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812956.4

(22)申请日 2019.08.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49979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11.26

(73)专利权人 中国矿业大学

地址 221116 江苏省徐州市大学路1号中国

矿业大学科研院

(72)发明人 丁海港　刘永状　赵继云　程刚　

陈世其　赵亮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瑞弘专利商标事务所

(普通合伙) 32249

代理人 李悦声

(51)Int.Cl.

E02F 3/42(2006.01)

E02F 9/22(2006.01)

F15B 1/02(2006.01)

F15B 11/08(2006.01)

F15B 13/04(2006.01)

F15B 21/14(2006.01)

审查员 陈贺元

 

(54)发明名称

一种大型液压挖掘机的重载动臂势能回收

利用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57)摘要

一种大型液压挖掘机的重载动臂势能回收

利用系统及方法，适用于采矿机械使用。在原动

臂液压系统的基础上，设置变量马达、蓄能器、控

制阀组，其中控制阀组连接动臂油缸的有杆腔和

无杆腔，且控制阀与主阀并联；变量马达、控制阀

组、蓄能器依次连接；动臂油缸无杆腔的高压油

液经控制阀组分三路，分别进入动臂油缸的有杆

腔、蓄能器和变量马达；变量马达连接发动机，组

成混合动力，以共同驱动主泵。兼具流量再生和

混合动力的优势，结构简单，能量转化环节少，能

量利用率高，蓄能器体积小，辅助驱动力矩大，

泵/马达功率等级小，系统占用空间小，控制灵

活，可适应复杂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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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型液压挖掘机的重载动臂势能回收利用系统，在原动臂液压系统上设有能量

回收利用系统构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原动臂液压系统包括动臂（4）和动臂油缸（5）、主阀

（6），主泵（7）和发动机（8），其中动臂（4）和动臂油缸（5）相互匹配构成的完整液压臂，动臂

油缸（5）中被动臂（4）的活塞分为有杆腔和无杆腔，有杆腔和无杆腔的管路分别通过主阀

（6）与主泵（7）连接，主泵（7）与发动机（8）连接；

所述的能量回收利用系统包括顺序连接的变量马达（1）、蓄能器（2）和控制阀组（3），其

中变量马达（1）设置在主泵（7）与发动机（8）之间，变量马达（1）与发动机（8）组成混合动力

共同驱动主泵（7）从而降低发动机（8）的能耗；

所述控制阀组（3）包括第一单向阀（3.1）、液控单向阀（3.2）、比例方向阀（3.3）、第二单

向阀（3.4）和电磁换向阀（3.5），其中第一单向阀（3.1）和液控单向阀（3.2）同向并排设置，

第一单向阀（3.1）和液控单向阀（3.2）的入口端分别与动臂油缸（5）的有杆腔和无杆腔相连

接从而构成差动回路，第一单向阀（3.1）和液控单向阀（3.2）的出口端通过三通与比例方向

阀（3.3）的入口端相连接，比例方向阀（3.3）的输出端与第二单向阀（3.4）的入口端相连接，

蓄能器（2）经过电磁换向阀（3.5）管路连接变量马达（1），第二单向阀（3.4）的出口端与蓄能

器（2）和电磁换向阀（3.5）之间的管路相连接；动臂油缸（5）的无杆腔的一部分高压油液通

过差动回路流入有杆腔，以实现动臂的流量再生，另一部分高压油液进入蓄能器（2）和变量

马达（1），该差动回路可使进入蓄能器（2）的油液体积减少50%，使油液压力增加1倍；

所述第二单向阀（3.4）、有杆腔和无杆腔上均设有压力传感器（10），变量马达（1）与发

动机（8）之间设有转速扭矩仪（11）；比例方向阀（3.3）、所有传感器（10）、变量马达（1）和转

速扭矩仪（11）分别通过线路连接有控制器（9），控制器（9）的型号为S71200,控制器（9）通过

电缆分别控制比例方向阀（3.3）的换向及开度、变量马达（1）的排量以及电磁换向阀（3.5）

的换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型液压挖掘机的重载动臂势能回收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

液控单向阀（3.2）上还连接有先导阀组（12），用以控制液控单向阀（3.2）的开启与关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型液压挖掘机的重载动臂势能回收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蓄能器（2）为皮囊式蓄能器，比例方向阀（3.3）为两位两通比例换向阀。

4.一种使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型液压挖掘机的重载动臂势能回收利用系统的控制方

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流量再生、蓄能器蓄能、下降混合动力驱动和抬升混合动力驱动四种状

态；

在大型液压挖掘机的动臂（4）下放阶段，首先同时实施流量再生，然后蓄能器蓄能与混

合驱动同时进行；在大型液压挖掘机的动臂（4）抬升阶段，蓄能器释放能量，驱动变量马达

旋转，以混合驱动；

具体步骤如下：

1）流量再生：当大型液压挖掘机的动臂（4）下降阶段时，控制器（9）打开液控单向阀

（3.2），动臂油缸（5）无杆腔中的一部分高压油液经差动回路进入有杆腔，构成高压油液的

流量再生，从而减少进入蓄能器（2）的油液体积，并且增加蓄能器（2）的蓄能压力从而提高

变量马达（1）的输出扭矩；

2）蓄能器蓄能：当大型液压挖掘机的动臂（4）下降阶段时，在控制器（9）打开液控单向

阀（3.2）的同时打开比例方向阀（3.3），此时动臂油缸（5）无杆腔中的一部分高压油液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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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能器（2）进行存储；

3）下降混合动力驱动：在大型液压挖掘机的动臂（4）下降阶段时，电磁换向阀（3.5）开

启，动臂油缸（5）无杆腔中的一部分高压油液进入变量马达（1），辅助驱动变量马达（1）旋转

并输出扭矩，使变量马达（1）与发动机（8）组成混合动力，以共同驱动主泵（7）；

4）抬升混合动力驱动：在大型液压挖掘机的动臂（4）举升阶段时，关闭比例方向阀

（3.3）和液控单向阀（3.2），蓄能器（2）释放所存储的高压油液，释放的高压油液驱动变量马

达（1），变量马达（1）继续辅助发动机（8）驱动主泵（7）；

下降混合动力驱动和抬升混合动力驱动中，变量马达（1）的扭矩与发动机（8）的扭矩进

行混合构成混合动力，从而共同驱动主泵（7），通过混合动力可以利用动臂势能，降低发动

机的能耗，通过调节变量马达（1）的排量，可优化混合驱动单元的功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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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型液压挖掘机的重载动臂势能回收利用系统及其控制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重载动臂势能回收利用系统及其控制方法，尤其适用于机械领域

使用的大型液压挖掘机的重载动臂势能回收利用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大型液压挖掘机是露天矿联合作业的关键设备，主要配装大型自卸卡车，用于表

土的剥离以及矿岩或煤炭的采装作业。大型液压挖掘机的机重一般超过100吨，整机功率一

般可达几千kW，耗能惊人，但整机效率只有20%左右。

[0003] 挖掘机在工作过程中，通过动臂油缸驱动动臂来举升工作装置，且升降频繁，动臂

下降时产生大量的势能。通常这部分势能大部分消耗于主液压阀的节流口并转换为热能，

造成了大量的能量浪费和系统发热，危及液压元件的寿命。相关研究表明，在挖掘机所有可

回收的能量中，动臂势能占比最大，约占72%，因此高效回收利用动臂势能是提高挖掘机能

量利用率的重要途径。

[0004] 目前的电气式和液压式动臂势能回收利用系统主要应用于中小型液压挖掘机，而

难以应用于大型液压挖掘机。这主要是因为大型液压挖掘机的工作装置质量巨大，动臂下

降时所释放的流量和势能巨大，如果采用现有的势能回收利用系统，则需要大容量的电气

式或液压式储能元件，进而需要较大的安装空间，并需要改变动臂结构。由于挖掘机的安装

空间有限，导致现有的势能回收利用系统无法满足要求，需要进一步开发适用于大型液压

挖掘机的重载势能回收利用系统与控制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目前大型液压挖掘机重载动臂势能难以回收利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适

用于大型液压挖掘机的重载动臂势能回收利用系统及其控制方法，其能够在有限空间内高

效回收利用巨量势能，以提高大型液压挖掘机的能量利用率。

[0006] 适用于大型液压挖掘机的重载动臂势能回收利用系统，在原动臂液压系统上设有

能量回收利用系统构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原动臂液压系统包括动臂和动臂油缸、主阀，主

泵和发动机，其中动臂和动臂油缸相互匹配构成的完整液压臂，动臂油缸中被动臂的活塞

分为有杆腔和无杆腔，有杆腔和无杆腔的管路分别通过主阀与主泵连接，主泵与发动机连

接；

[0007] 所述的能量回收利用系统包括顺序连接的变量马达、蓄能器和控制阀组，其中变

量马达设置在主泵与发动机之间，变量马达与发动机组成混合动力共同驱动主泵从而低发

动机的能耗；

[0008] 所述控制阀组包括第一单向阀、液控单向阀、比例方向阀、第二单向阀和电磁换向

阀，其中第一单向阀和液控单向阀同向并排设置，第一单向阀和液控单向阀的入口端分别

与动臂油缸的有杆腔和无杆腔相连接从而构成差动回路，第一单向阀和液控单向阀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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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通过三通匀与比例方向阀的入口端相连接，比例方向阀的输出端与第二单向阀的入口端

相连接，蓄能器经过电磁换向阀管路连接变量马达，第二单向阀的出口端与蓄能器和电磁

换向阀之间的管路相连接；动臂油缸的无杆腔的一部分高压油液通过差动回路流入有杆腔

实现动臂的流量再生，另一部分高压油液进入蓄能器和变量马达，该差动回路可使进入蓄

能器的油液体积减少50%，使油液压力增加1倍。

[0009] 所述第二单向阀、有杆腔和无杆腔上均设有压力传感器，变量马达与发动机之间

设有转速扭矩仪；比例方向阀、所有传感器、变量马达和转速扭矩仪分别通过线路连接有控

制器，控制器的型号为S71200,控制器通过电缆分别控制比例方向阀的换向及开度、变量马

达的排量以及电磁换向阀的换向。

[0010] 液控单向阀上还连接有先导阀组，用以控制液控单向阀的开启与关闭。

[0011] 所述蓄能器为皮囊式蓄能器，比例方向阀为两位两通比例换向阀。

[0012] 一种大型液压挖掘机的重载动臂势能回收利用系统的控制方法，其包括流量再

生、蓄能器蓄能、下降混合动力驱动和抬升混合动力驱动四种状态；

[0013] 在大型液压挖掘机的动臂下放阶段，首先同时实施流量再生，然后蓄能器蓄能与

混合驱动同时进行；在大型液压挖掘机的动臂抬升阶段，蓄能器释放能量，驱动变量马达旋

转，以混合驱动；

[0014] 具体步骤如下：

[0015] 1）流量再生：当大型液压挖掘机的动臂下降阶段时，控制器打开液控单向阀，动臂

油缸无杆腔中的一部分高压油液经差动回路进入有杆腔，构成高压油液的流量再生，从而

减少进入蓄能器的油液体积，并且增加蓄能器的蓄能压力从而提高变量马达的输出扭矩；

[0016] 2）蓄能器蓄能：当大型液压挖掘机的动臂下降阶段时，在控制器打开液控单向阀

的同时打开比例方向阀，此时动臂油缸无杆腔中的一部分高压油液进入蓄能器进行存储；

[0017] 3）下降混合动力驱动：在大型液压挖掘机的动臂下降阶段时，电磁换向阀开启，动

臂油缸无杆腔中的高压油液进入变量马达，辅助驱动变量马达旋转并输出扭矩，使变量马

达与发动机组成混合动力，以共同驱动主泵；

[0018] 4）抬升混合动力驱动：在大型液压挖掘机的动臂举升阶段时，关闭比例方向阀和

液控单向阀，蓄能器释放所存储的高压油液，释放的高压油液驱动变量马达，变量马达继续

辅助发动机驱动主泵；

[0019] 下降混合动力驱动和抬升混合动力驱动中，变量马达的扭矩与发动机的扭矩进行

混合构成混合动力，从而共同驱动主泵，通过混合动力可以利用动臂势能，降低发动机的能

耗，通过调节变量马达的排量，可优化混合驱动单元的功率分配。

[0020] 有益效果：该新型重载动臂节能系统兼具流量再生和混合动力的优势，结构简单，

能量转化环节少，能量利用率高，蓄能器体积小：在回收同样的能量的情况下，蓄能器的体

积可以减少50%，辅助驱动力矩大：采用流量再生后，进入变量马达的油液压力增加1倍，因

此在同样排量下，变量马达的驱动扭矩增加1倍，变量马达功率等级小：因为进入变量马达

的油液压力增加1倍，在输出同样扭矩的情况下，可选用较小功率等级的变量马达，系统占

用空间小，控制灵活，可适应复杂工况。

[0021] 本发明具有如下优势：

[0022] 1）蓄能器体积小、辅助驱动力矩大。通过第一单向阀和液控单向阀与动臂油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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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动连接，形成动臂流量再生，其一方面可以减少约50%的动臂流量进入蓄能器（一般动臂

无杆腔与有杆腔的有效面积比为2:1），可显著减小蓄能器的体积，另一方面可增减加1倍的

压力来驱动液压马达，显著提高了辅助驱动的力矩。另外，在动臂下降阶段，采用能量回收

和利用并行的方式，即蓄能器蓄能与变量马达辅助驱动同步进行，进一步减小了蓄能器的

体积。

[0023] 2）能量利用时间延长，泵/马达功率等级减小。动臂下放结束后，蓄能器释放高压

油液，继续驱动液压马达，理论上可将能量利用时间从原来动臂下放的2-3s延长至整个挖

掘周期（约20s），由此在利用相同的势能时，显著降低了液压马达的功率等级，另外，通过流

量再生提高了驱动液压马达的压力，在相同的驱动力矩下，可显著减少液压马达的排量。

[0024] 3）兼具流量再生和混合动力的优势，且结构简单，能量转化环节少，能量利用率

高。

[0025] 4）控制灵活，适应复杂工况。通过控制阀组及泵/马达的控制，可适应长距离及短

距离动臂下放工况、高负载及低负载工况，以满足复杂挖掘工况的要求。因此本发明可实现

大型液压挖掘机的重载动臂势能的高效回收利用。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新型重载动臂势能回收利用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采用重载动臂势能回收利用系统的大型液压挖掘机实施例。

[0028] 图中：1-变量马达，2-蓄能器，3-控制阀组，3.1-第一单向阀，3.2-液控单向阀，

3.3-比例方向阀，3.4-第二单向阀，3.5-电磁换向阀，4-动臂，5-动臂油缸，6-主阀，7-主泵，

8-发动机，9-控制器，10-压力传感器，11-转速扭矩仪，12-先导阀组，13-大型液压挖掘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更进一步的解释。

[0030]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大型液压挖掘机的重载动臂势能回收利用系统，在原动

臂液压系统上设有能量回收利用系统构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原动臂液压系统包括动臂4和

动臂油缸5、主阀6，主泵7和发动机8，其中动臂4和动臂油缸5相互匹配构成的完整液压臂，

动臂油缸5中被动臂4的活塞分为有杆腔和无杆腔，有杆腔和无杆腔的管路分别通过主阀6

与主泵7连接，主泵7与发动机8连接；

[0031] 所述的能量回收利用系统包括顺序连接的变量马达1、蓄能器2和控制阀组3，其中

变量马达1设置在主泵7与发动机8之间，变量马达1与发动机8组成混合动力共同驱动主泵7

从而低发动机8的能耗，蓄能器2为皮囊式蓄能器，；

[0032] 所述控制阀组3包括第一单向阀3.1、液控单向阀3.2、比例方向阀3.3、第二单向阀

3.4和电磁换向阀3.5，其中第一单向阀3.1和液控单向阀3.2同向并排设置，第一单向阀3.1

和液控单向阀3.2的入口端分别与动臂油缸5的有杆腔和无杆腔相连接从而构成差动回路，

第一单向阀3.1和液控单向阀3.2的出口端通过三通匀与比例方向阀3.3的入口端相连接，

比例方向阀3.3为两位两通比例换向阀，比例方向阀3.3的输出端与第二单向阀3.4的入口

端相连接，蓄能器2经过电磁换向阀3.5管路连接变量马达1，第二单向阀3.4的出口端与蓄

能器2和电磁换向阀3.5之间的管路相连接；动臂油缸5的无杆腔的一部分高压油液通过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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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回路流入有杆腔实现动臂的流量再生，另一部分高压油液进入蓄能器2和变量马达1，该

差动回路可使进入蓄能器2的油液体积减少50%，使油液压力增加1倍。进入动臂油缸（5）有

杆杆腔、蓄能器（2）、变量马达（1）三部分的油液体积之和等于动臂油缸（5）无杆腔的油液体

积。

[0033] 液控单向阀3.2上还连接有先导阀组12，用以控制液控单向阀3.2的开启与关闭，

所述第二单向阀3.4、有杆腔和无杆腔上均设有压力传感器10，变量马达1与发动机8之间设

有转速扭矩仪11；比例方向阀3.3、所有传感器10、变量马达1和转速扭矩仪11分别通过线路

连接有控制器9，控制器9的型号为S71200,控制器9通过电缆分别控制比例方向阀3.3的换

向及开度、变量马达1的排量以及电磁换向阀3.5的换向。

[0034] 一种大型液压挖掘机的重载动臂势能回收利用系统的控制方法，其包括流量再

生、蓄能器蓄能、下降混合动力驱动和抬升混合动力驱动四种状态；

[0035] 在大型液压挖掘机的动臂4下放阶段，首先同时实施流量再生，然后蓄能器蓄能与

混合驱动同时进行；在大型液压挖掘机的动臂4抬升阶段，蓄能器释放能量，驱动变量马达

旋转，以混合驱动；

[0036] 具体步骤如下：

[0037] 1）流量再生：当大型液压挖掘机的动臂4下降阶段时，控制器9打开液控单向阀

3.2，动臂油缸5无杆腔中的部分高压油液经差动回路进入有杆腔，构成高压油液的流量再

生，从而减少进入蓄能器2的油液体积，并且增加蓄能器2的蓄能压力从而提高变量马达1的

输出扭矩；

[0038] 2）蓄能器蓄能：当大型液压挖掘机的动臂4下降阶段时，在控制器9打开液控单向

阀3.2的同时打开比例方向阀3.3，此时动臂油缸5无杆腔中的部分高压油液进入蓄能器2进

行存储；

[0039] 3）下降混合动力驱动：在大型液压挖掘机的动臂4下降阶段时，电磁换向阀3.5开

启，动臂油缸5无杆腔中的高压油液进入变量马达1，辅助驱动变量马达1旋转并输出扭矩，

使变量马达1与发动机8组成混合动力，以共同驱动主泵7；

[0040] 4）抬升混合动力驱动：在大型液压挖掘机的动臂4举升阶段时，关闭比例方向阀

3.3和液控单向阀3.2，蓄能器2释放所存储的高压油液，释放的高压油液驱动变量马达1，变

量马达1继续辅助发动机8驱动主泵7；

[0041] 下降混合动力驱动和抬升混合动力驱动中，变量马达1的扭矩与发动机8的扭矩进

行混合构成混合动力，从而共同驱动主泵7，通过混合动力可以利用动臂势能，降低发动机

的能耗，通过调节变量马达1的排量，可优化混合驱动单元的功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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