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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导向液压系统电磁阀组测试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旋转导向液压系统电磁阀

组测试方法，首先，将电磁阀组固定在电磁阀组

测试装置上；通过控制系统产生控制时序使单个

阀处于间断性工作状态，对单个阀的寿命、阀的

响应时间及稳定性进行检测；通过控制系统产生

控制时序使阀组中各个阀依次处于工作状态，对

阀组中各个阀的响应时间一致性进行检测；通过

控制系统产生控制时序使阀组中各个阀处于关

闭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对泄压阀可靠性进行检

测；通过设定泄压阀安全阈值，监测整个油路中

的压力，对液压系统油路畅通性进行检测。与现

有技术相比，该测试方法在对单个电磁阀测试的

同时，可实现电磁阀组性能测试，同时可对泄压

阀及油路的畅通性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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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旋转导向液压系统电磁阀组测试方法，包括将电磁阀组连接到电磁阀组测试装置

上，其测试装置包括：液压泵（1）、压力传感器（2）、泄压阀（3）、电磁阀（4）、温度传感器（5）、

控制系统（6）、数据采集系统（7）和上位机（8）；

其特征在于，通过控制系统产生控制时序使单个阀处于间断性工作状态，对单个阀的

寿命、阀的响应时间及稳定性进行检测；

通过控制系统产生控制时序使阀组中各个阀依次处于工作状态，对阀组中各个阀的响

应时间一致性进行检测；

通过控制系统产生控制时序使阀组中各个阀处于关闭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对泄压阀

可靠性进行检测；

通过设定泄压阀安全阈值，监测整个油路中的压力，对液压系统油路畅通性进行检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导向液压系统电磁阀组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阀

的响应时间及稳定性检测方法，响应时间是通过对比控制时序与压力传感器示值曲线来获

取，阀响应时间的稳定性是通过分析阀的响应时间的分布曲线来判断。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旋转导向液压系统电磁阀组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单个阀的寿命检测方法是通过检测阀的稳定工作时间是否满足工作需要和阀的温升是

否超过阀所允许的最大值；所述的阀的稳定工作时间至少为300小时，阀的温升不超过200

℃；所述的阀响应时间的稳定性必须满足阀响应时间测量值保持在±4%的误差范围内；所

述的阀组中各个阀的响应时间一致性是指各个阀响应时间差的绝对值在0.1ms以内。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旋转导向液压系统电磁阀组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设定泄压

阀压力值为5MPa，采用的液压泵最大泵压为20MPa，管路中初始油压为0MPa，开动液压泵，管

路中的油压上升，上位机通过数据采集系统采集压力传感器的数据对油压进行监测，当油

压超过5MPa，泄压阀会打开，使管路中的油压保持在5MPa，当管路中的油压稳定在5MPa一定

时间后，上位机运行电磁阀组控制程序，控制系统根据时序控制电磁阀组中电磁阀的通断

及持续时间，使相应的电磁阀开始动作，从而使管路中的油压迅速下降，根据控制程序对整

个电磁阀组进行循环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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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导向液压系统电磁阀组测试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石油钻井和测井领域，特别是涉及到旋转导向技术。具体地讲，本发明

涉及一种旋转导向液压系统电磁阀组测试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旋转导向井下工具系统在井下工作时，井下专用螺杆通过万向轴带动旋转导向

头传动轴高速转动，依附在传动轴上的发电机及水力泵开始工作，给旋转导向头提供电力

和液力动力，测控系统实时采集系统姿态参数，控制电路根据实时姿态参数实时输出控制

指令，电磁阀接受来自控制电路的指令，控制导向翼肋顺序支出，实现对井眼井壁的推靠，

使钻头产生侧向力，从而实现造斜。

[0003] 在旋转导向系统中，通过电磁阀组的动作来有效控制翼肋伸出，电磁阀动作的正

确性和可靠性对整个旋转导向系统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对电磁阀动作的测试就显得极其

重要，其中对每个阀的寿命、阀的响应时间及稳定性、阀组中各个阀的响应时间一致性、泄

压阀可靠性、油路畅通性的检测是必须的。

[0004] 目前公知的一种电磁阀检测方法采用水检，即在电磁阀内给定一定的气体压力，

然后放置在水中，如果漏气则会冒气泡，从而达到检测密封的目的。使用水检法对电磁阀性

能进行测试存在的缺点主要是该方法只能检测电磁阀在一种气压下的状态，无法检测在高

低压状态下及附带负载时是否能运作正常，另外，采用水检也容易使电磁阀受到二次污染。

公知的另外的一种电磁阀测试方法就是直接将供电电源、电源开关与待测电磁阀相连，控

制电源开关的闭合或断开，以向待测电磁阀输出工作电压实现对待测电磁阀的测试。该测

试方法虽然可实现对单个电磁阀的性能测试，但是无法同时对多个电磁阀的响应的一致性

与稳定性进行测试。另外，上述两种电磁阀检测方法无法对设计油路的畅通性及系统中的

泄压阀可靠性进行测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旋转导向液压系统电磁阀组

测试方法，用于对单个阀的寿命、阀的响应时间及稳定性、阀组中各个阀的响应时间一致

性、泄压阀可靠性、油路畅通性进行检测。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7] 将电磁阀组固定在电磁阀组测试装置上，其测试装置包括：液压泵（1）、压力传感

器（2）、泄压阀（3）、电磁阀（4）、温度传感器（5）、控制系统（6）、数据采集系统（7）和上位机

（8）；通过控制系统产生控制时序使单个阀处于间断性工作状态，对单个阀的寿命、阀的响

应时间及稳定性进行检测；通过控制系统产生控制时序使阀组中各个阀依次处于工作状

态，对阀组中各个阀的响应时间一致性进行检测；通过控制系统产生控制时序使阀组中各

个阀处于关闭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对泄压阀可靠性进行检测；通过设定泄压阀安全阈值，

监测整个油路中的压力，对液压系统油路畅通性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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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如上所述的单个阀的寿命检测方法，主要是通过检测阀的稳定工作时间是否满足

工作需要和阀的温升是否超过阀所允许的最大值。

[0009] 如上所述的阀的稳定工作时间至少为300小时，阀的温升不超过200℃。

[0010] 如上所述的阀的响应时间及稳定性检测方法，响应时间是通过对比控制时序与压

力传感器示值曲线来获取，阀响应时间的稳定性是通过分析阀的响应时间的分布曲线来判

断。

[0011] 如上所述的阀响应时间的稳定性必须满足阀响应时间测量值保持在±4%的误差

范围内。

[0012] 如上所述的阀组中各个阀的响应时间一致性检测方法，是指对比分析阀组中各个

阀的响应时间及稳定性，选取一致性较好的阀。

[0013] 如上所述的阀组中各个阀的响应时间一致性是指各个阀响应时间差的绝对值在

0.1ms以内。

[0014] 如上所述的泄压阀可靠性检测方法，是指分析泄压阀设定值与压力传感器显示的

压力稳定时示值分布曲线，以确定泄压阀的可靠性。

[0015] 更进一步：设定泄压阀压力值为5MPa，采用的液压泵最大泵压为20MPa，管路中初

始油压为0MPa，开动液压泵，管路中的油压上升，上位机通过数据采集系统采集压力传感器

的数据对油压进行监测，当油压超过5MPa，泄压阀会打开，使管路中的油压保持在5MPa，当

管路中的油压稳定在5MPa一定时间后，上位机运行电磁阀组控制程序，控制系统根据时序

控制电磁阀组中电磁阀的通断及持续时间，使相应的电磁阀开始动作，从而使管路中的油

压迅速下降，根据控制程序对整个电磁阀组进行循环检测。

[0016] 本发明所述的旋转导向液压系统电磁阀组测试方法具有的有益效果是:  通过控

制系统产生控制时序使单个阀处于间断性工作状态，对单个阀的寿命、阀的响应时间及稳

定性进行检测；通过控制系统产生控制时序使阀组中各个阀依次处于工作状态，对阀组中

各个阀的响应时间一致性进行检测；通过控制系统产生控制时序使阀组中各个阀处于关闭

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对泄压阀可靠性进行检测；通过设定泄压阀安全阈值，监测整个油路

中的压力，对液压系统油路畅通性进行检测。与现有技术相比，该测试方法在对单个电磁阀

测试的同时，可实现电磁阀组性能测试，同时可对泄压阀及油路的畅通性进行检测。

[0017]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旋转导向液压系统电磁阀组测试装置的结构示意

图。

[0019] 图2为单个阀的响应特性曲线。

[0020] 图3为单个阀温升曲线。

[0021] 图4为阀的响应时间及稳定性测试结果。

[0022] 图5为阀组中各个阀的响应时间一致性测试结果。

[0023] 图6为泄压阀可靠性测试结果。

[0024]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通过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26] 如图1所示，该电磁阀组测试装置包括液压泵1、压力传感器2、泄压阀3、电磁阀4、

温度传感器5、控制系统6、数据采集系统7和上位机（8）。液压泵用于对整个油路提供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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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传感器用于对整个油路的泵压进行监测；泄压阀用于将整个油路泵压控制在设定值，

以保证整个系统的安全性；温度传感器用于对阀组中每个阀的温升进行监测；控制系统通

过上位机的电磁阀组控制时序实现对电磁阀组有序控制；数据采集系统将采集到的压力传

感器及温度传感器信号传输给上位机；上位机通过采集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及阀组控

制时序，对电磁阀组的工作状态进行监控。

[0027] 通过控制系统产生控制时序使单个阀处于间断性工作状态，对单个阀的寿命、阀

的响应时间及稳定性进行检测；

[0028] 通过控制系统产生控制时序使阀组中各个阀依次处于工作状态，对阀组中各个阀

的响应时间一致性进行检测；

[0029] 通过控制系统产生控制时序使阀组中各个阀处于关闭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对泄

压阀可靠性进行检测；

[0030] 通过设定泄压阀安全阈值，监测整个油路中的压力，对液压系统油路畅通性进行

检测。

[0031] 所述的单个阀的寿命检测方法，主要是通过检测阀的稳定工作时间是否满足工作

需要和阀的温升是否超过阀所允许的最大值。

[0032] 进一步地，根据电磁阀推靠旋转导向翼肋力需要，通常设定泄压阀压力值为5MPa，

采用的液压泵能够提供的最大泵压为20MPa，管路中初始油压为0MPa，开动液压泵，管路中

的油压会上升，上位机通过数据采集系统采集压力传感器的数据可以对油压进行监测，当

油压超过5MPa，泄压阀会打开，使管路中的油压保持在5MPa，当管路中的油压稳定在5MPa一

定时间后，上位机运行电磁阀组控制程序，控制系统根据时序控制电磁阀组中电磁阀的通

断及持续时间，使相应的电磁阀开始动作，从而使管路中的油压迅速下降，根据控制程序对

整个电磁阀组进行循环检测。

[0033] 图2为单个阀的响应特性曲线。如图2所示，实线为控制时序，虚线为电磁阀响应特

性曲线，其中，图2（a）为开始时阀的响应特性曲线，图2（b）为150小时后阀的响应特性曲线，

图2（c）为300小时后阀的响应特性曲线。通过比较图2（a）-图2（c）可以发现，电磁阀在持续

工作300小时后，响应特性曲线基本保持一致，说明电磁阀的连续正常工作时间满足实际工

作需要。

[0034] 图3为单个阀温升曲线。如图3所示，在电压34V，电流0.74A，持续时间400min，阀体

温度的温升从室温15℃上升到78℃，可看出，温度随时间增加而升高，最后达到稳定。

[0035] 进一步，一般阀的稳定工作时间至少为300小时，阀的温升不超过200℃，通过图2

和图3分析，检测阀的稳定工作时间是否满足工作需要和阀的温升是否超过阀所允许的最

大值，进而可实现对单个阀的寿命的检测。

[0036] 图4为阀的响应时间及稳定性测试结果。如图4所示，图中曲线点代表单个阀的响

应时间的结果，通过控制时序控制阀的通断300次，依次记录电磁阀的响应时间，经统计分

析，平均响应时间为6.22ms，根据电磁阀测量值±4%的误差要求，下限为5.97ms，上限为

6.47ms，测试的所有响应时间数据点均落在上限和下限之间。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电磁

阀的响应时间稳定性满足要求。

[0037] 图5为阀组中各个阀的响应时间一致性测试结果。如图5所示，电磁阀1的响应时间

为6.21ms，电磁阀2的响应时间为6.26ms，电磁阀3的响应时间为6.19ms，满足各个阀响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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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差的绝对值在0.1ms以内的要求，且三个电磁阀曲线具有相同的形状，一致性较好。

[0038] 图6为泄压阀可靠性测试结果。如图6所示，经过多次测试，检测油路稳定时的压力

值始终保持在泄压阀设定值，说明该泄压阀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6640845 B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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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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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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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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