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1281087.3

(22)申请日 2019.12.1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2983909 A

(43)申请公布日 2021.06.18

(73)专利权人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410100 湖南省长沙市星沙经济技术

开发区离湘中路16号山河智能产业园

(72)发明人 何清华　方庆琯　刘昌盛　吴民旺　

李赛白　戴鹏　

(74)专利代理机构 长沙正奇专利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 43113

专利代理师 卢宏　张鲜

(51)Int.Cl.

F15B 11/16(2006.01)

F15B 21/14(2006.01)

审查员 杨洋

 

(54)发明名称

一种动臂液压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动臂液压系统，包括油

箱、液压泵、动臂油缸、多路阀和换向阀，所述液

压泵具有密封工作腔，以及分别与密封工作腔连

通的出油通道、第一吸油通道和第二吸油通道；

所述出油通道与多路阀的进油腔连通，所述第一

吸油通道与油箱连通，第二吸油通道通过换向阀

的其中一油路与动臂油缸的无杆腔连通，所述多

路阀中设有第一动臂联和第二动臂联，第一动臂

联的工作油口通过换向阀的另一油路与动臂油

缸的无杆腔连通，第二动臂联的工作油口与动臂

油缸的有杆腔连通。动臂缸下腔的中压回油可被

液压泵直接回收利用，回收效率高；而且对原液

压系统可几乎不做改动，成本低，优越性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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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动臂液压系统，包括油箱、液压泵（1）、动臂油缸（8）、多路阀（9）和第一换向阀

（4），所述多路阀（9）中设有第一动臂联（91）和第二动臂联（92），其特征在于，

所述液压泵（1）具有密封工作腔（11）、出油口（18）、吸油口（19）、出油通道（12）、第一吸

油通道（13）和第二吸油通道（14），所述出油通道（12）的一端与所述出油口连通，另一端连

接所述密封工作腔，所述第一吸油通道和所述第二吸油通道的一端连接所述吸油口，另一

端连接所述密封工作腔；

所述出油口与多路阀（9）的进油腔连通，所述第一吸油通道（13）与油箱连通且所述第

二吸油通道（14）通过所述吸油口及第一换向阀（4）的其中一油路与动臂油缸（8）的无杆腔

连通，所述第一动臂联（91）的工作油口通过第一换向阀（4）的另一油路与动臂油缸（8）的无

杆腔连通，第二动臂联（92）的工作油口与动臂油缸（8）的有杆腔连通；

当动臂油缸的无杆腔压力为高压时，所述第一换向阀换向使第二吸油通道开通，所述

动臂油缸的无杆腔回油经第一换向阀、吸油口、第二吸油通道直接进入液压泵的密封工作

腔，再经出油通道输出到多路阀的进油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臂液压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先导油源，以及分别与先

导油源连通的第一先导控制阀（2）和第二先导控制阀（3），所述第一先导控制阀（2）与第一

动臂联（91）的控制油口连接，所述第一先导控制阀（2）与第一动臂联（91）连通的管路上设

有第一压力传感器（6），所述第二先导控制阀（3）与第二动臂联（92）的控制油口连接，所述

第二先导控制阀（3）与第二动臂联（92）连通的管路上设有第二压力传感器（7）。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动臂液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动臂联（92）与动臂油缸

（8）的有杆腔连接的管路上设有第三压力传感器（20），所述第一换向阀（4）与动臂油缸（8）

的无杆腔连通的管路上设有第四压力传感器（3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臂液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换向阀（4）的控制端与

一控制器（5）电连接。

5.  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动臂液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吸油通道

（13）和第二吸油通道（14）均通过选通模块（15）与密封工作腔（11）相连，所述选通模块（15）

用于控制第一吸油通道（13）与密封工作腔（11）的通断，以及控制第二吸油通道（14）与密封

工作腔（11）的通断。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动臂液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选通模块（15）为第二换向

阀，所述第二换向阀与密封工作腔（11）连通，所述第二换向阀的一油路与第一吸油通道

（13）连通，所述第二换向阀的另一油路与第二吸油通道（14）连通；或

所述选通模块（15）包括第一单向阀和第二单向阀，所述第一吸油通道（13）通过第一单

向阀与密封工作腔（11）相连，所述第二吸油通道（14）通过第二单向阀与密封工作腔（11）相

连。

7.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动臂液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液压泵具有配油机构，所述

配油机构具有吸油窗（16）和压油窗（17），所述选通模块（15）和密封工作腔（11）通过所述吸

油窗（16）连通，所述出油通道（12）和密封工作腔（11）通过所述压油窗（17）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动臂液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吸油通道（13）

与一吸油口连通，所述第二吸油通道（14）与另一吸油口连通；所述出油通道（12）与一出油

口（18）连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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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一吸油通道（13）和第二吸油通道（14）均与一吸油口（19）连通，所述出油通道

（12）与一出油口（18）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动臂液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液压泵（1）还具有

泄油区和油封区，所述第二吸油通道（14）与泄油区和油封区均不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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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动臂液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程机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动臂液压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开式液压泵为应用于具有多个液压执行元件的开式液压系统。这多个液压执行元

件中，大部分执行元件回油腔的液压回油压力不足1Mpa，属零压回油；但至少有一个执行元

件的回油腔会产生10Mpa左右的液压回油压力，属中压回油。通常的开式液压系统中，这部

分中压回油和其它零压回油一样，被释放回常压油箱中。中压回油具有的液压能变成热能

消耗于油温升高，造成了液压能量的损失。

[0003] 如图1所示，为常规挖掘机动臂原理。液压挖掘机的动臂油缸8提供了挖掘机动臂

举升和落下的主要动力。液压第一主泵40和第二主泵50输出的压力油经过多路阀9的第一

动臂联91和第二动臂联92的控制，驱动动臂油缸8活塞杆的伸出和缩回，活塞杆伸出时，动

臂抬高负载举升；活塞杆缩回时，动臂落下负载下降。负载举升时，液压力对负载作功，使负

载势能增加；动臂落下负载下降时，这部分增加的势能会变成动臂液压缸回油腔（大腔）液

压油的压力能，使大腔回油压力升高到10Mpa左右。大腔回油经过多路阀9的动臂联节流口

被释放回油箱，这些压力能就变成热能浪费了。

[0004] 为了利用这部分中压（10Mpa左右）回油的液压能，目前采用的回收利用方法有以

下几种。其一是将这部分较高压力的回油流量通过液压变压器后充入蓄能器储存，并可在

需要时释放使用。其二是将该较高压力的回油流量用于驱动液压马达，再用液压马达驱动

发电机发电，以电能方式回收利用。其三是将该较高压力的回油流量用于驱动液压马达，再

将液压马达输出的转矩、转速与驱动液压泵的电动机的转矩、转速耦合，以机械能的方式回

收利用。这些回收利用方法都涉及压力匹配和转速匹配，需要实时进行液压马达或液压变

压器排量的调节，需要配置复杂的液压控制阀组及电控传感系统。这些回收利用方法除了

成本较高、调节困难以外，还由于回收的中压回油流经的元件较多且流道复杂而会产生较

大的压力损失，回收利用的效率不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可将较高

压力的回油流量高效回收的动臂液压系统。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动臂液压系统，包括油箱、液压泵、动臂油缸、多路阀和第一换向阀，所述液压

泵具有密封工作腔，以及分别与密封工作腔连通的出油通道、第一吸油通道和第二吸油通

道；所述出油通道与多路阀的进油腔连通，所述第一吸油通道与油箱连通，第二吸油通道通

过第一换向阀的其中一油路与动臂油缸的无杆腔连通，所述多路阀中设有第一动臂联和第

二动臂联，第一动臂联的工作油口通过第一换向阀的另一油路与动臂油缸的无杆腔连通，

第二动臂联的工作油口与动臂油缸的有杆腔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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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当动臂油缸下腔压力为高压（大于3Mpa）时，第一换向阀换向使第二吸油通道开

通，动臂缸下腔（无杆腔）回油经第一换向阀直接进入液压泵的密封工作腔，在泵密封工作

腔被压缩后，成为高压油，经出油通道输出到多路阀。高压油经多路阀第二动臂联进入动臂

油缸的有杆腔，在负载重力的共同作用下，使动臂下降。如此，动臂缸下腔的中压回油被液

压泵直接回收利用，回收效率高；而且采用该直接回收形式的节能液压系统对原液压系统

可几乎不做改动（只需将原开式液压泵更换为本发明的开式液压泵，并对中压回油的油路

略作改动即可），成本低，优越性明显。

[0009]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10] 为检测动臂有杆腔和无杆腔压力，该系统还包括先导油源，以及分别与先导油源

连通的第一先导控制阀和第二先导控制阀，所述第一先导控制阀与第一动臂联的控制油口

连接，所述第一先导控制阀与第一动臂联连通的管路上设有第一压力传感器，所述第二先

导控制阀与第二动臂联的控制油口连接，所述第二先导控制阀与第二动臂联连通的管路上

设有第二压力传感器。

[0011] 所述第二动臂联与动臂油缸的有杆腔连接的管路上设有第三压力传感器，所述第

一换向阀与动臂油缸的无杆腔连通的管路上设有第四压力传感器。

[0012] 为实现第一换向阀换向，所述第一换向阀的控制端与一控制器电连接。

[0013] 所述第一吸油通道和第二吸油通道均通过选通模块与密封工作腔相连，所述选通

模块用于控制第一吸油通道与密封工作腔的通断，以及控制第二吸油通道与密封工作腔的

通断。

[0014] 优选选通模块由可实现油路通断切换的液控单向阀或第二换向阀组成，单向阀或

第二换向阀可以是二通插装阀型，也可以是滑阀型。单向阀或第二换向阀可以集成安装在

一个油路块中，形成一个结构模块；也可分别安装在两个吸油通道的适当位置，构成功能模

块。

[0015] 所述选通模块为第二换向阀，所述第二换向阀与密封工作腔连通，所述第二换向

阀的一油路与第一吸油通道连通，所述第二换向阀的另一油路与第二吸油通道连通；或

[0016] 所述选通模块包括第一单向阀和第二单向阀，所述第一吸油通道通过第一单向阀

与密封工作腔相连，所述第二吸油通道通过第二单向阀与密封工作腔相连。

[0017] 所述液压泵为开式液压泵，且所述液压泵具有配油机构，所述配油机构具有吸油

窗和压油窗，所述选通模块和密封工作腔通过所述吸油窗连通，所述出油通道和密封工作

腔通过所述压油窗连通。

[0018] 所述第一吸油通道与一吸油口连通，所述第二吸油通道与另一吸油口连通；所述

出油通道与一出油口连通；或

[0019] 所述第一吸油通道和第二吸油通道均与一吸油口连通，所述出油通道与一出油口

连通。

[0020] 共用一个设置在泵体上的吸油口时，两个吸油通道可以在原吸油腔（即所述的第

一吸油通道）中套装一个耐较高压力的管道（即所述的第二吸油通道），形成大通道（0压）套

小通道（中压）的嵌套式双通道结构。在泵体上为每个通道各设置一个吸油口时，可将原吸

油腔改制为并列的双通道结构；还可对泵体进行改制，增加一个中压通道。

[0021] 所述液压泵还具有泄油区和油封区，所述第二吸油通道与泄油区和油封区均不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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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23] 本发明可将动臂油缸较高压力的回油流量以液压能形式直接回收利用，回收效率

高；而且采用该直接回收形式的节能液压系统对原液压系统可几乎不做改动（只需将原开

式液压泵更换为本发明的开式液压泵，并对中压回油的油路略作改动即可），成本低，优越

性明显。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常规挖掘机动臂液压系统原理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的动臂液压系统的原理图。

[0026] 图例说明：1、液压泵；2、第一先导控制阀；3、第二先导控制阀；4、第一换向阀；5、控

制器；6、第一压力传感器；7、第二压力传感器；  8、动臂油缸；9、多路阀；91、第一动臂联；92、

第二动臂联；；11、密封工作腔；12、出油通道；13、第一吸油通道；14、第二吸油通道；15、选通

模块；16、吸油窗；17、压油窗；18、出油口；19、吸油口；20、第三压力传感器；30、第四压力传

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具体优选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但并不因此而限制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0028] 实施例：

[0029]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动臂液压系统，包括油箱、液压泵1、动臂油缸8、多路阀9、

第一换向阀4、控制器5、先导油源、以及分别与先导油源连通的第一先导控制阀2和第二先

导控制阀3。

[0030] 液压泵的泵体中开设有密封工作腔11、压油窗17、吸油窗16、出油通道12、第一吸

油通道13、第二吸油通道14、吸油口19和出油口18。出油口18、出油通道12、压油窗17和密封

工作腔11依次连通。吸油窗16与密封工作腔11连通，第一吸油通道13和第二吸油通道14均

通过一选通模块15与吸油窗16连通，其中，选通模块15为第二换向阀，第二换向阀与密封工

作腔11连通，第二换向阀的一油路与第一吸油通道13连通，第二换向阀的另一油路与第二

吸油通道14连通。第一吸油通道13和第二吸油通道14均与吸油口19连通。

[0031] 此外，液压泵1还具有泄油区和油封区，第二吸油通道14与泄油区和油封区均不连

通。

[0032] 出油通道12与多路阀9的进油腔连通，第一吸油通道13与油箱连通，第二吸油通道

14通过第一换向阀4的其中一油路与动臂油缸8的无杆腔连通，多路阀9中设有第一动臂联

91和第二动臂联92，第一动臂联91的工作油口通过第一换向阀4的另一油路与动臂油缸8的

无杆腔连通，第二动臂联92的工作油口与动臂油缸8的有杆腔连通，第一换向阀4的控制端

与控制器5电连接。

[0033] 第一先导控制阀2与第一动臂联91的控制油口连接，第一先导控制阀2与第一动臂

联91连通的管路上设有第一压力传感器6，第二先导控制阀3与第二动臂联92的控制油口连

接，第二先导控制阀3与第二动臂联92连通的管路上设有第二压力传感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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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此外，第二动臂联92与动臂油缸8的有杆腔连接的管路上设有第三压力传感器20，

第一换向阀4与动臂油缸8的无杆腔连通的管路上设有第四压力传感器30。

[0035] 参照图2，当传感器6检测到第一先导控制阀2与多路阀9之间油路上的先导控制油

为高压（大于3Mpa）且传感器7检测到第二先导控制阀3与多路阀9之间油路上的先导控制油

为0压（小于1Mpa）时，选通模块15开通第一吸油通道13，第一换向阀4的电磁铁断电。液压泵

1从油箱中吸油，经第一吸油通道3进入配油机构吸油窗16，在泵密封工作腔11被压缩后，成

为高压油，从配油机构压油窗17经出油口18输出到多路阀9。多路阀第二动臂联92此时在左

位，高压油经多路阀第二动臂联92进入动臂油缸8的下腔，使动臂上升，动臂缸上腔回油经

多路阀第二动臂联92回油箱。

[0036] 当传感器6检测到第一先导控制阀2与多路阀9之间油路上的先导控制油为0压（小

于1Mpa）且传感器7检测到第二先导控制阀3与多路阀9之间油路上的先导控制油为为高压

（大于3Mpa），且第四传感器30检测到动臂油缸下腔压力大于3Mpa时，选通模块15开通第二

吸油通道14，控制器5输出信号使第一换向阀4的电磁铁通电。动臂缸下腔回油经第一换向

阀4直接进入本实施例的液压泵吸油口19，经第二吸油通道14进入配油机构吸油窗16，在泵

密封工作腔11被压缩后，成为高压油，从配油机构压油窗17经出油通道14输出到多路阀9。

多路阀第二动臂联92此时在右位，高压油经多路阀第二动臂联92进入动臂油缸8的上腔，在

负载重力的共同作用下，使动臂下降。如此，动臂缸下腔的中压回油被本实施例的液压泵1

直接回收利用了。

[0037] 以上所述，仅是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申请做任何形式的限制，虽然本申

请以较佳实施例揭示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制本申请，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

离本申请技术方案的范围内，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做出些许的变动或修饰均等同于等

效实施案例，均属于技术方案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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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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