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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适用于线杆综合作业车

的伸缩臂架控制装置及作业车辆，涉及臂架控制

领域，其技术要点是：所述平台操作阀组包括平

台切换选择阀、二节臂控制换向阀和三节臂控制

换向阀，所述平台操作阀组用于控制所述油泵出

油的流向，所述控制阀组包括有第一顺序阀和第

二顺序阀，第一顺序阀的出油端连接至二节臂伸

缩缸的无杆腔，第二顺序阀的出油端连接至三节

臂伸缩缸的有杆腔；所述平台切换选择阀、所述

平台操作阀组第一顺序阀和第二顺序阀用于控

制所述二节金属伸缩臂与所述三节绝缘伸缩臂

的顺序伸缩；所述二节臂控制换向阀和三节臂控

制换向阀分别用于控制所述二节金属伸缩臂与

所述三节绝缘伸缩臂的独立伸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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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线杆综合作业车的伸缩臂架控制装置，包括转台(19)、三节绝缘伸缩臂、

二节金属伸缩臂、三节臂伸缩缸(15)、三节臂平衡阀(16)、二节臂伸缩缸(17)、二节臂平衡

阀(18)、油泵(8)和油箱(7)，所述三节金属伸缩臂和所述二节金属伸缩臂的伸缩控制分别

由所述三节臂伸缩缸(15)和所述二节臂伸缩缸(17)实现，所述三节臂伸缩缸(15)和所述二

节臂伸缩缸(17)由所述油泵(8)供油，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台(19)下端设有控制阀组(30)和

转台操作阀组(40)，所述三节绝缘伸缩臂、二节金属伸缩臂的顶部设有平台操作阀组(50)；

所述平台操作阀组(50)包括平台切换选择阀(11)、二节臂控制换向阀(12)和三节臂控

制换向阀(13)，所述平台操作阀组(50)用于控制所述油泵(8)出油的流向，所述平台切换选

择阀(11)与所述平台操作阀组(50)串联；

所述控制阀组(30)包括有第一顺序阀(1)和第二顺序阀(2)，第一顺序阀(1)和第二顺

序阀(2)分别连接在所述平台操作阀组(50)后端两个油路上，第一顺序阀(1)的出油端连接

至二节臂伸缩缸(17)的无杆腔，第二顺序阀(2)的出油端连接至三节臂伸缩缸(15)的有杆

腔；

所述平台切换选择阀(11)、所述平台操作阀组(50)、第一顺序阀(1)和第二顺序阀(2)

用于控制所述二节金属伸缩臂与所述三节绝缘伸缩臂的顺序伸缩；所述二节臂控制换向阀

(12)和三节臂控制换向阀(13)分别用于控制所述二节金属伸缩臂与所述三节绝缘伸缩臂

的独立伸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线杆综合作业车的伸缩臂架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转台操作阀组(40)和所述平台操作阀组(50)间设有用于切换操作平台的平台切换选择

阀(1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适用于线杆综合作业车的伸缩臂架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平台操作阀组(50)包括伸缩臂控制换向阀(14)，所述伸缩臂控制换向阀(14)的第一工作

油口A、第二工作油口B，分别通过管路与所述控制阀组(30)的T2R口、T3E口相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适用于线杆综合作业车的伸缩臂架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三节臂伸缩缸(15)的无杆腔通过所述三节臂平衡阀(16)与所述控制阀组(30)的C3E口连

通，所述三节臂伸缩缸(15)的有杆腔通过所述三节臂平衡阀(16)与所述控制阀组(30)的

C3R口连通；所述二节臂伸缩缸(17)的无杆腔通过所述二节臂平衡阀(18)与所述控制阀组

(30)的C2E口相连，所述二节臂伸缩缸(17)的有杆腔通过所述二节臂平衡阀(18)与所述控

制阀组(30)的C2R口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适用于线杆综合作业车的伸缩臂架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控制阀组(30)，还包括第一阻尼油道(6‑1)、第二阻尼油道(6‑2)、第一梭阀(3‑1)、第二梭

阀(3‑2)、第一液控单向阀(4‑1)、第二液控单向阀(4‑2)、第一单向阀(5‑1)、第二单向阀(5‑

2)、第三单向阀(5‑3)、第四单向阀(5‑4)、第五单向阀(5‑5)、第六单向阀(5‑6)、第七单向阀

(5‑7)、第八单向阀(5‑8)与第九单向阀(5‑9)；

所述第一梭阀(3‑1)的出口c1连通第一液控单向阀(4‑1)的控制口k1，第二梭阀(3‑2)

的出口c2连通第二液控单向阀(4‑2)的控制口k2；

所述第一顺序阀(1)的进口与油口T3E、所述第一梭阀(3‑1)的一侧进油口a1及所述第

一单向阀(5‑1)的进口通过油道相连通，所述第一顺序阀(1)的出口与油口T2E、所述第一梭

阀(3‑1)的另一侧进油口b1及所述第三单向阀(5‑3)的进口均通过油道相连通；所述第二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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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阀（2）的进口与油口T2R、所述第二梭阀(3‑2)的一侧进油口b2及所述第四单向阀(5‑4)的

进口均通过油道相连通，所述第二顺序阀（2）的出口与油口T3R、所述第二梭阀(3‑2)的另一

侧进油口a2及所述第二单向阀(5‑2)的进口均通过油道相连通，所述第一顺序阀(1)和所述

第二顺序阀（2）的弹簧腔泄油均与所述第九单向阀(5‑9)的进口、所述第一梭阀(3‑1)的出

口c1的阻尼油道、所述第二梭阀(3‑2)的出口c2的阻尼油道均通过油道相连通，所述第九单

向阀(5‑9)的出口接回油箱(7)。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适用于线杆综合作业车的伸缩臂架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转台操作阀组(40)的第一联为平台切换选择阀(11)的第一工作油口A1与所述平台操作

阀组(40)的回油T口通过管路相连通，所述平台切换选择阀(11)的第二工作油口B1与所述

平台操作阀组(50)的进油P口通过管路相连通；所述转台操作阀组(40)的第二联为二节臂

控制换向阀(12)的第一工作油口A2、第二工作油口B2，通过管路分别与所述控制阀组(30)

的2R口、2E口相连通；所述转台操作阀组(40)的第三联为三节臂控制换向阀(13)的第一工

作油口A3、第二工作油口B3，通过管路分别与所述控制阀组(30)的3R口、3E口相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线杆综合作业车的伸缩臂架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转台操作阀组(40)和所述平台操作阀组(50)为手动换向多路阀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线杆综合作业车的伸缩臂架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压力表(10)，所述压力表(10)的进口与所述油泵(8)的出口及所述转台操作阀组(40)

的进口相连通。

9.一种作业车辆，其特征在于，包括：臂架，以及上述权利要求1至8中任一所述的适用

于线杆综合作业车的伸缩臂架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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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线杆综合作业车的伸缩臂架控制装置及作业车辆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臂架控制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适用于线杆综合作业车的伸缩臂

架控制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线杆综合作业车，是一种多功能电力基础施工设备，具有起吊、钻孔、扶杆、拔杆、

线杆及高空作业等功能，适用于木杆、水泥杆等线杆铺设施工及高空、或带电高空作业。线

杆综合作业车尚未得到广泛使用。其臂架通常采用三节（或三节以上）伸缩臂的结构形式，

其中最里面的一节即三节臂为绝缘臂，最外面基本臂即一节臂和中间二节臂均为金属臂，

当线杆综合作业车作为高空作业车使用，尤其是操作人员置于平台处进行带电高空作业

时，为了保证车辆的绝缘性能，保护平台作业人员的安全性，当需要操作伸缩臂外伸时，首

先必须要保证将三节绝缘臂完全伸出后，才可以伸出二节金属臂，即二、三节伸缩臂必须为

顺序操作；当车辆进行钻孔、线杆、拔杆等作业时，操作人员需在车辆的下部转台处进行操

作，此时又不允许伸三节绝缘臂，只允许伸出二节金属臂才能进行钻孔、线杆等作业，所以

转台下方的操作控制又不允许自动顺序操作，必须对二节金属臂、三节绝缘臂须进行独立

操作控制。

[0003] 现有技术中对臂架油缸顺序伸缩的控制技术方面，有的顺序伸缩控制是利用油缸

上特制的行程阀来触发，其结构复杂、可靠性与维护性均差；有的顺序伸缩控制的阀块或其

他液压阀元件布置在油缸尾部或活塞杆端部，受伸缩臂空间狭小尺寸限制，无法布置；有的

顺序伸缩控制是利用电控方式实现，采用电磁阀及行程开关或接近开关等电控元件，由于

其涉及了电控，应用方面很不方便、且电控故障率高，且在带电作业绝缘臂作业车场合很难

实施；而且现有的专利技术仅能实现顺序操作，不能根据操作位置的不同需求再实现独立

操作控制。

[0004] 针对线杆综合作业车一种特殊设备，集起吊、钻孔、扶杆、拔杆、线杆及高空作业等

多功能一体的特殊设备，根据不同的作业工况，其臂架的伸缩操作控制必须同时满足：在平

台顶部要求可实现为顺序操作，而在转台下部又必须为可独立操作控制的需求，现有的相

关技术，目前尚未有有效的解决办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适用于线杆综合作业车的伸缩臂架控制装置，以至少解

决相关技术中，其臂架的伸缩操作控制同时实现，在平台顶部可实现顺序操作，而在转台下

部为可实现独立操作控制。

[0006] 在本申请的一个实施例中，提出了一种适用于线杆综合作业车的伸缩臂架控制装

置，包括转台、三节绝缘伸缩臂、二节金属伸缩臂、三节臂伸缩缸、三节臂平衡阀、二节臂伸

缩缸、二节臂平衡阀、油泵和油箱，所述三节金属伸缩臂和所述二节金属伸缩臂的伸缩控制

分别由所述三节臂伸缩缸(15)和所述二节臂伸缩缸(17)实现，所述三节臂伸缩缸(15)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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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二节臂伸缩缸(17)由所述油泵(8)供油，所述转台下端设有控制阀组和转台操作阀组，所

述三节绝缘伸缩臂、二节金属伸缩臂的顶部设有平台操作阀组；

所述平台操作阀组(50)包括平台切换选择阀(11)、二节臂控制换向阀(12)和三节

臂控制换向阀(13)，所述平台操作阀组(50)用于控制所述油泵(8)出油的流向，所述平台切

换选择阀(11)与所述平台操作阀组(50)串联，所述控制阀组(30)包括有第一顺序阀(1)和

第二顺序阀(2)，第一顺序阀(1)和第二顺序阀(2)分别连接在所述平台操作阀组(50)后端

两个油路上，第一顺序阀(1)的出油端连接至二节臂伸缩缸(17)的无杆腔，第二顺序阀(2)

的出油端连接至三节臂伸缩缸(15)的有杆腔；所述平台切换选择阀(11)、所述平台操作阀

组(50)、第一顺序阀(1)和第二顺序阀(2)用于控制所述二节金属伸缩臂与所述三节绝缘伸

缩臂的顺序伸缩；所述二节臂控制换向阀(12)和三节臂控制换向阀(13)分别用于控制所述

二节金属伸缩臂与所述三节绝缘伸缩臂的独立伸缩。

[0007] 在本申请的一个实施例中，还提出了一种作业车辆，包括：臂架，以及上述的一种

适用于线杆综合作业车的伸缩臂架控制装置。

[0008] 通过本申请实施例，控制阀组中的第一顺序阀和第二顺序阀分别设定不同的压力

值，控制二、三节臂的顺序伸缩，在顶部平台处：a、操作平台操作阀组通过伸缩臂控制换向

阀做出“伸臂”动作，压力油先进入三节臂伸缩缸的无杆腔，带动三节臂外伸；当三节臂伸缩

缸行程伸到头时憋压，压力升高到第一顺序阀的设定值时，第一顺序阀打开，压力油通过第

一顺序阀后再进入二节臂伸缩缸无杆腔，带动二节臂外伸。b、操作平台操作阀组通过伸缩

臂控制换向阀做出“缩臂”动作，压力油先进入二节臂伸缩缸有杆腔，先带动二节臂回缩；当

二节臂伸缩缸行程缩到头时憋压，压力升高到的第二顺序阀的压力设定值时，第二顺序阀

打开，压力油通过第二顺序阀后再进入三节臂伸缩缸的有杆腔，再带动三节臂回缩。即顶部

平台处伸缩臂架的动作操作，可实现先伸三节臂、后伸二节臂，先缩二节臂、后缩三节臂的

顺序伸缩动作控制。

[0009] 并且，控制阀组中的第一阻尼油道d1、第二阻尼油道d2，阻尼直径设置合适的尺

寸，既能保证在顶部平台处操作臂架伸缩时，来自第一梭阀出口和第二梭阀出口的油路能

提供第一液控单向阀、第二液控单向阀的控制压力，使第一液控单向阀、第二液控单向阀反

向油路被打开，二节臂伸缩缸、三节臂伸缩缸的油路可流回油箱，实现臂架伸缩动作；同时

又分别用于顶部平台处操作臂架伸缩动作停止后第一液控单向阀和第二液控单向阀的控

制腔油路泄压作用，使得第一液控单向阀、第二液控单向阀的反向油路关闭截止，从而可保

证下侧转台处分别操作二节臂伸缩、三节臂伸缩动作时的可靠运行。

[0010] 压力表更可用于分别显示顶侧平台处操作、下侧转台处操作臂架各动作时不同的

压力，便于操作人员观察控制、便于出现异常时的故障排查。

附图说明

[0011]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申请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本申

请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申请，并不构成对本申请的不当限定。在附图中：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用于展示一种线杆综合作业车整车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用于展示液压控制原理图。

[0012] 附图标记：30、控制阀组；40、转台操作阀组；50、平台操作阀组；1、第一顺序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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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顺序阀；3‑1、第一梭阀；3‑2、第二梭阀；4‑1、第一液控单向阀；4‑2、第二液控单向阀；5‑

1、第一单向阀、5‑2、第二单向阀、5‑3、第三单向阀、5‑4、第四单向阀、5‑5、第五单向阀、5‑6、

第六单向阀、5‑7、第七单向阀、5‑8、第八单向阀、5‑9、第九单向阀；6‑1、第一阻尼油道；6‑2、

第二阻尼油道；7、油箱；8、油泵；9、溢流阀；10、压力表；11、平台切换选择阀；12、二节臂控制

换向阀；13、三节臂控制换向阀；14、伸缩臂控制换向阀；15、三节臂伸缩缸；16、三节臂平衡

阀；17、二节臂伸缩缸；18、二节臂平衡阀；19、转台；20、钻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文中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申请。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

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0014] 需要说明的是，本申请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及上述附图中的术语“第一”、“第

二”等是用于区别类似的对象，而不必用于描述特定的顺序或先后次序。

[0015]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适用于线杆综合作业车的伸缩臂架控制装置。图1是本

发明实施例用于展示一种线杆综合作业车整车的示意图；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用于展示液

压控制原理图。如图1和图2所示，该控制装置包括：

转台19、三节绝缘伸缩臂、二节金属伸缩臂、三节臂伸缩缸15、三节臂平衡阀16、二

节臂伸缩缸17、二节臂平衡阀18、油泵8和油箱7，转台19下端设有转台控制阀组30和转台操

作阀组40，三节绝缘伸缩臂、二节金属伸缩臂的顶部设有平台操作阀组50；

所述平台操作阀组50包括平台切换选择阀11、二节臂控制换向阀12和三节臂控制

换向阀13，所述平台操作阀组50用于控制所述油泵8出油的流向，所述平台切换选择阀11与

所述平台操作阀组50串联，所述控制阀组30包括有第一顺序阀1和第二顺序阀2，第一顺序

阀1和第二顺序阀2分别连接在所述平台操作阀组50后端两个油路上，第一顺序阀1的出油

端连接至二节臂伸缩缸17的无杆腔，第二顺序阀2的出油端连接至三节臂伸缩缸15的有杆

腔；所述平台切换选择阀11、所述平台操作阀组50、第一顺序阀1和第二顺序阀2用于控制所

述二节金属伸缩臂与所述三节绝缘伸缩臂的顺序伸缩；所述二节臂控制换向阀12和三节臂

控制换向阀13分别用于控制所述二节金属伸缩臂与所述三节绝缘伸缩臂的独立伸缩。

[0016] 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转台操作阀组40和平台操作阀组50间设有用于切换操作

转台/平台切换选择阀11。

[0017] 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平台操作阀组50包括伸缩臂控制换向阀14，所述伸

缩臂控制换向阀14的第一工作油口A、第二工作油口B，分别通过管路与控制阀组30的T2R

口、T3E口相连通。

[0018] 需要说明的是，控制阀组30阀块T2E油口、T3R油口需要用堵头堵上。

[0019] 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三节臂伸缩缸15的无杆腔通过三节臂平衡阀16与控

制阀组30的C3E口连通，所述三节臂伸缩缸15的有杆腔通过三节臂平衡阀16与控制阀组30

的C3R口连通；所述二节臂伸缩缸17的无杆腔通过二节平衡阀与控制阀组30的C2E口相连，

所述二节臂伸缩缸17的有杆腔通过二节臂平衡阀18与控制阀组30的C2R口连通。

[0020] 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控制阀组30，包括第一阻尼油道6‑1、第二阻尼油道6‑2、

第一梭阀3‑1、第二梭阀3‑2、第一液控单向阀4‑1、第二液控单向阀4‑2、第一单向阀5‑1、第

二单向阀5‑2、第三单向阀5‑3、第四单向阀5‑4、第五单向阀5‑5、第六单向阀5‑6、第七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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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5‑7、第八单向阀5‑8与第九单向阀5‑9；

第一梭阀3‑1的出口c1连通第一液控单向阀4‑1的控制口k1，第二梭阀3‑2的出口

c2连通第二液控单向阀4‑2的控制口k2；

第一顺序阀1的进口与油口T3E、第一梭阀3‑1的一侧进油口a1及第一单向阀5‑1的

进口通过阀块上的油道相连通，第一顺序阀1的出口与油口T2E、第一梭阀3‑1的另一侧进油

口b1及第三单向阀5‑3的进口均通过阀块上的油道相连通；第二顺序阀2的进口与油口T2R、

第二梭阀3‑2的一侧进油口b2及第四单向阀5‑4的进口均通过阀块上的油道相连通，第二顺

序阀2的出口与油口T3R、第二梭阀3‑2的另一侧进油口a2及第二单向阀5‑2的进口均通过阀

块上的油道相连通，第一顺序阀1和第二顺序阀2的弹簧腔泄油均与第九单向阀5‑9的进口、

第一梭阀3‑1出口c1的阻尼油道、第二梭阀3‑2出口c2的阻尼油道均通过阀块上的油道相连

通，第九单向阀5‑9的出口接回油箱7。

[0021]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单向阀5‑1的出口与第五单向阀5‑5的进口、阀块3E油口、C3E

油口均通过阀块内部油道相连通；第二单向阀5‑2的出口与第六单向阀5‑6的进口、阀块3R

油口、C3R油口均通过阀块内部油道相连通；第三单向阀5‑3的出口与第七单向阀5‑7的进

口、阀块2E油口、C2E油口均通过阀块内部油道相连通；第四单向阀5‑4的出口与第八单向阀

5‑8的的进口、阀块2R油口、C2R油口均通过阀块内部油道相连通。第五单向阀5‑5的出口、第

七单向阀5‑7的出口均与第二液控单向阀4‑2的反向工作油口f2通过阀块上的油道相连通，

第六单向阀5‑6的出口、第八单向阀5‑8的出口均与第一液控单向阀4‑1的反向工作油口通

过阀块油道相连通；第一液控单向阀4‑1的正向工作油口e1、第二液控单向阀4‑2的正向工

作油口f1均通过阀块上的油道连通后与油箱7相通。

[0022] 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转台操作阀组40的第一联平台切换选择阀11的第一工作

油口A1与平台操作阀组50的回油T口通过管路相连通，平台切换选择阀11的第二工作油口

B1与平台操作阀组50的进油P口通过管路相连通；所述转台操作阀组40第二联二节臂控制

换向阀12的第一工作油口A2、第二工作油口B2，通过管路分别与控制阀组30的2R口、2E口相

连通；所述转台操作阀组40的第三联三节臂控制换向阀13的第一工作油口A3、第二工作油

口B3，通过管路分别与转台控制阀组30的3R口、3E口相连通。

[0023] 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转台操作阀组40和平台操作阀组50为手动换向多路

阀组。

[0024] 需要说明的是，转台操作阀组40的三联换向阀均为O型中位机能的手动换向多路

阀，平台操作阀组50的伸缩控制换向阀也为O型中位机能的手动换向多路阀。

[0025] 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包括压力表10，所述压力表10的进口与油泵8的出口及转

台操作阀组40的进口相连通。

[0026] 需要说明的是，油路中还设有用于控制压力的溢流阀9，所述油泵8出口与溢流阀9

的进口均通过管路与转台操作阀组40的进口相连通，所述油泵8的进油口与溢流阀9的回油

口均通过管路与转台操作阀组40的回油口均和油箱7相连通。压力表10的进口与油泵8的出

口、溢流阀9的进口及转台操作阀组40的进口均相连通。

[0027] 通过本申请实施例，本发明可在顶部平台处实现：伸缩臂架“顺序伸缩”动作控制，

即先伸三节绝缘伸缩臂/后伸二节金属伸缩臂、先缩二节金属伸缩臂/后缩三节绝缘伸缩

臂；在下侧转台19处实现：二节金属伸缩臂、三节绝缘伸缩臂“独立伸缩”动作控制，且金属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13562672 A

7



伸缩臂及绝缘伸缩臂内均不安装任何阀组、不安装任何电控元件、两个伸缩臂伸缩缸采用

常规技术、且采用非常可靠的全液压控制操作，使得线杆综合作业车根据其多功能的作业

工况不同选择，可分别对伸缩臂架进行不同的操作控制，故障率低、作业效率高、作业安全、

控制可靠。

[0028]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的另一个方面，还提供了一种作业车辆，包括：臂架，以及上述

任一所述的一种适用于线杆综合作业车的伸缩臂架控制装置。

[0029] 通过以上的实施方式的描述，本实施例的两种控制如下：伸缩臂架“顺序伸缩”动

作控制，即先伸三节绝缘伸缩臂/后伸二节金属伸缩臂、先缩二节金属伸缩臂/后缩三节绝

缘伸缩臂；在下侧转台19处实现：二节金属伸缩臂、三节绝缘伸缩臂“独立伸缩”动作控制，

现对两种不同控制操作的具体油路走向作如下描述，详见附图2：

平台处操作“伸臂”动作：转台操作阀组40的第一联平台切换选择阀11换向至下侧

位置，平台操作阀组50伸缩控制换向阀14换向至上侧位置，即：

1）压力油路进入三节臂伸缩缸15无杆腔的油路走向为：P0—B1—P—B—T3E—5‑

1—C—C3E—V31—C31，三节臂伸缩缸15有杆腔的回油油路走向为：C32—V32—C3R—D—5‑

6—H—e2—e1—J—T；

2）三节臂伸缩缸15行程伸到头，第一顺序阀1打开，压力油通过第一顺序阀1再进

入二节臂伸缩缸17无杆腔的油路走向为：P0—B1—P—B—T3E—1—5‑3—E—C2E—V21—

C21，二节臂伸缩缸17有杆腔的回油油路走向为：C22—V22—C2R—F—5‑8—H—e2—e1—

J—T；

平台处操作“缩臂”动作：转台操作阀组40的第一联平台切换选择阀11换向至下侧

位置，平台操作阀组50伸缩控制换向阀换向至下侧位置，即：

3）压力油路进入二节臂伸缩缸17有杆腔的油路走向为：P0—B1—P—A—T2R—5‑

4—F—C2R—V22—C22，二节臂伸缩缸17无杆腔的回油油路走向为：C21—V21—C2E—E—5‑

7—G—f2—f1—J—T；

4）二节臂伸缩缸17行程缩到头，第二顺序阀2打开，压力油通过第二顺序阀2再进

入三节臂伸缩缸15有杆腔的油路走向为：P0—B1—P—A—T2R—2—5‑2—D—C3R—V32—

C32，，三节臂伸缩缸15无杆腔的回油油路走向为：C31—V31—C3E—C—5‑5—G—f2—f1—

J—T；

转台19处独立操作二节臂“伸臂”动作：转台操作阀组40的第一联平台切换选择阀

11换向至中位，第二联二节臂控制换向阀12换向至上侧位置，即：

5）压力油路进入二节臂伸缩缸17无杆腔的油路走向为：P0—B2—2E—E—C2E—

V21—C21，二节臂伸缩缸17有杆腔的回油油路走向为：C22—V22—C2R—F—2R—A2—T0；

转台19处独立操作二节臂“缩臂”动作：转台操作阀组40的第一联平台切换选择阀

11换向至中位，第二联二节臂控制换向阀12换向至下侧位置，即：

6）压力油路进入二节臂伸缩缸17有杆腔的油路走向为：P0—A2—2R—F—C2R—

V22—C22，二节臂伸缩缸17无杆腔的回油油路走向为：C21—V21—C2E—E—2E—B2—T0；

转台19处独立操作三节臂“伸臂”动作：转台操作阀组40的第一联平台切换选择阀

11换向至中位，第三联三节臂控制换向阀13换向至上侧位置，即：

7）压力油路进入三节臂伸缩缸15无杆腔的油路走向为：P0—B3—3E—C—C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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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1—C31，三节臂伸缩缸15有杆腔的回油油路走向为：C32—V32—C3R—D—3R—A3—T0；

转台19处独立操作三节臂“缩臂”动作：转台操作阀组40的第一联平台切换选择阀

11换向至中位，第三联三节臂控制换向阀13换向至下侧位置，即：

8）压力油路进入三节臂伸缩缸15有杆腔的油路走向为：P0—A3—3R—D—C3R—

V32—C32，三节臂伸缩缸15无杆腔的回油油路走向为：C31—V31—C3E—C—3E—B3—T0。

[0030] 以上所述仅是本申请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申请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申请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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