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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比例控制阀补偿挖掘机

液压系统性能测试系统及检测方法，属于挖掘机

技术领域。本发明包括模拟右手柄、模拟左手柄、

主溢流阀、吸油过滤器、油箱、比例变量泵、测功

机、电动机、单向阀、压力传感器Ⅰ、压力传感器

Ⅱ、压力传感器Ⅲ、压力传感器Ⅳ，电比例多路

阀、电比例节流阀、液压马达、液压缸Ⅰ、液压缸

Ⅱ，控制器；采用了电比例控制，电反馈的形式设

计了电比例控制的挖掘机压力补偿液压系统性

能测试实验台，可以研究现有挖掘机液压系统的

性能特性，可以采用独立的设计，改动比较容易，

同时动力消耗比较小，数据采集比较容易，可以

实现很好的实验研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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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比例控制阀补偿挖掘机液压系统性能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它包括模拟右

手柄(2)、模拟左手柄(3)、主溢流阀(4)、吸油过滤器(5)、油箱(6)、比例变量泵(7)、测功机

(8)、电动机(9)、单向阀(10)、压力传感器Ⅰ(11)、压力传感器Ⅱ(14)、压力传感器Ⅲ(16)、压

力传感器Ⅳ(18)，电比例多路阀(12)、电比例节流阀(13)、液压马达(15)、液压缸Ⅰ(17)、液

压缸Ⅱ(19)，控制器(1)构成；

其中模拟右手柄(2)、模拟左手柄(3)设置在控制面板上并与控制器(1)相互连接，控制

器(1)的输出端分别与液压系统相连接，液压系统包括模拟供油系统和模拟挖掘机液压阀

控制系统：

所述模拟供油系统包括与控制器(1)输出端线路连接的电动机(9)，电动机(9)与比例

变量泵(7)相连接，所述比例变量泵(7)与电动机(9)之间设有测功机(8)，比例变量泵(7)的

控制信号与控制器(1)相连接，比例变量泵(7)的入口通过吸油过滤器(5)与油箱(6)相连

接，油箱(6)内设有由主溢流阀(4)，比例变量泵(7)的输出端通过管路分别与模拟挖掘机液

压阀控制系统和主溢流阀(4)连接，比例变量泵(7)出口上设有单向阀(10)和压力传感器Ⅰ

(11)；

所述模拟挖掘机液压阀控制系统包括三组电比例组合阀，其中电比例组合阀包括电比

例多路阀(12)和电比例节流阀(13)，电比例节流阀(13)安装在电比例多路阀(12)上，其中

电比例多路阀(12)的电比例控制信号分别与控制器线路连接，电比例多路阀(12)的进油口

通过管路分别与比例变量泵(7)的油路输出口相连接；所述第一组电比例组合阀中的电比

例多路阀(12)的出油口通过液压管路与液压马达(15)相连接，第一组电比例组合阀中的电

比例节流阀(13)上设有检测压力信息的压力传感器Ⅱ(14)，压力传感器Ⅱ(14)与控制器

(1)相连接，第二组电比例组合阀中的压力传感器Ⅲ(16)与控制器(1)相连接，第二组电比

例组合阀中电比例多路阀(12)用来控制液压缸Ⅰ(17)，第二组电比例组合阀中的电比例节

流阀(13)上设有压力传感器Ⅲ(16)，第三组电比例组合阀中电比例多路阀(12)用来控制液

压缸Ⅱ(19)，第三组电比例组合阀中的电比例节流阀(13)上设有压力传感器Ⅳ(18)，压力

传感器Ⅳ(18)采集的压力信号传递给控制器(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比例控制阀补偿挖掘机液压系统性能测试系统，其特征在

于：根据需要电比例节流阀(13)安装在电 比例多路阀(12)的入口处进行控制阀前补偿，也

可以安装在电 比例多路阀(12)的出口处进行控制阀发后补偿。

3.一种使用权利要求1所述电比例控制阀补偿挖掘机液压系统性能测试系统的测试方

法，其特征在于：

操作模拟右手柄(2)和模拟左手柄(3)输出操作信号，输出的信号与操作角度成比例，

输出的操纵信号输入给控制器(1)，控制器(1)根据操纵信号控制电比例多路阀(12)阀芯的

位置，发动机(9)和比例变量泵(7)为整机提供液压动力源，比例变量泵的排量由控制器(1)

输出的信号进行控制；

压力传感器Ⅰ(11)、压力传感器Ⅱ(14)、压力传感器Ⅲ(16)、压力传感器Ⅳ(18)分别测

量电比例多路阀(12)进油口和出油口的压力并生成压力信号，并将采集到的压力信号传递

到控制器(1)中，控制器(1)根据预设控制策略和预设控制算法控制比例节流阀(13)，利用

调节比例节流阀(13)的阀芯开口大小实现压力补偿；

安装于电动机(9)和比例变量泵(7)之间的测功机(8)实时测量电动机(9)输出给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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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泵(7)的功率；

电比例多路阀(12)的出油口通过液压管路与液压马达(15)相连接，电比例多路阀(12)

控制液压缸Ⅰ(17)和液压缸Ⅱ(19)形成负载，实现压力藕联下多个执行元件之间进行流量

分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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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比例控制阀补偿挖掘机液压系统性能测试系统及检测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挖掘机液压系统性能测试系统及检测方法，尤其涉及一种挖掘机

技术领域的电比例控制阀补偿挖掘机液压系统性能测试系统及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液压挖掘机执行元件多、复合动作复杂、工作强度大、燃油消耗高，对环境的污染

十分严重。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技术的发展，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

对节能技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液压挖掘机的负载敏感系统可以根据负载的压力来进行主

动调整泵的排量，能够很好的进行动力匹配和实现负载良好的控制特性，因此对挖掘机负

载敏感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实车的研究动力消耗高，风险系数高，改动困难，

耗费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因此模拟实验研究具有很好的经济价值。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燃油消耗低，不污染环境，改动成本低，

实验风低的电比例控制阀补偿挖掘机液压系统性能测试系统及检测方法。

[0004]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的电比例控制阀补偿挖掘机液压系统性能测试系

统，它包括模拟右手柄、模拟左手柄、主溢流阀、吸油过滤器、油箱、比例变量泵、测功机、电

动机、单向阀、压力传感器Ⅰ、压力传感器Ⅱ、压力传感器Ⅲ、压力传感器Ⅳ，电比例多路阀、

电比例节流阀、液压马达、液压缸Ⅰ、液压缸Ⅱ，控制器；

[0005] 其中模拟右手柄、模拟左手柄设置在控制面板上并与控制器相互连接，控制器的

输出端分别与液压系统相连接，液压系统包括模拟供油系统和模拟挖掘机液压阀控制系

统：

[0006] 所述模拟供油系统包括与控制器输出端线路连接的电动机，电动机与比例变量泵

相连接，所述比例变量泵与电动机之间设有测功机，比例变量泵的控制信号与控制器相连

接，比例变量泵的入口通过吸油过滤器与油箱相连接，油箱内设有由主溢流阀，比例变量泵

的输出端通过管路分别与模拟挖掘机液压阀控制系统和主溢流阀连接，比例变量泵出口上

设有单向阀和压力传感器Ⅰ；

[0007] 所述模拟挖掘机液压阀控制系统包括三组电比例组合阀，其中电比例组合阀包括

电比例多路阀和电比例节流阀，电比例节流阀安装在比例多路阀上，其中电比例多路阀的

电比例控制信号分别与控制器线路连接，电比例多路阀的进油口通过管路分别与比例变量

泵的油路输出口相连接；所述第一组电比例组合阀中的电比例多路阀的出油口通过液压管

路与液压马达相连接，第一组电比例组合阀中的电比例节流阀上设有检测压力信息的压力

传感器Ⅱ，压力传感器Ⅱ与控制器相连接，第二组电比例组合阀中的压力传感器Ⅲ与控制

器相连接，第二组电比例组合阀中电比例多路阀用来控制液压缸Ⅰ，第二组电比例组合阀中

的电比例节流阀上设有压力传感器Ⅲ，第三组电比例组合阀中电比例多路阀用来控制液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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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Ⅱ，第三组电比例组合阀中的电比例节流阀上设有压力传感器Ⅳ，压力传感器Ⅳ采集的

压力信号传递给控制器。

[0008] 根据需要电比例节流阀。安装在比例多路阀。的入口处进行控制阀前补偿，也可以

安装在比例多路阀。的出口处进行控制阀发后补偿。

[0009] 一种电比例控制阀补偿挖掘机液压系统性能测试方法：

[0010] 操作模拟右手柄和模拟左手柄输出操作信号，输出的信号与操作角度成比例，输

出的操纵信号输入给控制器，控制器根据操纵信号控制电比例多路阀阀芯的位置，发动机

和比例变量泵为整机提供液压动力源，比例变量泵的排量由控制器输出的信号进行控制；

[0011] 压力传感器Ⅰ、压力传感器Ⅱ、压力传感器Ⅲ、压力传感器Ⅳ分别测量电比例多路

阀进油口和出油口的压力并生成压力信号，并将采集到的压力信号传递到控制器中，控制

器根据预设控制策略和预设控制算法控制比例节流阀，利用调节比例节流阀的阀芯开口大

小实现压力补偿；

[0012] 安装于电动机和比例变量泵之间的测功机实时测量电动机输出给比例变量泵的

功率。

[0013] 电比例多路阀的出油口通过液压管路与液压马达相连接，电比例多路阀控制液压

缸Ⅰ和液压缸Ⅱ形成负载，实现压力藕联下多个执行元件之间进行流量分配的研究。

[0014] 有益效果：该系统用来解决在挖掘机上进行实验研究存在的改动困难，燃油消耗

高，改动成本高和实验研究困难和参数改动不灵活的问题。通过采用电比例控制的多路阀

和电比例控制的节流阀构成阀后补偿实验模型，通过电比例变量泵进行供给流量的调节，

安装测功机用来测量输入给液压泵的功率，安装压力传感器测量系统的压力给控制器，控

制中可以灵活的进行控制测量的调整，来控制系统的运行工况。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控制

策略的调整，可以灵活的进行系统参数的采集和存储。可以为实际挖掘机动力系统的研究

提供实验数据。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电比例控制阀后补偿挖掘机液压系统性能测试实验系统结构框

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的电比例控制阀前补偿挖掘机液压系统性能测试实验系统结构框

图。

[0017] 图中：2-模拟右手柄，3-模拟左手柄，4-主溢流阀就，5-吸油过滤器，6-油箱，7-比

例变量泵，8-测功机，9-电动机，10-单向阀，11-压力传感器Ⅰ，12-电比例多路阀，13-电比例

节流阀，14-压力传感器Ⅱ，15-液压马达，16-压力传感器Ⅲ，17-液压缸Ⅰ，18-压力传感器

Ⅳ，19-液压缸Ⅱ，1-控制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对本申请的一个实施例做进一步说明：

[0019] 如图1或图2所示，本发明的电比例控制阀补偿挖掘机液压系统性能测试系统，包

括模拟右手柄2、模拟左手柄3、主溢流阀4、吸油过滤器5、油箱6、比例变量泵7、测功机8、电

动机9、单向阀10、压力传感器Ⅰ11、压力传感器Ⅱ14、压力传感器Ⅲ16、压力传感器Ⅳ18，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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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多路阀12、电比例节流阀13、液压马达15、液压缸Ⅰ17、液压缸Ⅱ19，控制器1构成；

[0020] 其中模拟右手柄2、模拟左手柄3设置在控制面板上并与控制器1相互连接，控制器

1的输出端分别与液压系统相连接，液压系统包括模拟供油系统和模拟挖掘机液压阀控制

系统：

[0021] 所述模拟供油系统包括与控制器1输出端线路连接的电动机9，电动机9与比例变

量泵7相连接，所述比例变量泵7与电动机9之间设有测功机8，比例变量泵7的控制信号与控

制器1相连接，比例变量泵7的入口通过吸油过滤器5与油箱6相连接，油箱6内设有由主溢流

阀4，比例变量泵7的输出端通过管路分别与模拟挖掘机液压阀控制系统和主溢流阀4连接，

比例变量泵7出口上设有单向阀10和压力传感器Ⅰ11；

[0022] 所述模拟挖掘机液压阀控制系统包括三组电比例组合阀，其中电比例组合阀包括

电比例多路阀12和电比例节流阀13，电比例节流阀13安装在比例多路阀12上，根据需要电

比例节流阀13安装在比例多路阀12的入口处进行控制阀前补偿，也可以安装在比例多路阀

12的出口处进行控制阀发后补偿，，其中电比例多路阀12的电比例控制信号分别与控制器

线路连接，电比例多路阀12的进油口通过管路分别与比例变量泵7的油路输出口相连接；所

述第一组电比例组合阀中的电比例多路阀12的出油口通过液压管路与液压马达15相连接，

第一组电比例组合阀中的电比例节流阀13上设有检测压力信息的压力传感器Ⅱ14，压力传

感器Ⅱ14与控制器1相连接，第二组电比例组合阀中的压力传感器Ⅲ16与控制器1相连接，

第二组电比例组合阀中电比例多路阀12用来控制液压缸Ⅰ17，第二组电比例组合阀中的电

比例节流阀13上设有压力传感器Ⅲ16，第三组电比例组合阀中电比例多路阀12用来控制液

压缸Ⅱ19，第三组电比例组合阀中的电比例节流阀13上设有压力传感器Ⅳ18，压力传感器

Ⅳ18采集的压力信号传递给控制器1。

[0023] 一种使用电比例控制阀补偿挖掘机液压系统性能测试系统的测试方法，

[0024] 操作模拟右手柄2和模拟左手柄3输出操作信号，输出的信号与操作角度成比例，

输出的操纵信号输入给控制器1，控制器1根据操纵信号控制电比例多路阀12阀芯的位置，

发动机9和比例变量泵7为整机提供液压动力源，比例变量泵的排量由控制器1输出的信号

进行控制；

[0025] 压力传感器Ⅰ11、压力传感器Ⅱ14、压力传感器Ⅲ16、压力传感器Ⅳ18分别测量电

比例多路阀12进油口和出油口的压力并生成压力信号，并将采集到的压力信号传递到控制

器1中，控制器1根据预设控制策略和预设控制算法控制比例节流阀13，利用调节比例节流

阀13的阀芯开口大小实现压力补偿；

[0026] 安装于电动机9和比例变量泵7之间的测功机8实时测量电动机9输出给比例变量

泵7的功率。

[0027] 电比例多路阀12的出油口通过液压管路与液压马达15相连接，电比例多路阀12控

制液压缸Ⅰ17和液压缸Ⅱ19形成负载，实现压力藕联下多个执行元件之间进行流量分配的

研究。

[0028] 阀后补偿是指压力藕联液压系统中存在多个负载时，为实现复合动作时各个执行

元件的流量分配，液压系统将最大负载的压力作为反馈信号，来控制泵提供相应的排量，同

时采用压力补偿阀的方式平衡由于各个执行元件之间由于负载不同存在的压力差，实现不

同执行元件的流量按控制目标进行独立分配，实现执行元件的复合动作，实现对负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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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不受负载的影响。目前挖掘机液压系统多为压力补偿液压系统，大多数的工程机械

液压系统也采用了压力补偿液压系统。但是在挖掘机上进行测试研究比较困难，存在安全

隐患，改动成本高，实验成本高，因此基于压力补偿液压系统的原理，

[0029] 具体实施例一：

[0030] 电比例控制阀补偿挖掘机液压系统性能测试实验系统由模拟右手柄2、模拟左手

柄3、主溢流阀4、吸油过滤器5、油箱6、比例变量泵7、测功机8、电动机9、单向阀10、压力传感

器10、14、16、18，电比例多路阀12、电比例节流阀13、液压马达15、液压缸17、19，控制器1构

成。模拟右手柄2和模拟左手柄3产生操作信号，输出的信号与操作角度成比例，输出的操纵

信号输入给控制器1，控制器1根据操纵信号来控制比例多路阀12阀芯的位置。压力传感器

10、14、16、18采集系统的压力信号，将压力信号传递到控制器1中，控制器根据控制策略和

控制算法控制比例节流阀13，通过调节比例节流阀13的阀芯开口大小来实现压力补偿。测

功机8安装于电动机9和比例变量泵7之间，测量电动机9输出给变量泵7的功率

[0031] 本实施方式的模拟右手柄2和模拟左手柄3产生操作信号，输出的信号与操作角度

成比例，输出的操纵信号输入给控制器1。

[0032] 电动机9驱动比例变量泵7为系统提供压力油源，控制器1产生的控制信号控制电

动机9的转速和电比例变量泵7的排量。

[0033] 测功机8安装在电动机9和比例变量泵7之间，测量电动机9输出给比例变量泵7的

功率，测量数据传递给控制器1。

[0034] 安装压力传感器10、14、16、18采集系统的压力信号，将压力信号传递到控制器1

中。

[0035] 如图1所示，电比例节流阀13安装在电比例多路阀12的出口处，电比例节流阀13根

据控制器1的控制信号进行调节，实现压力补偿；如图2所示，电比例节流阀13安装在电比例

多路阀12的入口处，电比例节流阀13根据控制器1的控制信号进行调节，实现压力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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