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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效传动的自由锻造液压

机，包括：液压缸、主液压泵和增压蓄能装置。本

发明在自由锻造液压机的液压泵与液压缸之间

设置两组增压蓄能装置，两组增压蓄能装置通过

控制系统向自由锻造液压机的液压缸交替提供

等压或增压后的压力油，使液压泵在较低压力状

态下工作，而自由锻造液压机中的液压缸可获得

具有两种压力液压油的有益效果，实现了液压机

余能存储和高效传动的目的。本发明具有资源配

置合理、设置结构简单、增压效果好、节能降耗显

著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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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传动的自由锻造液压机，包括：液压泵、增压蓄能装置、液压缸、控制系统、

管道和油箱，所述增压蓄能装置包含：蓄能罐、气压罐，所述蓄能罐中间设有分隔装置将罐

内分为A腔和B腔，  A腔和B腔内分别设置活塞，活塞与活塞之间设有活塞杆，活塞杆穿过分

隔装置刚性连接两活塞，使两活塞在腔内同步移动；所述A腔的无杆腔为气室，有杆腔为油

室，B腔的无杆腔为油室，有杆腔为气室；所述气压罐与A腔和B腔内的气室相通，其特征在

于：

所述增压蓄能装置设置在所述液压泵和液压缸之间，液压泵、增压蓄能装置、液压缸通

过管路串联相通，增压蓄能装置对液压泵供给的压力油蓄能，增压蓄能装置向液压缸输出

不同压力的工作压力油；所述增压蓄能装置为两组，且并联设置在液压泵和液压缸之间；两

组增压蓄能装置交替向液压缸提供工作压力油，即当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对液压缸供压力

油时，液压泵对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供油蓄能，当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对液压缸供压力油

时，液压泵对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供油蓄能；

液压机等压工作时，当控制系统控制液压泵向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A腔和B腔

的油室同时蓄储压力油时，控制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A腔和B腔的油室同时向液压

缸提供等压压力油；当控制系统控制液压泵向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A腔和B腔的油

室同时蓄储压力油时，控制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A腔和B腔的油室同时向液压缸提

供等压工作压力油；

液压机增压工作时，当控制系统控制液压泵向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A腔和B腔

的油室同时蓄储压力油时，控制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A腔中的油室与油箱相通释

放压力油，A腔中的活塞将A腔中气室气体压力通过活塞杆传递给B腔中的活塞，再由B腔中

的活塞传递给B腔油室中的压力油，B腔油室向液压缸供增压工作压力油；当控制系统控制

液压泵向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A腔和B腔的油室同时蓄储压力油时，控制第二组增

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A腔中的油室与油箱相通释放压力油，A腔中的活塞将A腔中气室气体

压力通过活塞杆传递给B腔中的活塞，再由B腔中的活塞传递给B腔油室中的压力油，  B腔油

室向液压缸供增压工作压力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传动的自由锻造液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液压泵通

过管道与蓄能罐的油室相连通，且在管道上设有电磁阀。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效传动的自由锻造液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蓄能罐的

油室通过管道与液压缸相连通，且在管道上设有电磁阀。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效传动的自由锻造液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蓄能罐A

腔的油室通过管道与B腔的油室相连通，且在管道上设有电磁阀。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高效传动的自由锻造液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蓄能罐A

腔的油室通过管道与油箱相连通，且在管道上设有电磁阀。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效传动的自由锻造液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蓄能罐中

设有位移传感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高效传动的自由锻造液压机，其特征在于：等压工作时：

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油室首先向液压缸供给等压工作压力油，当第一组增压蓄能

装置蓄能罐中的位移传感器检测到蓄能罐活塞运行到设定位置信息，指令第一组增压蓄能

装置蓄能罐油室与液压缸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关闭，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油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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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缸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打开，液压泵与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油室相连通管路

上的电磁阀打开，与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油室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关闭，两组增

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A腔油室与油箱相连通管道上的电磁阀关闭，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的

蓄能罐A腔和B腔油室同时蓄储压力油，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的A腔和B腔油室同时

向液压缸提供等压工作压力油；当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中的位移传感器检测到蓄能

罐活塞运行到设定位置信息，指令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油室与液压缸相连通管路上

的电磁阀关闭，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油室与液压缸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打开，液

压泵与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油室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打开，与第一组增压蓄能装

置蓄能罐油室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关闭，两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A腔油室与油箱相

连通管道上的电磁阀关闭，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A腔和B腔油室同时蓄储压力油，第

一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的A腔和B腔油室同时向液压缸提供等压工作压力油。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高效传动的自由锻造液压机，其特征在于：增压工作时：

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A腔油室与油箱相连通管道上的电磁阀打开，  A腔油室与B腔油

室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关闭，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A腔油室与油箱相连通管道上

的电磁阀关闭，  A腔油室与B腔油室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打开，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

罐B腔油室与液压缸相连通的管路上的电磁阀打开，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B腔油室与

液压缸相连通的管路上的电磁阀关闭，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A腔和B腔油室同时蓄

储压力油，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B腔油室向液压缸供给增压工作压力油；当第一组

蓄能罐中的位移传感器检测到活塞运行到设定位置信息，指令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

A腔油室与油箱相连通管道上的电磁阀打开，  A腔油室与B腔油室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关

闭，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A腔油室与油箱相连通管道上的电磁阀关闭，  A腔油室与B

腔油室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打开，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B腔油室与液压缸相连通

的管路上的电磁阀打开，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B腔油室与液压缸相连通的管路上的

电磁阀关闭，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A腔和B腔油室同时蓄储压力油，第二组增压蓄

能装置的蓄能罐B腔油室向液压缸供给增压工作压力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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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传动的自由锻造液压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自由锻造液压机，尤其涉及一种采用液压泵—增压蓄能装置作为

动力源，实现高效传动的自由锻造液压机，属于液压传动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自由锻造液压机的规格通常比较大，生产的锻件的重量也很大，因而需设置多台

大功率的液压泵作为液压系统的动力源，对锤头回程上升和锤头空程下降与锤头压延工作

提供动力。在实际工况中，传统自由锻造液压机的液压系统存在大量的液压泵反复长时间

空运转，其动力配置虽满足了锻造线速度的要求，但电力资源和电能浪费严重。为了解决上

述问题，在中国专利申请号为201710026898.3的发明专利中，公开了 “一种液压泵与高压

蓄能器叠加供油的液压快锻机组”，它将传统自由锻造液压机的液压泵配置数量减少一半，

增加了多个高压蓄能器，液压泵一方面向自由锻造液压机的主液压缸、回程液压缸以及控

制回路提供动力，一方面空闲时又为高压蓄能器蓄能，使高压蓄能器具有向主液压缸以及

控制回路提供动力的能量，另一方面又与高压蓄能器叠加为主液压缸提供动力，优化了资

源配置、减少了设备投资、降低了液压泵空载运转的能量消耗，使能源利用率得到了大幅提

高。在中国专利申请号为201711064455.X的发明专利中，又公开了 “一种由蓄能器独立供

给压力油的液压机”，它将液压泵提供的压力油全部储存到蓄能器中，再由蓄能器独立对液

压机提供压力油，进一步地减少了液压泵的配置和设备投入，降低了能源消耗。然而，在工

作实践中，上述两发明中的蓄能器工作压力决定于液压泵的工作压力，液压泵长时间在高

压状态下为蓄能器蓄能，液压泵的工作疲劳大故障率高。根据机械工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

俞启荣编著的高等专科学校专用教材（统一书号：15033.5816）记载，利用增压回路可以用

较低压力的液压泵获得较高压力的液压动力油。为此，本申请人设计出一种液压泵—增压

蓄能装置作为动力源的自由锻造液压机，实现液压泵在较低压力状态下工作获得较高压力

的液压动力油。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背景技术提出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采用液压泵—增压蓄能装置作为动力

源，实现高效传动的自由锻造液压机，在液压机的液压回路中设置增压蓄能装置，达到了液

压动力油低压蓄能高压输出，并且液压机工作时和空闲时都蓄能，实现了液压机余能存储

和高效传动的目的。

[0004]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施：一种高效传动的自由锻造液压机，包括：液压泵、

增压蓄能装置、液压缸、控制系统、管道和油箱，所述增压蓄能装置包含：蓄能罐、气压罐，所

述蓄能罐中间设有分隔装置将罐内分为A腔和B腔，  A腔和B腔内分别设置活塞，活塞与活塞

之间设有活塞杆，活塞杆穿过分隔装置刚性连接两活塞，使两活塞在腔内同步移动；所述A

腔的无杆腔为气室，有杆腔为油室，B腔的无杆腔为油室，有杆腔为气室；所述气压罐与A腔

和B腔内的气室相通，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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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所述增压蓄能装置设置在所述液压泵和液压缸之间，液压泵、增压蓄能装置、液压

缸通过管路串联相通，增压蓄能装置对液压泵供给的压力油蓄能，增压蓄能装置向液压缸

输出不同压力的工作压力油；所述增压蓄能装置为两组，且并联设置在液压泵和液压缸之

间；两组增压蓄能装置交替向液压缸提供工作压力油，即当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对液压缸

供压力油时，液压泵对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供油蓄能，当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对液压缸供

压力油时，液压泵对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供油蓄能；

[0006] 液压机等压工作时，当控制系统控制液压泵向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A腔

和B腔的油室同时蓄储压力油时，控制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A腔和B腔的油室同时

向液压缸提供等压压力油；当控制系统控制液压泵向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A腔和B

腔的油室同时蓄储压力油时，控制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A腔和B腔的油室同时向液

压缸提供等压工作压力油；

[0007] 液压机增压工作时，当控制系统控制液压泵向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A腔

和B腔的油室同时蓄储压力油时，控制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A腔中的油室与油箱相

通释放压力油，A腔中的活塞将A腔中气室气体压力通过活塞杆传递给B腔中的活塞，再由B

腔中的活塞传递给B腔油室中的压力油，B腔油室向液压缸供增压工作压力油；当控制系统

控制液压泵向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A腔和B腔的油室同时蓄储压力油时，控制第二

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A腔中的油室与油箱相通释放压力油，A腔中的活塞将A腔中气室

气体压力通过活塞杆传递给B腔中的活塞，再由B腔中的活塞传递给B腔油室中的压力油，  B

腔油室向液压缸供增压工作压力油。

[0008] 所述液压泵通过管道与蓄能罐的油室相连通，且在管道上设有电磁阀；

[0009] 所述蓄能罐的油室通过管道与液压缸相连通，且在管道上设有电磁阀；

[0010] 所述蓄能罐A腔的油室通过管道与B腔的油室相连通，且在管道上设有电磁阀；

[0011] 所述蓄能罐A腔的油室通过管道与油箱相连通，且在管道上设有电磁阀；

[0012] 所述蓄能罐中设有位移传感器。

[0013] 等压工作时：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油室首先向液压缸供给等压工作压力

油，当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中的位移传感器检测到蓄能罐活塞运行到设定位置信

息，指令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油室与液压缸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关闭，第二组增

压蓄能装置蓄能罐油室与液压缸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打开，液压泵与第一组增压蓄能装

置蓄能罐油室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打开，与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油室相连通管路

上的电磁阀关闭，两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A腔油室与油箱相连通管道上的电磁阀关闭，

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A腔和B腔油室同时蓄储压力油，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

罐的A腔和B腔油室同时向液压缸提供等压工作压力油；当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中的

位移传感器检测到蓄能罐活塞运行到设定位置信息，指令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油室

与液压缸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关闭，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油室与液压缸相连通管

路上的电磁阀打开，液压泵与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油室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打

开，与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油室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关闭，两组增压蓄能装置的

蓄能罐A腔油室与油箱相连通管道上的电磁阀关闭，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A腔和B腔

油室同时蓄储压力油，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的A腔和B腔油室同时向液压缸提供等压

工作压力油。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108436006 B

5



[0014] 增压工作时：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A腔油室与油箱相连通管道上的电磁阀

打开，  A腔油室与B腔油室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关闭，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A腔油

室与油箱相连通管道上的电磁阀关闭，  A腔油室与B腔油室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打开，第

一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B腔油室与液压缸相连通的管路上的电磁阀打开，第二组增压蓄

能装置蓄能罐B腔油室与液压缸相连通的管路上的电磁阀关闭，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

能罐A腔和B腔油室同时蓄储压力油，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B腔油室向液压缸供给

增压工作压力油；当第一组蓄能罐中的位移传感器检测到活塞运行到设定位置信息，指令

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A腔油室与油箱相连通管道上的电磁阀打开，  A腔油室与B腔油

室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关闭，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A腔油室与油箱相连通管道上

的电磁阀关闭，  A腔油室与B腔油室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打开，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

罐B腔油室与液压缸相连通的管路上的电磁阀打开，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B腔油室与

液压缸相连通的管路上的电磁阀关闭，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A腔和B腔油室同时蓄

储压力油，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B腔油室向液压缸供给增压工作压力油。

[0015] 本发明在自由锻造液压机的液压泵与液压缸之间设置两组增压蓄能装置，两组增

压蓄能装置通过控制系统向自由锻造液压机的液压缸交替提供等压和增压压力油，从而实

现液压泵在较低压力状态下工作，而液压泵却可获得较高压力的液压动力油。

[0016] 本发明具有资源配置少、结构简单、传动效率高、节能降耗的显著优点。

附图说明

[0017] 附图1为本发明液压回路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在附图中：1为液压泵，2和2’、  3和3’、  4和4’、8和8’为电磁阀，  5和5’为压力传感

器，6和6’为蓄能罐，7和7’为气压罐，9为液压缸，A为A腔，B为B腔。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解释说明：

[0020] 如附图1所示，增压蓄能装置包含：蓄能罐6和6’、气压罐7和7’，蓄能罐6和6’中间

设有分隔装置将罐内分为A腔和B腔，  A腔和B腔内分别设置活塞，活塞与活塞之间设有活塞

杆，活塞杆穿过分隔装置刚性连接两活塞，使两活塞在腔内同步移动；A腔的无杆腔为气室，

有杆腔为油室，B腔的无杆腔为油室，有杆腔为气室；增压蓄能装置设置两组，蓄能罐6和6’、

气压罐7和7’分置在两组中，两组增压蓄能装置并联设置在液压泵1和液压机的液压缸9之

间，且蓄能罐6和6’的气室通过管道与气压罐7和7’相连通；液压泵1通过管道与蓄能罐6和

6’的油室相连通，且在管道上分别设有电磁阀2和2’；蓄能罐6和6’的油室通过管道与液压

缸9相连通，且在管道上分别设有电磁阀8和8’；  蓄能罐6和6’的A腔油室与B腔油室之间设

有相连通的管道，且在连通管道上设置电磁阀3和3’；  蓄能罐6和6’的A腔油室与油箱之间

设有相连通的管道，且在连通管道上设置电磁阀4和4’；蓄能罐6和6’中设有位移传感器5和

5’。

[0021] 本发明等压工作时：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中的蓄能罐6首先向液压缸9供给压力

油，当蓄能罐6中的位移传感器5检测到第一组蓄能罐6活塞运行到设定位置信息，指令第一

组蓄能罐6中的油室与液压缸9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8关闭，第二组蓄能罐6’油室与液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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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9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8’打开，液压泵1与第一组蓄能罐6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2和电

磁阀3打开，与第二组蓄能罐6’油室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2’和电磁阀3’关闭，蓄能罐6和

6’的A腔油室与油箱相连通管道上的电磁阀4和4’关闭，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中蓄能罐6的A

腔和B腔的油室同时蓄储压力油，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6’的A腔和B腔的油室同时

向液压缸9提供等压工作压力油；当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中的位移传感器5’检测到第二组

蓄能罐6’活塞运行到设定位置信息，指令第二组蓄能罐6’中的油室与液压缸9相连通管路

上的电磁阀8’关闭，第一组蓄能罐6油室与液压缸9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8打开，液压泵1

与第二组蓄能罐6’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2’和电磁阀3’打开，与第一组蓄能罐6油室相连

通管路上的电磁阀2和电磁阀3关闭，蓄能罐6和6’的A腔油室与油箱相连通管道上的电磁阀

4和4’关闭，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中蓄能罐6’的A腔和B腔的油室同时蓄储压力油，第一组增

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6的A腔和B腔的油室同时向液压缸9提供等压工作压力油。本发明通过

两组增压蓄能装置交替补偿工作，实现液压泵1对两蓄能罐6和6’的交替蓄油，蓄能罐6和6’

对液压缸9连续供给等压工作压力油。

[0022] 本发明增压工作时：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6的A腔油室与油箱相连通管道上

的电磁阀4打开，  A腔油室与B腔油室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3关闭，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蓄

能罐6’A腔油室与油箱相连通管道上的电磁阀4’关闭，  A腔油室与B腔油室相连通管路上的

电磁阀3’打开，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6的B腔油室与液压缸9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8

打开，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6’的B腔油室与液压缸9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8’关闭，

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6’的A腔和B腔油室同时蓄储压力油，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的

蓄能罐6的B腔油室向液压缸9供给增压工作压力油；当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6中的位

移传感器5检测到活塞运行到设定位置信息，指令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6’A腔油室与

油箱相连通管道上的电磁阀4’打开，  A腔油室与B腔油室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3’关闭，第

一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6的A腔油室与油箱相连通管道上的电磁阀4关闭，  A腔油室与B腔

油室相连通管路上的电磁阀3打开，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6’的B腔油室与液压缸9相

连通的管路上的电磁阀8’打开，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6的B腔油室与液压缸9相连通

的管路上的电磁阀8关闭，第一组增压蓄能装置蓄能罐6的A腔和B腔油室同时蓄储压力油，

第二组增压蓄能装置的蓄能罐6’的B腔油室向液压缸供给增压工作压力油；当第二组增压

蓄能装置蓄能罐6’中的位移传感器5’检测到活塞运行到设定位置信息时下一工作循环开

始。本发明通过两组增压蓄能装置交替补偿工作，实现液压泵1对两蓄能罐6和6’的交替蓄

油，蓄能罐6和6’对液压缸9连续供给增压工作压力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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