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argo-hytos.com

No. 22/2018

HIT® - 混合集成油箱！ 
快速 - 连接: 改良的软管接头
源头防错: PRM9
CFP 03:  极大优势的微型单元

FLASH



Page 2 www.argo-hytos.com

Subject to change · March 2018

内容目录

Flash No. 22

 ARGO-HYTOS s.r.o., Vrchlabí 的双周年庆典 ......................................................................................................... 4

 从 AJAX FIORI 印度获得的最佳供应商奖 ............................................................................................................. 6

 ARGO-HYTOS 作为未来制造的旗舰项目获安联工业4.0授奖 ................................................................................ 6

 移动液压的模块化 ............................................................................................................................................... 7

 谁是... Carlos? ................................................................................................................................................... 26

 2018 展会一览 .................................................................................................................................................. 27

 HIT® - 混合集成油箱! ........................................................................................................................................... 9

 改造的软管连接 ................................................................................................................................................ 11

 一个过滤器，打破所有记录 .............................................................................................................................. 13

 源头防错 - 带有随阀放大器的比例阀 ................................................................................................................14

 用于移动机械传动的更高的灵活性 - 螺纹插装与滑入式比例插装阀  ................................................................. 16

 螺纹插装阀 (SIC) 用于移动机械 & 工业设备的阀 ............................................................................................... 18

 液压阀 - 用于易爆环境 ...................................................................................... ............................................... 20

 极大优势的微型单元 - 紧凑型过滤包 CFP 03................................................. .................................................... 22

 液压系统的预测性维护 ...................................................................................................................................... 25

公司亮点

应用亮点

产品亮点

人物简介

展会



Page 3www.argo-hytos.com

Subject to change · March 2018

ARGO-HYTOS 严格承诺我们的战略，紧跟全球客户需求，使
我们在全球客户的国家范围内创造价值。

在全球化工业竞争及一些国家的民族兴起的趋势中组建一
家国际公司是具有挑战性的。然而我相信，我们友好的国际
关系会帮助我们去抵抗压力，我们也有能力成为客户灵活
的、可靠的合作伙伴！

这次展览，我们需要扩大在国际的影响力。去年，我们庆祝
了 “ARGO GmbH für Feinmechanik” 成立70周年。德国
ARGO-HYTOS 是我们成功的根源。

今年，我们很高兴地回想起25年前ARGO-HYTOS 在捷克，
从接管Vrchlabí 的 HYTOS 开始了生产液压阀以及控制系统
的产品。

在这个FLASH22宣传册中，您将会找到我们的专家在该领域
中提供的很多应用与产品的新想法。作为一个传统中型规模
公司，我们聚焦到与我们的客户维持良好关系，以及聚焦到
积极地聆听他们的愿望与需求！因此，我们邀请您来考验我
们。请带来新的需求与想法——我们非常希望实现这些需
求。

这一年在汉诺威，我们希望展出是如何把系统与物流设备及
终端用户进行对接的产品。状态监测作为远程环境的一部
分，您将会在我们的展位或者 VDMA 论坛找到这个话题。
我们希望证明 ARGO-HYTOS 为世界已准备好“物联网”！

请享受阅读我们的宣传册或者电子版宣传册，可以从我们的
网站上订阅得到。或者更好的选择是在2018年的汉诺威工业
展访问我们。我们期待与您相约在23号馆B17展位。

祝您旅途安全愉快！

Christian H. Kienzle
CEO ARGO-HYTOS 集团

介绍

ARGO-HYTOS 为世界
已经准备好了 
“物联网”!

亲爱的读者，

        当下一次关于全球工业4.0创新的汉诺威工业展 (HMI) 
在2018年4月23日开始为期一周的展览时，流体动力将是其中
一部分！德国博览会以及我们的工业界决定在汉诺威工业展
中整合两个主要的展览会：工业自动化 Industrial Automa-
tion (IA) 以及运动驱动与自动化 Motion Drive and Auto-
mation (MDA)，而液压在其中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原因是我
们工业的数字化。IA 作为推动者为我们客户的工业应用提
供接口技术，使我们的产品可以连接至子系统，也使这些子
系统可以连接至集成系统。

        因此，合乎逻辑地就可以在一个新展会中展出智能液
压系统的完整方案。新展会的名字叫做 IAMD，代表着集成
自动化、运动与驱动（Integrated Automation, Motion and 
Drive）。IAMD 以后每年将会成为 HMI 展的一部分。从现在
开始，CeMAT - 领先的物流展 - 会每两年在 HMI展中展出。
这也给我们很好的机会，能在2018年展出我们在物流行业的
产品。物流产业是液压工业的最大客户产业。ARGO-HYTOS 
为向该行业成功供货许多年而自豪。

        2017 是我们客户很好的一年，因此对于 ARGO-HYTOS 
也是很好的一年。不管那些影响我们全球目标以及关联产业
目标的政治短见，我们公司在全球范围的蓬勃发展给予我们
走上正轨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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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O-HYTOS s.r.o., Vrchlabí 在2018年庆祝双周年庆
典，成为ARGO-HYTOS 集团一员的25周年，以及把名
字从Hytos a.s. 改为 ARGO-HYTOS a.s.的15周年。

在 1993 年，今天的 ARGO-HYTOS 集团，以及前合作伙伴 Ulbrich 
GmbH，接管了Hytos a.s. 的大部分股份。 
2003年，在 ARGO-HYTOS 集团重组的的过程中，Hytos a.s. 重新命名为
ARGO-HYTOS a.s.。进一步，在 2007年公司转为股份有限公司。

在 2006-2008年间，在Vrchlabí的ARGO-HYTOS 集团做了巨大的投资。例
如，大约 8 百万欧元投入到扩展生产区至原来的两倍，翻新了旧生产区
且建造了一个新的高架仓库。另外投资了 1千万欧元用于新机器与新的带
试验台的装配线。

ARGO-HYTOS s.r.o., 
Vrchlabí的双周年庆典

公司亮点

Rainer Christmann, 
管理主席

“得益于我们员工的承诺，
我有幸见证到公司在近些年
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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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额投资连带员工们的承诺是值得的。

今天的ARGO-HYTOS s.r.o. ，在欧洲，拥有用于制造液压产品的最现代化的生产设
备。在 ARGO-HYTOS 集团内， ARGO-HYTOS s.r.o. 是液压流体与传动控制产品系列的
技术中心与主要生产基地。

拥有大约 650 名员工以及职能部门如开发、销售、财务、采购/物流、生产、信息以
及质量保证，ARGO-HYTOS s.r.o. 不仅是ARGO-HYTOS 集团里最大的生产基地，也是
阀、控制集成块以及动力单元的研发中心。近几年产品系列的快速发展表明产品的性
价比以及质量被全世界认可。

ARGO-HYTOS s.r.o. 将会在未来几年内继续聚焦在使产品范围以更适应市场需求，通
过加强产品电气化、扩大产品技术以及实现数字化方案，使得产品范围进一步适应市
场的需求。除了产品开发，在今后几年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引入进一步的自动化解决
方案以及最新的圣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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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7, ARGO-HYTOS 印度从Ajax Fiori 印度获得了“最佳供应商奖”。

Ajax Fiori 印度是一家给印度建设部提供特殊机器的一家重要的公司。

ARGO-HYTOS 向Ajax Fiori 提供回油过滤器，滤油器备件，集成块解决方案，油箱过
滤及辅件等。 ARGO-HYTOS 由衷地感谢 Ajax Fiori 印度给我们提供的重要合作机
会。

 

关于 Ajax Fiori 印度
Ajax Fiori (印度) 有限公司是印度的其中一个龙头混凝土机械制造商。
如今, Ajax Fiori 拥有超过 7,500 台机器工作在印度的每个邦，同时通过他们的广泛民
族网络的办公点、零部件仓库与经销关系支持着每个客户与现场。Ajax Fiori 生产、
供应、及支持Ajax Fiori 混凝土机械全系列产品，包括自装混凝土搅拌机、混凝土搅
拌厂、翻斗车以及混凝土泵车，这些设备都在印度的各种不同的基础建设项目中都
看的到，比如灌溉、运输网络、住房和城市发展、电力和工业项目

国务秘书 Katrin Schütz 在2017年5月22日授予在 “巴登-符腾堡州工业 4.0 的100 个
示范点” 比赛中的获胜者。总之，16家公司与机构赢得了荣誉，这些获奖者成功地通
过它们一天天的工作中实现了工业 4.0。

通过这次比赛，“安联工业 4.0 巴登-符腾堡”在经济中寻求创新概念，在智能网络
的生产与增值过程中取得成功。除了创新的程度以外，专家评审团还进行了工业 4.0 
的实际相关性评估。获奖的项目涵盖了广泛的行业和技术，展示了 “工业 4.0 不仅仅
是关乎如工程或者汽车等特定行业，而是关乎整个产业价值的创造”，国务秘书
Schütz说道。

哪个工业 4.0 解决方案得到了实现? 
用于塑料部件的焊接， “激光立方 4.0”在 Kraichtal 的作业中调试，用于小批量的高
度集成的系统和塑料罐体解决方案的生产。 

通过系统 / 设备部件的网络化，参数化编程与过程控制，一个高度灵活的激光焊接系
统在“高水平”下开发，实现高质量、低成本的实际需求。

通过对网络组件的使用，“生产系统 4.0” 是在公司自己的工厂建设中发展起来的，
与ARGO-HYTOS 多年来奉行的 “零设置时间” 的概念是一致的。

从AJAX FIORI印度
获得的最佳供应商奖

ARGO-HYTOS 作为未来制造的旗舰项目

获安联工业 4.0授奖

公司亮点

(从右往左):   
Ajax Fiori 印度的执行董事 Gopal 
先生正把奖励证书与奖章授予
H.S. Rajgopal 先生，ARGO-
HYTOS 销售总监，以及 Nisar 
Hassan 先生， ARGO-HYTOS 印
度的总经理

在2017年5月22日,16 个巴登-符腾
堡旗舰项目受到安联工业 4.0 授
予关于未来制造的奖励

Jörg Stech (运行与管理经理) 与
Ralph Bauer (生产经理) 接受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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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工程机械的现代液压系统的需求是各不相同的： 

 › 可靠性 
 › 能效

 › 易于维护

 › 紧凑设计

ARGO-HYTOS的控制阀块提供高效解决方案的柔性化需求。不同的设计、通径以及

控制策略可以组合一起以实现特定应用的最优化。

通常，移动机械上有两种负载：一种是在运行过程中经常工作或者一直工作的负载，另一种是很少工作的。

只有很少数的场合才会一直以最高压力下持续工作，所以结合可控泵的负载敏感 LS 回路通常是选用的方案。通过使用
可控泵，能耗可以被调节至很接近系统“真正”的需求。实现的前提是通过控制块的第3联所提供的，通过检测 LS 信
号，限制其升高并在有必要的时候释放压力。主压力保护也可以通过进油联的集成来实现。

应用亮点

移动液压的模块化 
标准与具体应用解决方案的共生

Wolfgang Rocca, 
国际产品应用工程负责人

“通过与我们客户对功能的
细致分析，我们可以确定满
足所需功能的阀最佳数量以
及阀的工作职能。”

1. 标准叠加阀

2. 中央进油联

3. 来自模块化系统的联

控制块划分成以下三部分：
1. 标准的目录产品，用于高达 25 l/min 流量
2. 具体应用的控制块，用于螺纹插装阀以及法兰安装阀(UNF ¾ ,7/8  与ISO-4401)
3. 来自模块化系统的叠加阀部分，额定6通径 (LS-连接，换向阀，比例控制阀带或不
带压力补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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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导单向阀与平衡阀

螺纹插装阀
¾ 与 7/8 UNF

换向阀与比例控制阀

 4/2 与 4/3 换向阀

在第1 联，一个简单的节流控制功能通过换向阀实现。这里提供的执行与附加功能偶
尔才会被使用，LS 回路不是一定需要的。节约成本、重量和空间是头等大事。 
除了我们产品目录里常规的锁定与压力功能，还配置了三位四通与二位四通换向阀的
功能。在测试过程中还可以进行迅速的后续调整，通过更换紧固螺柱与叠加阀，负载
的数量以及功能均可以容易地修改。

从 LS 系统切换到恒压系统是通过中央进油联的一个 ¾ UNF 螺纹插装阀实现的。通过
操作这个二位三通阀，泵以控制压力供油；或者它向控制块提供预设的最高压力。联
与恒压联的压力可以独立调节。通过更换阀可以很容易实现电比例调节。两侧的并行
操作就像两个功能单元的优先回路一样方便实现，是通过中央进油联实现的。

通常，中央进油联是一个根据客户具体应用设计的铝质控制块，是根据系统环境所设
计的。除了安装选项外，连接的尺寸、位置和布置是设计进油联的决定因素。在布置
上我们设计自由并会充分考虑用户的需求。我们相信测试原则以及反映设计与功能的
图纸。多年来，这些设计理念成功地应用到各种农业与建筑机械上。 LS 切换背后的
切换逻辑以及 LS 信号的“调理”的进一步发展与适应性会在所有方向进行：手动、
电动、电传感或液控自动化。

在这里介绍的功能原理与设计方案适用于各种农业与建筑机械，仅举几例-喷雾机、
打包机、联合收割机、牧草收割机、堆垛机、马铃薯与甜菜收割机、种植与播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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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亮点 

“混合油箱”智能地结合了两种制造技术，滚压成型以及
注射成型。即使对于小批量生产，带有模块包的独特的创
新生产流程使得“混合油箱”非常经济。

功能

混合油箱是一个随时可安装的完整模块。所有所需的油箱
功能都可以集成进去。由于过滤器的外壳是油箱的一部
分，所以并没有密封点，从而也没有泄露的风险。油箱的
几何形状可以根据安装条件进行调整。许多元件诸如过滤
器盖、“快速连接配件”等来自于现有模块化系统，并不
会给客户带来任何工具成本。100% 滤芯元件更换业务是
通过特殊的拷贝件来保护的。所使用的聚酰胺材料的高热
强度使得油箱可以在较高的工作温度中使用。快速连接配
件允许无故障与无需工具安装软管安装在油箱上，也可以
随时进行拆卸。

集成过滤器功能 

› 回油过滤器 10 … 30 µm

›  吸回油过滤器 10 … 16 µm

›  吸油过滤器 140 … 280 µm

›  通风过滤器 2 µm

›  注油过滤器 140 … 450 µm

油箱容量 Vmax 高达 150 l

温度 Tmax -30°C … +100 °C
短时间高达 +120 °C

流体 矿物油与

环保型液压油  
(HEES 与 HETG,  
详见资料手册 00.20-EN)

技术参数

Richard Jenkner, 
Dipl.-Ing. (FH) 
产品管理与油箱解决方案主
管

“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高
级工程例子，ARGO-HYTOS 
是纯粹创新的保证者。”

HIT® - 
混合集成油箱！
每种液压与润滑流体的“健康中心”

随时准备好安装紧凑型模块 

应用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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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连接“ 系统技术

功能集成

1 过滤器外壳集成在油箱内
2 通风过滤器
3 注油过滤器
4 集成液位指示器
5 快速连接配件 (见下图)
6  吸油过滤器
7 隔板 (以通道的形状)
8 内置吸油或回油管
9 可以用于集成的传感器接头
10 放油塞

1

9

7

8

3

4

6

10

5

O-ring  Connection Nozzle  Locking clip 

混合集成油箱!
我们为了未来创造油箱系统

HIT® 

随时可安装
集成功能
易于安装
节省成本

ARGO-HYTOS 混合油箱的优点

 › 在机器上以一个完整的模块安装

 › 可实现复杂的几何形状

 › 轻量化

 › 通过使用聚酰胺达到高机械强度与热稳定性

 › 过滤头与油箱之间没有泄漏的风险

 › 良好的耐腐蚀性

 › 多个油口以节省软管连接块

 › 无需工具即可安装快速连接配件

 › 与传统油箱方案相比节省费用

 › 受保护过滤元件

 › “德国制造”油箱案例: 
利润从200 件/年开始

关注我们的 HIT® - 
混合集成油箱!
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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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的 
软管连接
快速-连接系统

产品亮点

创新的低压软管连接

快速-连接系统已经在严峻的现场使用中证明了它的价
值，在各种各样的移动应用场合超 100,000 次。快速和容
易的无需工具安装已经在安装作业中有足够的说服力。快
速-连接油口安置在喷嘴上并通过一个锁定夹片固定，可
以立即使用。狭窄空间条件是通过最小软管举例以及软管
的可旋转来安全地控制的。有大量的连接变形形式可用。

安全
一旦连接件正确地安装在喷嘴上时，马上可以听到锁定夹
片的咔嚓声。无需指定或者控制紧固力矩。锁定夹片防止
软管从喷嘴脱落。在径向方向，油管是可旋转的。在很多
应用中这代表另一个优点，因为软管可以移动到尽量不受
应力的地方。

传统接头

技术参数

温度范围 -30 °C … +100 °C
短时间高达 +120 °C

工作压力 高达 10 bar

适用于 吸油与回油线

应用实例

快速-连接接头
Steffen Kemmling, 
Dipl.-Ing. (FH) 
系统过滤产品组合&项目管
理主管 

“随着时间流逝，一个单一
的创新解决方案已经变成了
广泛产品系列，使得所有客
户都可以使用，并迅速为每
一个用户提供成本效益。”

节约成本

› 无需工具安装或拆卸

›  通过最小化软管距离以节省空间

›  通过减少装配时间以提高生产效率 (快
速安装)

›  插头连接形式以减轻重量

›  得益于简单的目视检查，保证安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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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范围

ARGO-HYTOS 模块化的 “快速-连接“ 系统是几年前就问世
的，用于一系列的农业与建筑机械。同时，有超过 20 种
不同的连接用于不同的通径与形状。

快速-连接套件通常提供给软管供应商。这样，用户就收
到可用于安装的组装好的管路。

所用塑料及密封几何形状是被选择成该接头也可以可靠地
安装在金属喷嘴上的形式。

快速-连接套件的元件

› 节省成本

› 快速无差错装配，无需工具

› 塑料或金属喷嘴可选

› 径向 O型圈密封

› 大过流面积，意味着低压降

› 软管可 360°旋转

› 可靠的、经受考验的系统

优点

快速-连接系统 
是具有专业知识的
创新装配技术

带有各种不同快速-连接油口的油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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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亮点

Rafael Kaliciak, 
系统过滤产品组合&项目管
理主管

“不仅仅小尺寸是挑战。另
一个极端，关于这个小元
件，是一个 153 mm 直
径、922 mm 高的样件，用
于 3 MW 风机齿轮箱的润
滑系统。”

一个过滤器，
打破所有记录

新维度的过滤元件。ARGO-HYTOS 最小的过滤器只有手指头那么大，但并不减少功
能。多层过滤绒线包围着多孔支架管。开发部门与样机车间的紧密合作保证了必要
材料工艺的可靠制造。

在新维度中必须保证的复杂工艺过程:

 › 切割宽度

 › 四层折叠的材料

 › 折叠的几何优化

 › 切割折叠包的长度

 › 纵缝的结合 

 › 最小剂量的粘合剂

 › 确保所有部件的固化

 › 支撑管和端盖的安装

经此生产的微型过滤器经受过质量测试，它们通过测试且没有投诉事件。
在样品生产中，工艺可靠性也进行了评估与记录，这对未来产品系列的生产具有重
要作用。

从未在ARGO-HYTOS Kraichtal生产过的最小无纺布元件拥有25mm 直径与
35mm的高度，用于轮式装载机的控制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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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 (随阀放大器) 是在您的阀上纠正非线性特性的直接和最好的方法。在阀体上的传
感器与放大器实现系统前线的控制回路。机械公车、摩擦、滞环和磨损不再会导致驱
动的动作故障。对于现代机器监控，传感器信息也可以发送至主控制器。

使用比例技术的优势

在液压中引入比例技术的主要优点是高效率、高速、高精度、低滞环、良好重复性以
及控制可调节。 ARGO-HYTOS 的阀，组合了先进的放大器，能够满足各种各样的固
定与移动应用场合的需求。ARGO-HYTOS 开发并生产比例阀，向她的客户提供机会充
分利用比例技术的好处。新型的带有高级放大器的换向阀 PRM9-06 与 PRM9-10，机
电部件的坚固设计使以上成为可能。

源头防错 - 
带有随阀放大器的比例阀

产品亮点

Martin Cadan, 
FMC产品管理经理

“我们产品的特色是它们真
正地完全满足您的期望与需
求。”

通径 Dn 06, CETOP 03
(ISO 4401-03 标准)

通径 Dn 10, CETOP 05
(ISO 4401-05 标准)

4/2 & 4/3 滑阀系列

额定流量: 通径 Dn 06: 5, 8, 15, 30 l/min

额定流量: 通径 Dn 10: 30, 60 l/min

总线 (可选)

CANopen

新品

PRM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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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通径可选： 06 - (D03) 与 10 (D05), ISO 4401

› 滑阀式与过程反馈

› 高动态性能OBE 数字放大器用于集成控制回路

› 滑阀位置反馈以减小滞环

› 用于液压执行器的位置与速度控制

› 符合冲击与震动, EMC, IP, 气候 / 温度环境要求

›  坚固设计 / 减少布线 / 高耐腐蚀性

 › 高液压功率限制与平稳运行特性

 › 不同工况下良好的稳态性能

 › 可选: 总线访问 / 通信，CANopen 连接

 › 用于几种控制信号的一种解决方案 - 一个阀上的参数化

 › 用户友好界面 (LED, µUSB)

 › 易于操作的软件

 › 通过三个 LEDs 光学反馈阀的状态

 › 增强型表面处理，用于移动应用场合 (ISO 9227, 520 h 盐雾)

 › 优良的冲击和振动下行为特性

设计 性能

优点 & 益处

ECU aluminium housing
IP 65 & 67

ECU 铝壳体
IP 65 & 67

电磁铁接头
无外部布线

标准 MIL 接头;
命令信号变量

M12 接头: 
CANopen

M12 接头: 
外部传感器; 

传感器信号变量

内部位置传感器

光反馈 (LEDs):
电源, CANopen, 错误

µ-USB  USB 接口i

CAN - 地址

CAN - 波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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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移动机械传动的
更高灵活性 -
螺纹插装与滑入式
比例插装阀

产品亮点

30 l/min / 80 bar

PD2E-Y(W) / PP2P3-W

40 l/min / 30 bar

SP4P1-B4

对燃料效率和减少排放日益增加的需求，继续推动着对移动建筑机械与农业机械中更高
效、更可靠动力总成解决方案的需求。在这些应用中，我们需要精确的、可定制的控
制，忒别是对于动力总成系统。

ARGO-HYTOS 提供创新的动力总成的阀解决方案，有助于提高您可靠性、效率、性能、
排放达标与系统模块化的标准。

用于传动控制

 › 直动式换向与比例阀，用于 80 bar 与 30 l/min

   › 换向阀 PD2E,

   › 换向阀 PP2P

 › 直动式比例阀，用于 30 bar 与 40 l/min, 型号 SP4P1-B4

技术特征 &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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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阀系列在整个流量范围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并对比例电流输
入有快速响应，具有额外的优势，例如：

 › 适用于所有阀芯的腔体系统，允许换向阀与比例阀之间实现互 
换。使得阀体的设计降低成本以及实现灵活性，在一个阀块上能提供更多
的功能选择。

 › ≤ 5%的滞环，精确的压力控制以及低压力损失

 › 精密电流-压力控制与出色的重复性

 › 集成的溢流功能以防止压力冲击

 › 高通流能力，低线圈功耗

 › 过滤网可选

 › 设计可靠，额定压力下高达 1000万次循环的寿命，密封件也同样

 › 增强表面保护，520 h 盐雾测试，符合 DIN 9227 标准

 › 极端耐高温耐低温  
  工作范围 -30 ... +100 °C (-22 ... +212 °F)

 › 对压降、液压能传递与泄漏量之间的比例实现最优化设计 

 › 电磁铁电气接头可选 AMP Junior Timer 或者 Deutsch DT-04

对于传动控制的成本优化应用，ARGO-HYTOS 提供带有机械式操作的特
殊阀 PVRR。这些阀可以成比例地建立离合器的压力，从而保证运行的平
稳启动。阀的设计参数为 30 bar 以及流量 20 l/min。

PVRR

20 l/min / 30 bar

新品
用于农业机械的阀技术

手动式比例减压阀 - 溢流阀

Jaroslav Jebavý, 
FMC产品管理副经理

“PTO 离合器可由杠杆/电气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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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插装阀  
(SIC)  
用于移动机械&工业设备的阀

产品亮点

ARGO-HYTOS 螺纹插装阀项目为移动液压与工业液压提供广泛的功能范围。典型的功能
是液压回路中的流体方向与压力控制。最常见的应用是，例如农业机械、建筑设备、市政
服务车辆、机床与风电站等等。ARGO-HYTOS 系列的阀之所以能展现其设计的最佳性
能，得益于现代化仿真方法帮助下的优化设计以及高质量的生产工艺。

ARGO-HYTOS 提供所有标准阀的设计技术规范

› 可靠性设计，在额定压力下的 1000万次循环测试，对密封件同样
有效

› 每个通径系列均具有高工作压力与功率限制，同时低压力损失

› 增强的表面保护，可经受符合 DIN 9227 标准下的520 h 盐雾测试

› 对油温以及环境温度具有极端耐高温或耐低温性

› 在压降、传递液压能以及泄漏之间的比例进行优化设计

设计特点

螺纹插装式换向阀 (SIC) – 滑阀式

¾-16 UNF ¾-16 UNF7/8-14 UNF 7/8-14 UNF
SD2E-A*/L SD2E-B*/S(L) SD2E-A*/H SD2E-B*/H

250 bar 250 bar 350 bar 350 bar

30 l/min 60 l/min 30 l/min 60 l/min

轻系列 高性能系列

It‘s your 
choice

   
 Li

ghtlineH
ig

h
 Perform

a
n

ce

螺纹插装阀，滑阀与锥阀系列
这些阀是设计用于控制流动方向的。有两
种通径可供选择，基于 ISO/TR 17209 标准
的用于螺纹孔 3/4-16 UNF 与 7/8-14 UNF。 
工作压力高达 350 bar。有两种性能产品系
列可供选择以满足最佳的解决方案。

为了补偿插装阀腔的错位，所有插装滑阀
都配置了一个独特的翻滚头以防止滑阀卡
阻在插装腔内，从而保证了组件的长使用
寿命以及鲁棒性。

锥阀可使用至150 l/min 以及压力达 420 或 
350 bar，适用于所有油口。
精密加工部件保证无泄漏关闭 (少于 3 滴/
分钟)。对于滑阀式与锥阀式插装阀，有两
种性能产品系列可供选择以满足最佳的解
决方案。

- 高性能系列用于 350 bar 或者 420 bar 的
回路

- 轻系列用于 250 bar 回路

新品
SD1E & SD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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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锥阀，12通径，
150 l/min, 350 bar
在 2018年，ARGO-HYTOS 将引入一个新的锥阀家族，
常开与常闭阀的大流量高达 150 l/min。这些阀是用于
移动与固定应用场合，实现低压降与高传动功率。新阀 
SD3E-C2 提供:

› 无泄漏关闭 - 少于 3 滴/分钟

› 可靠性设计，在额定压力下的 1000万次循环测试，
对密封件同样有效

› 高达 350 bar 工作压力，低压力损失

› 增强的表面保护，可经受符合 DIN 9227 标准下的
520 h 盐雾测试

› 对油温以及环境温度具有极端耐高温或耐低温性 

Jaroslav Jebavý, 
FMC产品管理副经理

“我们开发并测试超过市场
上所有同类产品。”

¾-16 UNF 1-1/16-UNF 7/8-14 UNF
SD1E-A2 新品: SD1E-A3 SD3E-A2/H SD3E-B2/L SD3E-B2/H 新品: SD3E-C2/H

350 bar 350 bar 420 bar 250 bar 420 bar 350 bar

30 l/min 30 l/min 30 l/min 75 l/min 75 l/min 150 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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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阀 
用于易爆环境

产品亮点

在化学与石化工业或者矿上中，有危险的爆炸混合物，以气体、蒸汽、雾或粉尘的形式
出现。必须保证在这些易爆区域中是哦那个的机械或电气设备的每一部分都具有高保护
等级。在这些应用领域，ARGO-HYTOS 提供系列广泛的叠加式与螺纹插装式换向阀。

当使用电液阀时，通常的方法是 防止能量积累，这些能量足以点燃爆炸混合物。阀最高
温的部分通常是电磁铁。

电磁系统: 
ARGO-HYTOS 的新式一式通用防爆电磁铁是设计用于所有存在爆炸危险
的场所，其温度等级与现代设计方法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液压功率性
能。 

ARGO-HYTOS 对于我们阀上的电气部件使用两种类型的防护：类型 “Ex 
e“ - 用于直流线圈接线端子的增安型，类型 “Ex mb“ - 用于带整流桥交流
线圈的浇封型。 

 用于易爆环境液压阀所传递的液压能通常要小于传统的阀传递的能量。         
ARGO-HYTOS, 在阀与电磁铁开发时间超过60年以来，凭借在新型换向叠
加阀以及防爆螺纹插装阀系列的现代开发方法，实现了极大的流量以及工
作压力。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防爆电磁铁。

Dn06  
(CETOP 03)

Dn10  
(CETOP 05)

Dn16  
(CETOP 07)

Dn25  
(CETOP 08)

RPEX3-06 RNEXH1-10 RNEXH5-16 RNEXH4-25

350 bar 350/420 bar 350/420 bar 350/420 bar

60 l/min 150 l/min 300 l/min 600 l/min

新品 
10, 16, 25 通径

 › 先导阀

 › 工作压力 320 与 420 bar

 › 流量高达 600 l/min

Zdenek Fronek, 
产品管理 - 动力单元

“我们的防爆阀达到了很好
的性能参数。我们正着手另
一件有趣的任务 - 防爆比例
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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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提供四种通径的叠加阀:  
 06 (D03), 10 (D05), 16 (D07), 25 (D08) ISO 4401

› 8 与10  通径的螺纹插装式锥阀与滑阀

› 特殊的卡口式手动越权，易用于所有紧急切停

› 在叠加换向阀上有独特的定位功能

› 符合冲击与振动的要求

 › 一式通用电磁铁用于所有等级 T4/5/6 以及所有
           区域，例如矿井/气体/ 油 + 粉尘 

 › 电磁铁在叠加阀与螺纹插装阀系列之间可互换

 › 特别高的液压能传递能力

 › 不同工作条件下具有稳定性能

 › CETOP + SIC 的阀系列具有鲁棒性设计，长达 
        1000 万次的工作循环寿命  

 › 螺纹插装式的锥阀零泄漏，额定压力 420 bar

 › 插装式滑阀配置了翻转鼻座以补偿插装腔体的
           失调

 › 标准系列适应高的油液 / 环境温度

 › 接线盒适用于电缆的简单与安全安装

 › 增强的表面防护处理，符合 DIN 9227 标准的 
         520h 的盐雾测试

优点 & 益处

设计

通径 10 (7/8-14 UNF) 通径 8 (¾-16 UNF)
SD2EX-B2 SD2EX-B3 SD2EX-B4 SD3EX-B2 SD1EX-A3

350 bar 350 bar 350 bar 420 bar 350 bar

45 l/min 60 l/min 50 l/min 75 l/min 40 l/min

2

3 1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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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亮点

Tomasz Wzorek, 
产品管理负责人 

“CFP 03 可能是市场上最小
的和最轻的过滤装置。”

液压系统的大部分故障 (高达 80%) 都与油液污染有关。
这问题发生在大型工业应用 (油箱容积在几百到几千升之
间), 移动机械以及由小型动力单元供油的系统上。有效的
离线过滤 - 在注油以及循环作业时的连续或者暂时地进行 
- 很大程度上提高油液纯净度，最小化运行成本，延长机
器寿命。 ARGO-HYTOS 油液管理 (FMA) 产品组合非常适
合于相对大的油箱，从 60 到 5000 升。 但如果我们遇到
需要向小型油箱注油，又或者安装空间不允许大型工作站
的情况该怎么办？

CFP 03 是一款全新的便携式过滤设备，用于离线过滤。

主要特性:

 › 重量轻 (9 kg)
 › 尺寸紧凑 (长x宽x高 275x270x265mm)
 › 油液管理家族的一部分
 › 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
 › 易于操作 
 › 直接连接的泵与马达单元
 › 带有光学指示器的耐用过滤器

极大优势的微型单元
紧凑型过滤包 CFP 03

紧凑型过滤包 (CFP 03)

~275 (~10.83 inch)

~2
65

 (~
10

.4
3 

in
ch

)

~270 (~10.63 inch)

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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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单元的维修专用方案
油液清洁度的问题不仅仅与大型设备有关。问题是如何优
化更小型设备的服务性能，例如SMA 05 系列。不幸的
是，这些类型的系统往往通过错误的方式注油，也就是没
有使用专业的设备。于是，倒入油箱的油液不满足基本的
清洁度要求。即使是新油液的清洁度等级也比液压元件厂
家推荐的要更差。向系统注入这样的介质会引起元件的快
速磨损以及频繁故障。在小油箱的情况下 (容积最高几十
升)，用标准的作业单元进行注油以及离线过滤往往是不可
能的。即使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名义流量是 8 或者 16 l/min 
也太大，因为太快的注油速度会引起不希望的油液泄漏。
此外，大多数紧凑型动力包如果接外部液压油管会有限
制。通常油箱只有一个可用油口 ( 在移除通风过滤器后)，
该油口太小，不能同时安装吸油与回油管。如果不能通过
独立油管实现吸油与泵油，离线过滤不能实现。紧凑型过
滤包 CFP 03 能解决这些问题! 其名义流量为 3 l/min，为
小型机器的注油免去麻烦。通过这么小的流量，流出或溢
流的风险被降到最低。即使对于只有几升容量的油箱，油
液也可以在受控状态下被注入。这类型应用的例子见图 3

值得强调的是， CFP 不仅是注油设备。它主要是离线过滤
的服务单元。这种类型的过滤显而易见地容易进入油箱，
因为安装两根独立的软管 (吸油与压力) 并不是问题。真正
的挑战是小型系统，即通过一个小油口倒油。离线过滤在
这样的系统中呢? CFP 03 ，得益于补充系统的吸油-回油
组合（图 4），在这类系统中很好地工作。

该套装包含一个铝质机身、吸油与压力油管以及一个快速
接头组件。此外，它还配置了一个小型通风过滤器，提供
环境与油箱之间的空气交换。得益于附着在机身上的磁
铁，在钢质邮箱上安装该套装是非常容易与快速。第一
步，原装的通风过滤器要从油箱上移除。然后吸油-回油
套装可以放置在拧开的油口上并且可旋转至任何想要的方
位。磁铁的磁力提供紧密与可靠的连接。在连接完吸油与
压力油管后，整个安装就可用于离线过滤了。这类型应用
的例子见图 5。

同样的组合也可以用于塑料油箱的动力单元。该实现的可
能性得益于钢质的一个额外的配置器。旋转安装到空气过
滤器油口的配置器是安装吸油-回油组合的基础。安装如
图 6 所示。

图 3: 使用 CFP 对小型功率单元注油 –  
使用这类集成的一种可能

图 4: 吸油-回油组合

图 5: 在小型液压动力单元的离线过滤器 CFP，通过吸油-回油组合连
接至油箱

图 6: 在塑料油箱上的吸油回油组合的安装方式

桶装里的新油液
是受到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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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油液作业设备
紧凑的尺寸使得 CFP 03 适用于其他设备安装不了的地
方。这是指难以通入油箱的系统，这些系统无法连接更大
的油液作业单元。得益于重量小， CFP 03 的工作高度非
常理想。它也是维护作业的有用设备。当有好几台机器需
要清洗，这种超级轻的设备的转移不是问题。由于使用了
方便的接头，在运输过程中该单元的油管可以被保护。这
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漏油。油管的自由端在从油箱中移除
出来后可以立即堵上 – 图 7。这样可避免滴油与弄脏机
器。

CFP 03 仅仅是个开始!
 
CFP 03 的目前版本并不包括所有 ARGO-HYTOS 对于该
产品的附加配置想法。 CFP的油液计量功能似乎成为了
一个有趣的发展选项。这是一个个非常有用的功能，尤
其在汽车修理店。带有颗粒度计的 CFP，反过来，可以
作为大型号家族 UMPC 045 与 FAPC 016 单元的一个补
充。这尤其对于服务公司将是一个有趣的建议。还有一
个带有 12 或者 24 VDC 电机的版本似乎也很吸引客户。
可以在移动设备中使用这样的配置。

与在 ARGO-HYTOS 生产的产品一样，它是可以定制基础
版本：改变吸油与压力软管的长度，电气插头的标准，
框架的颜色等。
这些与其他的想法将会根据我们客户的需要一次实施。

图 7: 用塞子固定液压软管的端部

CFP 03 仅仅是
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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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 C. Krähling, 
油液状态监测、流体管理与
传感总负责人

“ARGO-HYTOS 革命性地开
发出了在线流体监测的解决
方案。”

工业 4.0 或者物联网的概念依然是新概念，正在主要行业展开并伴有重大
投资项目，以提高业绩、保证竞争力和增加价值。这是一个过程，同时也
是传统维护向智能预测维护转变的革命，允许即时地提供维护。实时的机
器状态信息，通过远程监控与专家数据，可显著地增强设备的可用性，减
少停机时间，延长机械、流体与元件的寿命。预测维护也是改变商业模式
和提供新的售后服务的工具。它还可以使制造商能够以服务的形式代替常
规销售模式地向市场提供它们的设备。

液压系统的预测性维护

产品亮点

ARGO-HYTOS 革命性地开发出了在线流体监测的解决方案。这些智能测
量系统使用智能算法来监测润滑油的老化以及元件的磨损。ARGO-
HYTOS 测量系统把问题监测在早期阶段，在这些问题引起进一步损坏或
停机前。

ARGO-HYTOS 开发的智能预测模型是基于特定的机器学习，可以评估预
测失效时间，并相应地制定维护计划。

ARGO-HYTOS 测量解决方案效益明显，在广泛的应用中得以证实，从移
动设备的远程监控（例如农业、建筑、材料处理），到发电与配电（如
风力发电机、燃气轮机、水力发电、齿轮箱、燃料储存和运输、变压
器），机械设备（如注模设备、冲床、焊接、打磨）和更多其他应用。

智能预测性维护：
允许即时地
提供维护。 

图 2: 远程油液监控系统的硬件构架

图 1: 临界状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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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 ... Carlos?
人物简介

Carlos Filipe Campelo Plens 是液压单元与阀组的产品工程师，位于 ARGO-HYTOS 巴西。 
我们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多介绍一下 Carlos ，并向他提出一些问题：

Carlos，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 ARGO-HYTOS 工作的，你的工作具体是什么？
我是2013年加入 ARGO-HYTOS 的，之后我在所有类型的领域中做定制化项目。我的实际
的挑战是向用户提供内部销售支持以及管理ARGO-HYTOS 巴西的 CKD 装配。

你经历的最不可思议的时刻是什么？
是结婚，从那以后我开始了新的生活中不同的一面。

还未实现的梦想是什么？
希望能有一个孩子，以及一次国际旅行。

工作以外，你喜欢做什么？
我一直喜欢吹萨克斯、读些好书或者看电视剧，但我从未锻炼身体比如骑车或者打网
球。当然，玩拼图也是我得一个爱好。

你的人生座右铭是什么？
坚持不懈，永不放弃。

非常感谢你，Carlos。祝你在个人生活以及工作中有美好时光、快乐以及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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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展会一览
展会

请来我们的展位参观 

我们期待与您相见 

maintenance  
21.02.-22.02.2018 
Dortmund, 
Germany

World of Asphalt  
06.03.-08.03.2018 
Austin, Texas 
USA

Expodireto

05.03.-09.03.2018 
Não-Me-Toque, 
Brazil

IFK 
19.03.-21.03.2018 
Aachen,  
Germany

SEPEM 
27.03.-29.03.2018 
Grenoble, 
France

Waste Expo 
23.04.-26.04.2018 
Las Vegas, Nevada, 
USA

Hannover Messe 
23.04.-27.04.2018 
Hannover, 
Germany

Agrishow 
30.04.-04.05.2018 
Ribeirão Preto, 
Brazil

Agro Show 
22.09.-25.09.2018 
Bednary, 
Poland

WindEnergy 
25.09.-28.09.2018 
Hamburg, 
Germany

MSV Brno 
01.10.-05.10.2018 
Brno, 
Czech Republic

CIAME 
October 2018 
China

EIMA 
07.11.-11.11.2018 
Bologna, 
Italy

bauma China 
27.11.-30.11.2018 
Shanghai, 
China

bC India  
December 2018 
Bangalore,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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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单元

液压驱动

过滤

油箱解决方案

流体管理

传感器测量

液压阀

防爆阀

电磁铁系统

系统解决方案

集成块

成功的流体传动技术 
创新与智能系统解决方案结合灵活性与生产力 – 

ARGO-HYTOS 在流体传动技术的所有领域建立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