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139729.6

(22)申请日 2019.11.20

(71)申请人 江苏力维液压装备有限公司

地址 214261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周铁镇

竺西工业区兴达路1号

(72)发明人 杭孝文　王加利　张振凯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利丰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32256

代理人 任立

(51)Int.Cl.

B66F 7/08(2006.01)

B66F 7/28(2006.01)

F15B 11/028(2006.01)

F15B 11/04(2006.01)

F15B 13/01(2006.01)

F15B 13/02(2006.01)

F15B 20/00(2006.01)

F15B 21/041(2019.01)

F15B 21/0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升降机用防爆同步回路的液压控制装

置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升降机用防爆同步回路的

液压控制装置，包括油箱（1），油箱（1）依次连接

齿轮泵（3）、单向阀（5）和三位四通换向阀（6），三

位四通换向阀（6）的第一工作口连接液控液压锁

（7）的右位液控口，液控液压锁（7）的右位液控口

依次连接第一节流阀（8）、二位二通换向阀（10）

和双作用油缸（11），双作用气缸（11）的上腔连接

第二节流阀（9），第二节流阀（9）与液控液压锁

（7）的左位液控口相连，液控液压锁（7）的左位液

控口连接三位四通换向阀（6）的第二工作口，三

位四通换向阀（6）与油箱（1）相连。本发明的优点

是实现了升降机的调速、停留、过载保护、断电保

护和防爆保护，结构简单，便于实现，提高了安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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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升降机用防爆同步回路的液压控制装置，包括油箱（1），其特征在于：

油箱（1）与齿轮泵（3）的吸油口相连，齿轮泵（3）连接一个马达（4），齿轮泵（3）的出油口

连接单向阀（5）的进油口，单向阀（5）的出油口与三位四通换向阀（6）的进油口相连，三位四

通换向阀（6）的第一工作口连接液控液压锁（7）的右位液控口，液控液压锁（7）的右位液控

口连接第一节流阀（8），第一节流阀（8）与二位二通换向阀（10）相连，二位二通换向阀（10）

与双作用油缸（11）的下腔相连，双作用气缸（11）的上腔连接第二节流阀（9），第二节流阀

（9）与液控液压锁（7）的左位液控口相连，液控液压锁（7）的左位液控口连接三位四通换向

阀（6）的第二工作口，三位四通换向阀（6）的回油口与油箱（1）相连；

双作用油缸（11）的活塞杆端连接一根连接杆（14），油箱（1）与齿轮泵（3）之间的管道上

设有一个过滤器（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升降机用防爆同步回路的液压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

齿轮泵（3）与单向阀（5）之间的管道连接一根溢流管（13），溢流管（13）上设有一个溢流

阀（16），溢流阀（16）的出口与油箱（1）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升降机用防爆同步回路的液压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二位二通换向阀（10）并联设置为两个，对应的双作用气缸（11）并联设置为两个。

4.一种使用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压控制装置进行液压控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步骤一：当升降机需要上升时，电控控制三位四通换向阀（6）处于最右侧、二位二通换

向阀（10）处于通路状态，此时马达（4）驱动齿轮泵（3）从油箱（1）内吸油，液压油通过齿轮泵

（3）进入单向阀（5），再通过管道流入三位四通换向阀（6），并由三位四通换向阀（6）的第一

工作口流向液控液压锁（7）的右位液控口，接着依次经过第一节流阀（8）、二位二通换向阀

（10）进入双作用油缸（11）的下腔内，驱动双作用油缸（11）内的活塞向上运动，同时，双作用

油缸（11）的上腔被挤压，使液压油从上腔排至第二节流阀（9），并通过液控液压锁（7）的左

位液控口流向三位四通换向阀（6），最后经三位四通换向阀（6）的第二工作口流回至油箱

（1）内，完成一个上升回路；

步骤二：当升降机需要下降时，电控控制三位四通换向阀（6）处于最左侧、二位二通换

向阀（10）处于通路状态，此时马达（4）驱动齿轮泵（3）从油箱（1）内吸油，液压油通过齿轮泵

（3）进入单向阀（5），再通过管道流入三位四通换向阀（6），并由三位四通换向阀（6）的第二

工作口流向液控液压锁（7）的左位液控口，接着经过第二节流阀（9）流入双作用油缸（11）的

上腔内，驱动双作用油缸（11）内的活塞向下运动，同时，双作用油缸（11）的下腔被挤压，使

液压油从下腔排出，依次流经二位二通换向阀（10）、第一节流阀（8）和液控液压锁（7），并通

过液控液压锁（7）的右位液控口流向三位四通换向阀（6），最后经三位四通换向阀（6）的第

一工作口流回至油箱（1）内，完成一个下降回路；

步骤三：当升降机需要停留时，电控控制三位四通换向阀（6）处于中间位、二位二通换

向阀（10）处于断路状态，此时油路被断开，液压油保留在双作用油缸（11）内，使升降机处于

停留状态；

步骤四：当升降机需要断电保护时，二位二通换向阀（10）失电使油路断开，同时马达

（4）断电，齿轮泵（3）停止吸油工作，使液控液压锁（7）打开，完成双重断路保护；

步骤五：当升降机上升需要调速时，液压油从双作用油缸（11）的上腔排至第二节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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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此时调节第二节流阀（9）的通过流量，控制排出的液压油的油量，完成上升调速；

步骤六：当升降机下降需要调速时，液压油从双作用油缸（11）的下腔排出，通过二位二

通换向阀（10）流至第一节流阀（8），此时调节第一节流阀（8）的通过流量，控制排出的液压

油的油量，完成下降调速；

步骤七：当油管爆裂时，二位二通换向阀（10）处于断路状态，使得液压油锁定在双作用

油缸（11）的下腔内，完成防爆保护。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液压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当升降机需要过载保护时，在齿轮泵（3）与单向阀（5）之间的管道上增加一条溢流管

（13），溢流管（13）上设置溢流阀（14），调节溢流阀（14）的工作临界压力，当系统压力大于工

作临界压力时，溢流阀（14）处于通路状态，液压油改向通过溢流阀（14）流入油箱，完成过载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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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升降机用防爆同步回路的液压控制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液压升降机的液压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升降机用防爆同步回路的液

压控制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液压升降机是一种广泛用于市政工程、  仓储运输和工厂生产过程的起重机械，主

要由底盘、剪刀叉支撑臂、液压装置及方法及工作台组成。其中，液压装置及方法为升降机

的核心单元，用于实现升降台的上升、下降、调速、停留、过载保护等，其要求结构简单、效率

高、运行平稳、工作可靠。

[0003]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安全的需求越来越重视，液压装置及方法仅仅提供过载

保护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一般情况下，当液压升降机在负载工作时突然断电，或者当液压升

降机的油缸破裂时，载重的工作台面会因为液压装置及方法无法及时提供保护而出现下降

的情况，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液压装置及方法需要开发出更多的安全保护功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现有液压系统安全性不高、无法同时满足过载、断电及

防爆保护的要求，提供了一种升降机用防爆同步回路的液压控制装置，不仅能够实现升降

台的上升、下降、调速和停留的功能，还可以提供过载保护、断电保护和防爆保护，结构简单

且成本低。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升降机用防爆同步回路的液压控制装置，包括油箱、齿轮泵、单向阀、三位四通换

向阀、液控液压锁、节流阀、二位二通换向阀和双作用油缸，油箱通过管道与齿轮泵的吸油

口相连，齿轮泵连接一个马达，油箱与齿轮泵之间的管道上设有一个用于过滤液压油杂质

的过滤器，齿轮泵的出油口通过管道连接单向阀的进油口，单向阀的出油口通过管道与三

位四通换向阀的进油口相连，三位四通换向阀的第一工作口连接液控液压锁的右位液控

口、第二工作口连接液控液压锁的左位液控口，液控液压锁的右位液控口通过管道连接第

一节流阀，第一节流阀分别通过管道与两个二位二通换向阀相连，二位二通换向阀再通过

管道分别与第一双作用油缸和第二双作用气缸的下部相连，第一双作用气缸和第二双作用

气缸的上部分别通过管道连接第二节流阀相连，第二节流阀通过管道与液控液压锁的左位

液控口相连；

两个双作用气缸的活塞杆端连接一根用于与外部装置相连的连接杆。

[0006] 进一步地，齿轮泵与单向阀之间的管道连接一根溢流管，溢流管上设有一个溢流

阀，溢流阀的出口通过管道与油箱相连。

[0007] 为了进一步完成本发明的目的，还提供了一种升降机用防爆同步回路的液压控制

方法，所使用的装置包括油箱、齿轮泵、单向阀、三位四通换向阀、液控液压锁、第一节流阀

和第二节流阀、二位二通换向阀和双作用油缸，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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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升降机需要上升时，电控控制三位四通换向阀处于最右侧、二位二通换向阀处于

通路状态，此时马达驱动齿轮泵从油箱内吸油，液压油通过齿轮泵进入单向阀，再通过管道

流入三位四通换向阀，并由三位四通换向阀的第一工作口流向液控液压锁的右位液控口，

接着依次经过第一节流阀、二位二通换向阀进入双作用油缸的下腔内，驱动双作用油缸内

的活塞向上运动；

（2）同时，双作用油缸的上腔被挤压，使液压油从上腔排至第二节流阀，并通过液控液

压锁的左位液控口流向三位四通换向阀，最后经三位四通换向阀的第二工作口流回至油箱

内，完成一个上升回路；

（3）当升降机需要下降时，电控控制三位四通换向阀处于最左侧、二位

二通换向阀处于通路状态，此时马达驱动齿轮泵从油箱内吸油，液压油通过齿轮泵进

入单向阀，再通过管道流入三位四通换向阀，并由三位四通换向阀的第二工作口流向液控

液压锁的左位液控口，接着经过第二节流阀流入双作用油缸的上腔内，驱动双作用油缸内

的活塞向下运动；

（4）同时，双作用油缸的下腔被挤压，使液压油从下腔排出，依次流经二位二通换向阀、

第一节流阀和液控液压锁，并通过液控液压锁的右位液控口流向三位四通换向阀，最后经

三位四通换向阀的第一工作口流回至油箱内，完成一个下降回路；

（5）当升降机需要停留时，电控控制三位四通换向阀处于中间位、二位二通换向阀处于

断路状态，此时油路被断开，液压油保留在双作用油缸内，使升降机处于停留状态；

（6）当升降机需要断电保护时，二位二通换向阀失电，阀块在弹簧的作用下被推至断路

状态，从而使油路断开，同时马达断电，齿轮泵停止吸油工作，从而使液控液压锁打开，实现

双重断路保护；

（7）当升降机上升需要调速时，液压油从上腔排至第二节流阀，此时调节第二节流阀的

通过流量，从而控制排出的液压油的油量，以实现上升调速的功能；

（8）当升降机下降需要调速时，液压油从下腔排出，通过二位二通换向阀流至第一节流

阀，此时调节第一节流阀的通过流量，从而控制排出的液压油的油量，以实现下降调速的功

能；

（9）当油管爆裂时，二位二通换向阀处于断路状态，使得液压油锁定在双作用油缸的下

腔内，起到防爆保护的功能。

[0008] 进一步地，当升降机需要过载保护时，在齿轮泵与单向阀之间的管道上增加一条

油路，油路上设置溢流阀，调节溢流阀的工作临界压力，当系统压力小于工作临界压力时，

溢流阀处于断路状态，系统正常运行，当系统压力大于工作临界压力时，溢流阀处于通路状

态，液压油不再通过单向阀，改向通过溢流阀流入油箱，以实现过载保护的功能；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中，通过一整套的液压控制系统，实现了升降机的上升、下降、下降、

调速、停留、过载保护、断电保护和防爆保护，不仅结构简单，便于实现，而且提高了液压控

制系统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升降机用防爆同步回路的液压控制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液压控制装置在伸长时的工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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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为本发明的液压控制装置在压缩时的工作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的液压控制装置在不工作时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实施例1

为使本发明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一种升降机用防爆同步回路的液

压控制装置及方法进一步说明，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

定本发明。

[0011] 参见图1，一种升降机用防爆同步回路的液压控制装置，包括油箱1，其特征在于：

油箱1通过管道与齿轮泵3的吸油口相连，齿轮泵3连接一个马达4，油箱1与齿轮泵3之

间的管道上设有一个用于过滤液压油杂质的过滤器2，齿轮泵3的出油口通过管道连接单向

阀5的进油口，单向阀5的出油口通过管道与三位四通换向阀6的进油口相连，三位四通换向

阀6的第一工作口连接液控液压锁7的右位液控口，液控液压锁7的右位液控口通过管道连

接第一节流阀8，第一节流阀8分别通过管道与第一二位二通换向阀10a和第二二位二通换

向阀10b相连，第一二位二通换向阀10a再通过管道与第一双作用油缸11a的下腔相连，第二

二位二通换向阀10b通过管道与第二双作用气缸11b的下腔相连，第一双作用气缸11a和第

二双作用气缸11b的上腔分别通过管道连接第二节流阀9相连，第二节流阀9通过管道与液

控液压锁7的左位液控口相连，液控液压锁7的左位液控口连接三位四通换向阀6的第二工

作口，三位四通换向阀6通过管道与油箱1相连；

第一双作用油缸11a和第二双作用气缸11b的活塞杆端连接一根用于与外部装置相连

的连接杆12；

齿轮泵3与单向阀5之间的管道连接一根溢流管13，溢流管13上设有一个溢流阀14，溢

流阀14的出口通过管道与油箱1相连。

[0012]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升降机用防爆同步回路的液压控制方法，所使用的装置包括

油箱、齿轮泵、单向阀、三位四通换向阀、液控液压锁、第一节流阀和第二节流阀、二位二通

换向阀和双作用油缸，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当升降机需要上升时，电控控制三位四通换向阀6处于最右侧、第一二位二通换向

阀10a和第二二位二通换向阀10b处于通路状态，此时马达4驱动齿轮泵3从油箱1内吸油，液

压油通过齿轮泵3进入单向阀5，再通过管道流入三位四通换向阀6，并由三位四通换向阀6

的第一工作口流向液控液压锁7的右位液控口，接着经过第一节流阀8分别进入第一二位二

通换向阀10a和第二二位二通换向阀10b内，进入第一二位二通换向阀10a的液压油流入第

一双作用油缸11a的下腔内，进入第二二位二通换向阀10b的液压油流入第二双作用油缸

11b的下腔内，从而驱动两个双作用油缸内的活塞向上运动，带动上方的连接杆12一并向上

移动；

（2）同时，第一二位二通换向阀10a和第二二位二通换向阀10b的上腔被挤压，使液压油

从上腔排至第二节流阀9，并通过液控液压锁7的左位液控口流向三位四通换向阀6，最后经

三位四通换向阀6的第二工作口流回至油箱1内，完成一个上升回路；

（3）当升降机需要下降时，电控控制三位四通换向阀6处于最左侧、第一二位二通换向

阀10a和第二二位二通换向阀10b处于通路状态，此时马达4驱动齿轮泵3从油箱1内吸油，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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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油通过齿轮泵3进入单向阀5，再通过管道流入三位四通换向阀6，并由三位四通换向阀6

的第二工作口流向液控液压锁7的左位液控口，接着经过第二节流阀9流入第一双作用油缸

11a和第二双作用油缸11b的上腔内，驱动两个双作用油缸内的活塞向下运动，从而带动上

方的连接杆12一并向下移动；

（4）同时，第一双作用油缸11a和第二双作用油缸11b的下腔被挤压，使液压油从下腔排

出，分别流入第一二位二通换向阀10a和第二二位二通换向阀10b，然后再依次流经第一节

流阀8和液控液压锁7，并通过液控液压锁7的右位液控口流向三位四通换向阀6，最后经三

位四通换向阀6的第一工作口流回至油箱1内，完成一个下降回路；

（5）当升降机需要停留时，电控控制三位四通换向阀6处于中间位、第一二位二通换向

阀10a和第二二位二通换向阀10b处于断路状态，此时油路被断开，液压油保留在第一双作

用油缸11a和第二双作用油缸11b内，使升降机处于停留状态；

（6）当升降机需要断电保护时，第一二位二通换向阀10a和第二二位二通换向阀10b失

电，阀块在弹簧的作用下被推至断路状态，从而使油路断开，同时马达4断电，齿轮泵3停止

吸油工作，从而使液控液压锁7打开，实现双重断路保护；

（7）当升降机上升需要调速时，液压油从上腔排至第二节流阀9，此时调节第二节流阀9

的通过流量，从而控制排出的液压油的油量，以实现上升调速的功能；

（8）当升降机下降需要调速时，液压油从下腔排出，通过第一二位二通换向阀10a和第

二二位二通换向阀10b流至第一节流阀8，此时调节第一节流阀8的通过流量，从而控制排出

的液压油的油量，以实现下降调速的功能；

（9）当升降机需要过载保护时，在齿轮泵3与单向阀5之间的管道上增加一条油路，油路

上设置溢流阀14，调节溢流阀14的工作临界压力，当系统压力小于工作临界压力时，溢流阀

14处于断路状态，系统正常运行，当系统压力大于工作临界压力时，溢流阀14处于通路状

态，液压油不再通过单向阀5，改向通过溢流阀14流入油箱1，以实现过载保护的功能；

（10a）当油管爆裂时，通过第一二位二通换向阀10a和第二二位二通换向阀10b处于断

路状态，使得液压油锁定在第一双作用油缸11a和第二双作用油缸11b的下腔内，起到防爆

保护的功能。

[0013] 本发明成本低、制作简单，实现了升降机的上升、下降、下降、调速、停留、过载保

护、断电保护和防爆保护，不仅结构简单，便于实现，而且提高了液压控制系统的安全性。

[0014] 除上述实施例外，本发明还可以有其他实施方式。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换形

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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