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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液压系统在我国林业作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具有操作简单、结构合理等特点,在我国各行各
业中的使用都较为广泛。为保障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转,为保证机械设备的可靠性及延长其使用寿命,为保
障林业生产的质量及工期,正确使用和维护液压系统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就此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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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Maintenance andkeeping in good repairof Hydraulic System of Forestry Machi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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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draulic system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forestry operations,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mple operation and reasonable structure, and is widely used in all walks of life in China. In
order to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mechanical equipment, its reliability and prolong its service life, and to
ensure the quality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of forestry product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se and maintain the
hydraulic system correct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se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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