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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及液压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平地机前轮驱动，为解决现有平

地机前轮驱动时容易单边打滑影响直线作业与

转向性能的问题；提供一种平地机前轮驱动液压

系统，包括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变量泵经管

路与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P油口连接，平地

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C1油口、D1油口、C2油口、D2

油口对应与左右前轮液压马达的工作油口连接，

LS油口与变量泵的负载反馈口连接，T油口和变

量泵的进油口通过管路与液压油箱连接。本发明

液压系统中，左右前轮单独控制，避免单边打滑

现象，可保证平地机的直线作业和转向性能，可

根据作业地面状况选择不同的工况模式，能灵活

地有效地发挥前轮助力作用，提高整机的作业效

率和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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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与左前轮液压马达连接的C1油口

和D1油口、用于与右前轮液压马达连接的C2油口和D2油口、进油的P油口、回油的T油口、用

于负载信号反馈输出的LS油口、用于对应控制左前轮液压马达和右前轮液压马达的左前轮

控制阀和右前轮控制阀、梭阀、双向补油阀、回油背压阀、模式选择阀；左前轮控制阀和右前

轮控制阀为相同结构的电比例换向阀，其具有E油口、F油口、G油口、V油口、H油口，处于中位

时，E油口截止，F油口与G油口、H油口和V油口相互导通；处于左位时，E油口同时与G油口和V

油口导通，F油口与H油口导通；处于右位时，E油口同时与H油口和V油口导通，F油口和G油口

导通；左前轮控制阀的G油口、H油口对应与C1油口和D1油口相通，右前轮控制阀的G油口、H

油口对应与C2油口和D2油口相通；左前轮控制阀的E油口经左补偿阀与P油口相通，左补偿

阀的左端与左前轮控制阀的E油口相通，左补偿阀的右端和左前轮控制阀的V油口同时与梭

阀的一个进油口相通；右前轮控制阀的E油口经右补偿阀与P油口相通，右补偿阀左端与右

前轮控制阀的E油口相通，右补偿阀的右端和右前轮控制阀的V油口同时与梭阀的另一个进

油口相通，梭阀的出油口与LS口相通；左前轮控制阀的F油口与第一双向补油阀的进油口连

接，第一双向补油阀的两个出油口对应与C1油口、D1油口连接；右前轮控制阀的F油口与第

二双向补油阀的进油口连接，第二双向补油阀的两个出油口对应与C2油口、D2油口连接，左

前轮控制阀的F油口与右前轮控制阀的F油口相通，回油背压阀和模式切换阀并联后连接在

左前轮控制阀和右前轮控制阀的F油口与T油口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溢流阀，所述溢流

阀连接在P油口与回油背压阀的进油口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其特征在于左前轮控制阀和右前

轮控制阀的V油口油路上均设置阻尼孔。

4.一种平地机前轮驱动液压系统，包括变量泵、左前轮液压马达、右前轮液压马达、液

压油箱，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所述变

量泵的出油口经管路与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P油口连接，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C1

油口、D1油口对应与左前轮液压马达的两个工作油口连接，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C2油

口、D2油口对应与右前轮液压马达的两个工作油口连接，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LS油口

与变量泵的负载反馈口连接，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T油口和变量泵的进油口通过管路

与液压油箱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平地机前轮驱动液压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控制器、与控制

器连接的工作模式输入装置，所述左前轮控制阀和右前轮控制阀的电磁控制端和模式切换

阀的电磁控制端均与所述控制器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工作模式输入装置具有全轮驱动、前

轮爬行驱动、前轮自由轮三种工作模式输出，所述工作模式输入装置对应处于前轮爬行驱

动、前轮自由轮、全轮驱动三种工作模式时所述控制器输出对应的控制信号使所述左前轮

控制阀和右前轮控制阀依次对应处于左位、中位、左位或右位，所述工作模式输入装置处于

前轮自由轮工作模式时，所述模式切换阀处于导通状态，所述工作模式输入装置处于前轮

爬行驱动工作模式和全轮驱动工作模式时，所述模式切换阀处于截止状态。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平地机前轮驱动液压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工况模式选择

阀、与控制器连接用于选择工况的工况输入装置，所述工况模式选择阀的电控端与所述控

制器连接的电比例溢流阀，所述工况模式选择阀连接在液压油箱与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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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LS油口之间，所述工况输入装置具有代表不同工况模式输出，对应不同的工况模式所述

控制器输出不同电流使所述工况模式选择阀工作于不同的压力等级。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平地机前轮驱动液压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背压阀和低压

外部油源，所述背压阀连接在所述左前轮液压马达和右前轮液压马达用于壳体回油的T油

口与液压油箱之间，所述低压外部油源连接在所述背压阀的进油端。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平地机前轮驱动液压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与控制器连接

用于检测平地机后轮转速的后轮转速传感器，所述控制器根据后轮转速控制所述左前轮控

制阀和右前轮控制阀的阀芯开口从而控制驱动泵输出的流量使前轮转速与后轮转速一致。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平地机前轮驱动液压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用于检测平地

机转向转角的转角传感器，处于全轮驱动或前轮爬行驱动工作模式时，控制器根据转角传

感器检测到的转向角度数据控制左前轮控制阀和右前轮控制阀使左前轮液压马达与右前

轮液压马达具有对应的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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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及液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平地机前轮驱动，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

及液压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平地机前轮驱动系统为一个驱动泵带两马达的前轮助力开式液压系统，驱动

泵从液压油箱吸油，出口压力油经控制阀后直接接入两并联的马达，再经控制阀回到液压

油箱的一种开式液压系统。进入马达的液压油流量大小由控制阀内部三位四通换向阀的阀

芯开口决定，系统的压力由驱动泵的压力切断阀决定。

[0003] 平地机开始行驶工作时，驱动泵的排量处于最大排量下，驱动泵输出的压力油带

动马达转动，在外负载的作用下，驱动泵产生压力。当马达的驱动力大于地面附着力时，驱

动泵出口压力小于压力切断阀切断压力，压力切断阀不起作用，驱动泵处于最大排量，马达

处于最高转速。当马达的驱动力小于地面附着力时，驱动泵出口压力达到压力切断阀切断

压力，压力切断阀动作，驱动泵排量减小，由于后轮继续推动着平地机行驶，驱动泵出口压

力减小，压力切断阀动作，驱动泵排量增加。这时压力切断阀不停的动作，维持驱动泵的排

量使前轮与后轮转速相匹配。

[0004] 因驱动泵输出的压力油经控制阀后直接接入两并联的马达，进入两马达的压力油

的流量自由分配，当一侧驱动轮与地面附着条件变差时，即该侧驱动轮受到的地面反作用

力变小，则该侧马达得到压力油的流量会增大，导致该侧马达转速加快，而另一侧马达转速

变慢甚至不转，即前轮单边打滑现象，不能保证平地机的直线作业工况，也不能保证平地机

的转向性能，影响平地机的作业效率和行驶的安全性。

[0005] 同时，马达在失速状态下时驱动泵处于供油不及时的状态，容易造成马达早期磨

损、缩短马达的使用寿命。

[0006] 再者，驱动泵压力切断阀的压力是调定的，但地面状况会有局部坑洼、土壤松软、

干湿等条件不同以及工作装置负载不断变化，平地机轮胎也处于不断的短暂变化中，压力

切断阀不断地动作，造成前轮相对后轮的短暂滑转，无法有效发挥前轮助力的作用，而且此

时的滑转不但造成轮胎磨损，还会引起整机跑偏或侧移，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平地机前轮驱动时容易单边打滑影响直线

作业与转向性能的问题，而提供一种前轮驱动可根据作业地面状况选择不同的工况模式，

能灵活地有效地发挥前轮助力作用，提高整机的作业效率和经济性的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

阀及液压系统。

[0008] 本发明为实现其目的的技术方案是这样的：提供一种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其

特征在于包括用于与左前轮液压马达连接的C1油口和D1油口、用于与右前轮液压马达连接

的C2油口和D2油口、进油的P油口、回油的T油口、用于负载信号反馈输出的LS油口、用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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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控制左前轮液压马达和右前轮液压马达的左前轮控制阀和右前轮控制阀、梭阀、双向补

油阀、回油背压阀、模式选择阀；左前轮控制阀和右前轮控制阀为相同结构的电比例换向

阀，其具有E油口、F油口、G油口、V油口、H油口，处于中位时，E油口截止，F油口与G油口、H油

口和V油口相互导通；处于左位时，E油口同时与G油口和V油口导通，F油口与H油口导通；处

于右位时，E油口同时与H油口和V油口导通，F油口和G油口导通；左前轮控制阀的G油口、H油

口对应与C1油口和D1油口相通，右前轮控制阀的G油口、H油口对应与C2油口和D2油口相通；

左前轮控制阀的E油口经左补偿阀与P油口相通，左补偿阀的左端与左前轮控制阀的E油口

相通，左补偿阀的右端和左前轮控制阀的V油口同时与梭阀的一个进油口相通；右前轮控制

阀的E油口经右补偿阀与P油口相通，右补偿阀左端与右前轮控制阀的E油口相通，右补偿阀

的右端和右前轮控制阀的V油口同时与梭阀的另一个进油口相通，梭阀的出油口与LS口相

通；左前轮控制阀的F油口与第一双向补油阀的进油口连接，第一双向补油阀的两个出油口

对应与C1油口、D1油口连接；右前轮控制阀的F油口与第二双向补油阀的进油口连接，第二

双向补油阀的两个出油口对应与C2油口、D2油口连接，左前轮控制阀的F油口与右前轮控制

阀的F油口相通，回油背压阀和模式切换阀并联后连接在左前轮控制阀和右前轮控制阀的F

油口与T油口之间。

[0009] 进一步地，上述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中，还包括溢流阀，所述溢流阀连接在P油

口与回油背压阀的进油口之间。

[0010] 进一步地，上述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中，左前轮控制阀和右前轮控制阀的V油口

油路上均设置阻尼孔。

[0011] 本发明为实现其目的的技术方案是这样的：提供一种平地机前轮驱动液压系统，

包括变量泵、左前轮液压马达、右前轮液压马达、液压油箱，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前述平地机

前轮驱动控制阀，所述变量泵的出油口经管路与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P油口连接，平地

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C1油口、D1油口对应与左前轮液压马达的两个工作油口连接，平地机

前轮驱动控制阀的C2油口、D2油口对应与右前轮液压马达的两个工作油口连接，平地机前

轮驱动控制阀的LS油口与变量泵的负载反馈口连接，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T油口和变

量泵的进油口通过管路与液压油箱连接。

[0012] 进一步地，上述平地机前轮驱动液压系统中，还还包括控制器、与控制器连接的工

作模式输入装置，所述左前轮控制阀和右前轮控制阀的电磁控制端和模式切换阀的的电磁

控制端均与所述控制器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工作模式输入装置具有全轮驱动、前轮爬行驱

动、前轮自由轮三种工作模式输出，所述工作模式输入装置对应处于前轮爬行驱动、前轮自

由轮、全轮驱动三种工作模式时所述控制器输出对应的控制信号使所述左前轮控制阀和右

前轮控制阀依次对应处于左位、中位、左位或右位，所述工作模式输入装置处于前轮自由轮

工作模式时，所述模式切换阀处于导通状态，所述工作模式输入装置处于前轮爬行驱动工

作模式和全轮驱动工作模式时，所述模式切换阀处于截止状态。

[0013] 进一步地，上述平地机前轮驱动液压系统中，还包括工况模式选择阀、与控制器连

接用于选择工况的工况输入装置，所述工况模式选择阀的电控端与所述控制器连接的电比

例溢流阀，所述工况模式选择阀连接在液压油箱与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LS油口之间，

所述工况输入装置具有代表不同工况模式输出，对应不同的工况模式所述控制器输出不同

电流使所述工况模式选择阀工作于不同的压力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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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进一步地，上述平地机前轮驱动液压系统中，还包括背压阀和低压外部油源，所述

背压阀连接在所述左前轮液压马达和右前轮液压马达用于壳体回油的T油口与液压油箱之

间，所述低压外部油源连接在所述背压阀的进油端。

[0015] 进一步地，上述平地机前轮驱动液压系统中，还包括与控制器连接用于检测平地

机后轮转速的后轮转速传感器，所述控制器根据后轮转速控制所述左前轮控制阀和右前轮

控制阀的阀芯开口从而控制驱动泵输出的流量使前轮转速与后轮转速一致。

[0016] 进一步地，上述平地机前轮驱动液压系统中，还包括用于检测平地机转向转角的

转角传感器，处于全轮驱动或前轮爬行驱动工作模式时，控制器根据转角传感器检测到的

转向角度数据控制左前轮控制阀和右前轮控制阀使左前轮液压马达与右前轮液压马达具

有对应的转速。

[0017]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是前轮驱动液压系统不因地面条件和工作

装置负载大小的影响而使前轮相对后轮滑转，前轮的速度始终跟随后轮的速度；同时，左右

前轮单独控制，不因左右前轮的地面附着力不同而造成的单边打滑现象，可保证平地机的

直线作业和转向性能，再者，前轮驱动系统可根据作业地面状况选择不同的工况模式，能灵

活地有效地发挥前轮助力作用，提高整机的作业效率和经济性。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平地机前轮驱动液压系统原理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的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原理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的平地机前轮驱动液压系统的电气控制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具体实施方案。

[0022] 如图1、图3所示，本实施例中的平地机前轮驱动液压系统包括液压油箱1、驱动泵

2、工况模式选择阀3、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4、左前轮液压马达5、右前轮液压马达6、背压

阀7、控制器8、后轮转速传感器9、工作模式输入装置10、转角传感器装置11、发动机转速传

感器12，工况模式输入装置13。

[0023] 如图2所示，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4包括左前轮控制阀401、第一双向补油阀402、

梭阀403、第二双向补油阀404、模式切换阀405、右补偿阀406、右前轮控制阀407、回油背压

阀408、主溢流阀409、左补偿阀410。左前轮控制阀401和右前轮控制阀407是两端均有驱动

电磁铁的电比例换向电磁阀，左前轮控制阀401左端具有左前轮前进电磁铁Y1、右端具有左

前轮后退电磁铁Y2，右前轮控制阀407左端具有右前轮前进电磁铁Y3、右端具有右前轮后退

电磁铁Y4。左前轮控制阀401具有E1油口、F1油口、G1油口、V1油口、H1油口，处于中位时，E1

油口截止，F1油口与G1油口、H1油口和V1油口相互导通；处于左位时，E1油口同时与G1油口

和V1油口导通，F1油口与H1油口导通；处于右位时，E1油口同时与H1油口和V1油口导通，F1

油口和G1油口导通；右前轮控制阀407与左前轮控制阀401结构功能相同，其具有E2油口、F2

油口、G2油口、V2油口、H2油口，处于中位时，E2油口截止，F2油口与G2油口、H2油口和V2油口

相互导通；处于左位时，E2油口同时与G2油口和V2油口导通，F2油口与H2油口导通；处于右

位时，E2油口同时与H2油口和V2油口导通，F2油口和G2油口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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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左前轮控制阀的G1油口、H1油口对应与C1油口和D1油口相通，右前轮控制阀的G2

油口、H2油口对应与C2油口和D2油口相通；左前轮控制阀的E1油口经左补偿阀410与P油口

相通，左补偿阀410的左端与左前轮控制阀401的E1油口相通，左补偿阀410的右端和左前轮

控制阀的V1油口同时与梭阀的S进油口相通；右前轮控制阀的E2油口经右补偿阀406与P油

口相通，右补偿阀左端与右前轮控制阀的E2油口相通，右补偿阀的右端和右前轮控制阀的

V2油口同时与梭阀的X进油口相通，梭阀的Y出油口与LS口相通；左前轮控制阀的F1油口与

第一双向补油阀402的L1进油口连通，第一双向补油阀402的K1出油口和J1出油口对应与C1

油口、D1油口连通；右前轮控制阀的F2油口与第二双向补油阀404的L2进油口连接，第二双

向补油阀404的K2出油口和J2出油口对应与C2油口、D2油口连接，左前轮控制阀的F1油口与

右前轮控制阀的F2油口相通，回油背压阀408和模式切换阀405并联后连接在左前轮控制阀

和右前轮控制阀的F油口与T油口之间。

[0025] 模式切换阀405是左端具有电磁铁的两位两通电磁阀，具有Q油口和R油口，当模式

切换阀405处于右位时，Q油口和R油口导通，当模式切换阀405处于左位时，Q油口和R油口截

止，模式切换阀405的Q油口与左前轮控制阀401的F1油口、右前轮控制阀407的F2油口相通，

模式切换阀405的R油口与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4的T0油口相通；回油背压阀408具有U油

口和W油口，其中，U油口与左前轮控制阀401的F1油口、右前轮控制阀407的F2油口以及第一

双向补油阀402的L1进油口、第二双向补油阀404的L2进油口同时连通，回油背压阀408的W

油口与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4的T油口相通，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T油口和T0油口均

是与液压油箱连接。

[0026] 驱动泵2为负荷传感变量泵，工况模式选择阀3为电比例溢流阀，左前轮液压马达5

和右前轮液压马达6是径向柱塞液压马达。

[0027] 如图1所示，驱动泵2从液压油箱1吸油，出油口P1与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4的P油

口连接，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4的C1油口、D1油口分别与左前轮液压马达5的工作油口A1

油口、B1油口连接，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4的C2油口、D2油口分别与右前轮液压马达6的工

作油口A2油口、B2油口连接，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4的T油口、T0油口与油箱连接，平地机

前轮驱动控制阀4的LS油口与驱动泵2的负载反馈油口LS1连接，工况模式选择阀3的进油口

与驱动泵2的负载反馈油口LS1连通，出油口与液压油箱1连接，外部低压油源经O油口接入

左前轮液压马达5的T1油口、右前轮液压马达的T2油口并经背压阀7与液压油箱1连接。

[0028] 如图3所示，后轮转速传感器9、工作模式输入装置10、转角传感器装置11、发动机

转速传感器12和工况模式输入装置13与控制器8连接，左前轮前进电磁铁Y1、左前轮后退电

磁铁Y2、右前轮前进电磁铁Y3、右前轮后退电磁铁Y4、模式切换阀电磁铁Y5以及工况模式选

择阀电磁铁Y6的控制端对应与控制器8的控制输出端连接。后轮转速传感器9可直接测量平

地机后轮的转速，也可以通过检测变速箱上某级转轴的转速而间接测量后轮的转速；工作

模式输入装置10可以是拨位开关，例如该拨位开关具有全轮驱动模式、前轮爬行驱动模式

和前轮自由轮模式，工作模式输入装置10处于不同的状态拨位，控制器输出电位使模式切

换阀405位于左位或右位，从而实现前轮处于驱动状态或自由轮状态；转角传感器装置11安

装在前桥上或前轮转向节上，实时将车辆转向角度数据输出到控制器8；发动机转速传感器

12检测发动机的转速，实时将发动机转速数据输出到控制器8；工况模式输入装置13可以是

拨位开关，例如该拨位开关具有实地模式、沙地模式和雪地模式等根据作业地面的状况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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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多种工况模式，工况模式输入装置13处于不同的模式拨位，控制器8输出不同的电流值给

工况模式选择阀3的电磁线圈，使工况模式选择阀3处于不同的压力等级，以调节前轮液压

马达的输出扭矩。

[0029] 在本实施例中，当平地机不使用前轮驱动时，也即工作模式输入装置10是处于前

轮自由轮模式时，模式切换阀电磁铁Y5不得电，模式切换阀405处于右位，Q油口与R油口导

通，同时，左前轮控制阀401、右前轮控制阀407的电磁铁不得电，左前轮控制阀401的E1油口

截止，F1油口与G1油口、H1油口和V1油口同时导通，右前轮控制阀407的E2油口截止、F2油口

与G2油口、H2油口和V2油口同时导通，此时，左前轮液压马达5的进出油口A1油口和B1油口

和右前轮液压马达6的进出油口A2油口和B2油口同时与油箱导通，外部低压油源经O油口引

入左前轮液压马达5和右前轮液压马达6的壳体回油T油口，将马达柱塞压回柱塞腔，实现左

前轮液压马达5和右前轮液压马达6处于自由轮状态。

[0030] 当平地机仅使用前轮驱动时，也即工作模式输入装置10是处于前轮爬行驱动模式

时，平地机的后桥无驱动力，整机的驱动力由前轮提供。此时，左前轮前进电磁铁Y1、右前轮

前进电磁铁Y3、模式切换阀电磁铁Y5得电，即左前轮控制阀401、右前轮控制阀407处于左

位，左前轮控制阀E1油口与G1油口、V1油口导通，F1油口与H1油口导通，右前轮控制阀E2油

口与G2油口、V2油口导通，F2油口与H2油口导通，模式切换阀的Q油口与R油口截止，此时，驱

动泵2输出的油液经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4进入左前轮液压马达5的A1油口和右前轮液压

马达6的A2油口，左前轮液压马达5的B1油口和右前轮液压马达6的B2油口经平地机前轮驱

动控制阀的T油口回到油箱1，此时，若左前轮液压马达5的地面附着力大于右前轮液压马达

6的地面附着力，也即左前轮控制阀401的V1油口的压力大于右前轮控制阀407的V2油口压

力时，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LS油口的压力为左前轮控制阀401的V1油口的压力，反之为

右前轮控制阀407的V2油口的压力；此时，平地机的车速由发动机的转速控制，即控制器8接

收到发动机转速传感器12的转速值，经过计算向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左前轮控制阀

401的前进电磁铁Y1和右前轮控制阀407的前进电磁铁Y3输出相应速度的电流值，驱动泵2

根据左前轮控制阀401的阀芯开度和右前轮控制阀407的阀芯开度输出相应的流量，驱动前

轮前进。

[0031] 当平地机使用全轮驱动前进时，也即工作模式输入装置10是处于全轮驱动模式

时，左前轮前进电磁铁Y1、右前轮前进电磁铁Y3、模式切换阀电磁铁Y5得电，即左前轮控制

阀401、右前轮控制阀407处于左位，左前轮控制阀E1油口与G1油口、V1油口导通，F1油口与

H1油口导通，右前轮控制阀E2油口与G2油口、V2油口导通，F2油口与H2油口导通，模式切换

阀的Q油口与R油口截止，此时，驱动泵2输出的油液经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进入左前轮液

压马达5的A1油口和右前轮液压马达6的A2油口，左前轮液压马达5的B1油口和右前轮液压

马达6的B2油口经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T油口回到油箱1；此时，若左前轮液压马达5的

地面附着力大于右前轮液压马达6的地面附着力，也即左前轮控制阀401的V1油口的压力大

于右前轮控制阀407的V2油口压力时，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LS油口的压力为左前轮控

制阀401的V1油口的压力，反之为右前轮控制阀407的V2油口的压力；此时，控制器8接收到

后轮转速传感器9的转速值，经过计算向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左前轮控制阀401的前进

电磁铁Y1和右前轮控制阀407的前进电磁铁Y3输出相应速度的电流值，驱动泵2根据左前轮

控制阀401的阀芯开度和右前轮控制阀407的阀芯开度输出相应的流量，使前轮速度与后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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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一致；当平地机车速发生变化，即后轮转速传感器9采集到的后轮转速值发生变化时，

控制器8重新计算出后轮速度，并向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左前轮控制阀401的前进电磁

铁Y1、右前轮控制阀407的前进电磁铁Y3输出匹配相应速度的电流值，调整左前轮控制阀

401、右前轮控制阀407的阀芯开度，使驱动泵2输出对应速度的流量给左前轮液压马达5、右

前轮液压马达6，使左前轮液压马达5、右前轮液压马达6的速度与后轮速度始终保持一致。

同理，当平地机使用全轮驱动后退时，也即工作模式输入装置10是处于全轮驱动模式时，左

前轮后退电磁铁Y2、右前轮后退电磁铁Y4、模式切换阀电磁铁Y5得电，即左前轮控制阀401、

右前轮控制阀407处于右位，左前轮控制阀E1油口与H1油口、V1油口导通，F1油口与G1油口

导通，右前轮控制阀E2油口与H2油口、V2油口导通，F2油口与G2油口导通，模式切换阀的Q油

口与R油口截止，此时，驱动泵2输出的油液经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进入左前轮液压马达5

的B1油口和右前轮液压马达6的B2油口，左前轮液压马达5的A1油口和右前轮液压马达6的

A2油口经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T油口回到油箱1；此时，若左前轮液压马达5的地面附着

力大于右前轮液压马达6的地面附着力，也即左前轮控制阀401的V1油口的压力大于右前轮

控制阀407的V2油口压力时，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LS油口的压力为左前轮控制阀401的

V1油口的压力，反之为右前轮控制阀407的V2油口的压力；此时，控制器8接收到后轮转速传

感器9的转速值，经过计算向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左前轮控制阀401的后退电磁铁Y2和

右前轮控制阀407的后退电磁铁Y4输出相应速度的电流值，驱动泵2根据左前轮控制阀401

的阀芯开度和右前轮控制阀407的阀芯开度输出相应的流量，使前轮速度与后轮速度一致；

当平地机车速发生变化，即后轮转速传感器9采集到的后轮转速值发生变化时，控制器8重

新计算出后轮速度，并向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左前轮控制阀401的后退电磁铁Y2、右前

轮控制阀407的后退电磁铁Y4输出匹配相应速度的电流值，调整左前轮控制阀401、右前轮

控制阀407的阀芯开度，使驱动泵2输出对应速度的流量给左前轮液压马达5、右前轮液压马

达6，使左前轮液压马达5、右前轮液压马达6的速度与后轮速度始终保持一致。

[0032] 当平地机使用前轮助力转向时，即平地机使用全轮驱动模式或爬行模式转向时，

转角传感器11检测转向角度，控制器8接收到转角传感器11输出的转角数据，经过计算并调

整向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左前轮控制阀401、右前轮控制阀407的电磁铁输出的电流

值，以调整左前轮控制阀401、右前轮控制阀407的阀芯开度，以调整平地机转向时的转向内

侧轮和转向外侧轮的不同速度的需求；当平地机直线行驶作业时，控制器8向控制阀4的左

前轮控制阀401的电磁铁和右前轮控制阀407的电磁铁输出相同的电流值，使左前轮控制阀

401和右前轮控制阀407的阀芯开口相等，使左前轮液压马达5和右前轮液压马达6的转速一

致，保证平地机直线作业；当平地机左转时，控制器8减小向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左前

轮控制阀401的电磁铁输出的电流值，同时增大向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右前轮控制阀

407的电磁铁输出的电流值，使左前轮控制阀401的阀芯开口增量为负，即阀芯开口减小，使

左前轮液压马达5的速度减小，右前轮控制阀407的阀芯开口增量为正，即阀芯开口增大，使

右前轮液压马达6速度增大；同理，当平地机右转时，控制器8增大向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

的左前轮控制阀401的电磁铁输出的电流值，同时减小向平地机前轮驱动控制阀的右前轮

控制阀407的电磁铁输出的电流值，使左前轮控制阀401的阀芯开口增量为正，即阀芯开口

增大，使左前轮速液压马达5度增大，右前轮控制阀407的阀芯开口增量为负，即阀芯开口减

小，使右前轮液压马达6速度减小；且电比例换向阀的阀芯开口增量随着转向角度的增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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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保证平地机在使用前轮驱动转向时转向顺利，同时发挥最大的前轮助力的作用。

[0033] 在本实施例中，可根据平地机作业地面的状况，设置多种工况模式，调节左前轮液

压马达5和右前轮液压马达6的输出扭矩。当地面附着力较大时，工况模式输入装置13的拨

位开关选择实地模式，控制器8向工况模式选择阀3的电磁线圈输出小电流值或不输出电

流，使工况模式选择阀3处于大压力等级，此时，左前轮液压马达5和右前轮液压马达6输出

的扭矩最大，使前轮液压马达发挥出其全部的助力能力；当地面附着力一般时，工况模式输

入装置13的拨位开关选择沙地模式，控制器8向工况模式选择阀3的电磁线圈输出中等电流

值，使工况模式选择阀3处于中等压力等级，此时，左前轮液压马达5和右前轮液压马达6输

出的扭矩中等，能使左前轮液压马达5和右前轮液压马达6发挥其助力能力，又不使前轮打

滑；当地面附着力较小时，工况模式输入装置13的拨位开关选择雪地模式，控制器8向工况

模式选择阀3的电磁线圈输出大电流值，使工况模式选择阀3处于低压力等级，此时，左前轮

液压马达5和右前轮液压马达6输出的扭矩较小，能使前轮液压马达发挥其助力能力，又不

使前轮打滑。平地机作业时根据作业地面状况灵活选择不同的工况模式，既能有效地发挥

前轮助力的作用，又能提高整机的作业效率和燃油经济性。

[0034] 在本实施例中，当平地机使用前轮助力作业时出现左前轮液压马达5处于供油不

及的超速状态时，即平地机的实际车速超过左前轮液压马达5的转速，此时，第一双向补油

阀402将及时打开，将左前轮液压马达5的回油腔的油液补充到左前轮液压马达5的进油腔。

即当左前轮液压马达5前进超速时，第一双向补油阀402的L1油口与K1油口导通，将左前轮

液压马达5的B1油口的油液经过左前轮控制阀401的F1油口、第一双向补油阀402的L1油口、

K1油口向左前轮液压马达5的A1油口补充油液；同理，当右前轮液压马达6前进超速时，第二

双向补油阀404的L2油口与K2油口导通，将右前轮液压马达6的B2油口的油液经过右前轮控

制阀407的F2油口、第二双向补油阀404的L2油口、K2油口向右前轮液压马达6的A2油口补充

油液；同理，当左前轮液压马达5和右前轮液压马达6后退超速时，第一双向补油阀402的L1

油口与J1油口导通，将左前轮液压马达5的A1油口的油液经过左前轮控制阀401的F1油口、

第一双向补油阀402的L1油口、J1油口向左前轮液压马达5的B1油口补充油液；第二双向补

油阀404的L2油口与J2油口导通，将右前轮液压马达6的A2油口的油液经过右前轮控制阀

407的F2油口、第二双向补油阀404的L2油口、J2油口向右前轮液压马达6的B2油口补充油

液；有效地保护左前轮液压马达5和右前轮液压马达6，延长左前轮液压马达5和右前轮液压

马达6的使用寿命。

[0035] 本发明的优点是解决了前轮驱动液压系统不因地面条件和工作装置负载大小的

影响而使前轮相对后轮滑转，前轮的速度始终跟随后轮的速度；同时，左右前轮单独控制，

不因左右前轮的地面附着力不同而造成的单边打滑现象，可保证平地机的直线作业和转向

性能，再者，前轮驱动系统可根据作业地面状况选择不同的工况模式，能灵活地有效地发挥

前轮助力作用，提高整机的作业效率和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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