵电机2、吸油过滤器3、

高温叶片泵4、高压过滤器5、脉动衰减器6、压力表开关7、压力表8、安全阀9、比例溢流阀10、

比例调速阀11、气动球阀12、流量计13、压力传感器14、温度传感器15、温度继电器16、截止

阀17、快换接头18、液位继电器计19、液位计20、空气滤清器21、循环22、循环电机23、循环过

滤器24、加热器25、冷却器26、电磁换向阀27、冷却水过滤器28和截止阀29；

[0033] 该阀体检测设备的工作原理为：在进行指定温度的试验时，五通阀33.2、五通阀

33.3换向，打开高温液压气动球阀12.2、12.3；系统油温控制由调温系统实现，当油温偏低

时需要加热时，由高温管路温度传感器15.1，油箱温度传感器15.2、加热器25及循环泵22等

构成的调温系统实现加热升温；当温度偏高时，打开高温水冷电磁换向阀27，冷却水通过降

温冷却器26实现对系统油温的冷却。高温叶片泵4输出的压力油通过高压过滤器5、气动球

阀12.3高温油管，输出满足试验要求的高温油液。

[0034] 测试时，系统需要一个稳定的恒压源时，主泵电机2驱动高温叶片泵4，将双层保温

油箱1中的油液通过吸油过滤器3.1吸入高温叶片泵4，高温叶片泵4的出口端旁接有比例溢

流阀10，通过控制比例溢流阀10，可以实现可控的系统输出压力，同时主回路比例调速阀

11.2完全打开，旁路气动球阀12.1、12.2完全关闭，此时系统可提供一个恒定可控的压力

源，完成测试的油液，通过回油盘回到油箱。系统压力从0Mpa调节到满量程的调节时间约为

500ms。

[0035] 测试时，系统需要一个稳定的恒流源时，主泵电机2驱动高温叶片泵4，将双层保温

油箱1中的油液通过吸油过滤器3.1吸入高温叶片泵4，高温叶片泵4的出口端旁接有比例溢

流阀10，此时将比例溢流阀10的调节压力适当高于被测阀件的工作压力，调节主泵电机2的

转速，使试验系统输出流量涵盖被测阀体的流量工作范围，当所需流量较大时，将主油路调

速阀11.2调节到所需的流量。将旁路球阀12.1关闭，此时系统提供恒定的流量源；当系统所

需流量较小时，为了获得一个稳定恒定的小流量，将旁路球阀12.1打开，同时调节主油路调

速阀11.2和旁路调速阀11.1，直至两者达到稳定流量，并实现两者之差的流量等于测试所

需流量，此时系统提供了阀体试验测试需求横流的高温压力源，流量的大小通过主回路调

速阀11.2与旁路调速阀11.1等差溢流方式实现。系统流量从0L/min调节到90L/min的调节

时间约为750ms，从90L/min调节到10L/min的调节时间约为65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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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安全阀用于对油路进行压力过载保护，脉动衰减器用于对油泵输出油液进行稳

压。

[0037] 流量计读数、压力传感器读数即为通过被测工件的流量、压力，测量结果反馈到测

控系统，再由测控系统对测量结果进行数据处理、储存。在设备的油箱上安装油位检测仪表

和报警装置，以确保油箱内的油不会溢出或不能满足使用要求。

[0038] 结合图4，气动分系统主要由气源30、三联件31、五通换向阀33、汇流板32及管路组

成；

[0039] 三联件31用于调节气源30的压力、油雾量和洁净度，五通换向阀33用于控制液压

系统中气动球阀12，气动球阀12用于控制油路通断，五通换向阀33安装在汇流板32上。

[0040] 气动液压系统有两套，同时适用于GFE(Dex  VI)、CVT，可独立进行测试工作。每套

气动液压系统设有2个快速接头，输出可控压力分别达到5Mpa、8Mpa，最大流量达到90L/

min，最高温度达到120℃的工作油液，且油液的压力稳定值、流量稳定值可精确控制1％以

内，油液的温度稳定值可控制在2℃以内。

[004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专利内容的详细描述，应当指出，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在本发明专利所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专利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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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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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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