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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提高液压挖掘机回转节

能性的控制方法，当进行挖掘机回转操作时，控

制主泵流量与回转马达需求流量相一致。通过模

拟回转马达的需求流量，实时控制主泵的流量，

减小回转变速过程中溢流产生的能量损失。该控

制方法包括目标流量计算、虚拟流量计算、主泵

电流计算、主泵流量控制等环节。在回转加速过

程中，通过模拟回转马达的需求流量减小过量供

油产生的能量损失，在反向回转过程中，消除反

向供油，减小能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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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液压挖掘机回转节能性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控制器接收先导手柄压

力信号，并根据先导手柄压力信号依次计算出目标流量、虚拟流量、主泵电流，控制器输出

主泵电流控制主泵流量；

挖掘机回转操作过程中，控制器根据先导手柄压力信号计算出目标流量，假设向右回

转时的目标流量为正，向左回转时的目标流量为负，根据目标流量与虚拟流量的差值修改

虚拟流量，虚拟流量用于模拟回转马达所需的实际流量；

如果虚拟流量与目标流量符号相同，则通过虚拟流量、发动机转速、主泵最大排量计算

出主泵的斜盘摆角以及主泵电流；如果虚拟流量与目标流量符号不同，则设定主泵电流为

0，最后控制器通过主泵电流控制主泵的输出流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液压挖掘机回转节能性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先导手柄压力信号包括左回转压力信号、右回转压力信号；

当左回转压力信号和右回转压力信号都为0时，目标流量为0；

当左回转压力信号大于0时，目标流量与左回转压力信号成正比；

当右回转压力信号大于0时，目标流量与右回转压力信号成正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提高液压挖掘机回转节能性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若左回

转压力信号大于0时目标流量大于0，则右回转压力信号大于0时目标流量小于0；若左回转

压力信号大于0时目标流量小于0，则右回转压力信号大于0时目标流量大于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液压挖掘机回转节能性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当虚拟

流量与目标流量不一致时，虚拟流量随时间逐渐接近目标流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液压挖掘机回转节能性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虚拟流

量对时间一阶可导。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液压挖掘机回转节能性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当虚拟

流量与目标流量符号相同时，通过发动机转速、主泵最大排量、虚拟流量计算主泵电流，当

虚拟流量与目标流量符号相反时，主泵电流为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液压挖掘机回转节能性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主泵，变量泵排量受电流控制，当电流为0时，排量为最小值，排量与电流正相

关。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液压挖掘机回转节能性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如

下：

当操作回转先导手柄时，控制器接收到先导手柄的压力信号，并计算出时此压力信号

对应的回转马达最终达到的目标流量Q0，此时目标流量与虚拟流量之间存在差值ΔQ；同时

回转马达在液压系统压力的驱动下，带动液压挖掘机上车部分进行回转加速，回转马达的

需求流量变化速度表达为 其中t为时间；同时控制器内部存在虚拟流量变化速

度的计算函数 并减小 与 之间的差值，随时间推移，Q2逐渐接近Q0，

此时虚拟流量模拟回转马达的需求流量；

如果Q0与Q2符号相同，则说明虚拟流量以及需求流量方向和目标流量方向相同，此时控

制器控制主泵输出的流量与虚拟流量相同，并与回转马达的需求流量相一致，所以流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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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过溢流阀浪费，达到减小流量浪费的目的；

如果Q0与Q2符号不同，则说明虚拟流量以及需求流量方向和目标流量方向相反，此时主

泵的输出流量会流过溢流阀产生浪费，所以此时将主泵电流设置为0，主泵流量达到最小，

达到减小流量浪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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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液压挖掘机回转节能性的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提高液压挖掘机回转节能性的控制方法，属于液压挖掘机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回转是挖掘机作业过程中的主要动作之一，提高回转过程中的能量利用率能够有

效提高挖掘机的节能性。在一般挖掘机回转操作中，液压系统和控制系统根据操作手柄的

输出信号决定主泵向回转马达供给的流量，由于液压挖掘机上车巨大的转动惯量，实际的

回转速度并不能马上与主泵供给的流量相匹配，而是较长时间内处于加速或减速状态下。

当挖掘机处于回转加速状态时，液压系统所提供的流量往往大大超过回转马达所需的流

量，超出部分的流量通过溢流阀产生热量后流回散热器和油箱，产生巨大的能量浪费；当对

挖掘机进行反转操作时，液压系统提供的流量与回转马达所需的流量方向相反，并与回转

马达排出的流量一同通过溢流阀，也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浪费。

发明内容

[0003] 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提高液压挖掘机回转节

能性的控制方法，可以在挖掘机回转时控制主泵使之提供的流量与回转速度实现实时匹

配，减少溢流产生的能量浪费。

[0004] 技术方案：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提高液压挖掘机回转节能性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控制器接收先导手柄

压力信号，并根据先导手柄压力信号依次计算出目标流量、虚拟流量、主泵电流，控制器输

出主泵电流控制主泵流量；

[0006] 挖掘机回转操作过程中，控制器根据先导手柄压力信号计算出目标流量，由于操

作相似，假设向右回转时的目标流量为正，向左回转时的目标流量为负，根据目标流量与虚

拟流量的差值修改虚拟流量，虚拟流量用于模拟回转马达所需的实际流量；

[0007] 如果虚拟流量与目标流量符号相同，则通过虚拟流量、发动机转速、主泵最大排量

计算出主泵的斜盘摆角以及主泵电流；如果虚拟流量与目标流量符号不同，则设定主泵电

流为0，最后控制器通过主泵电流控制主泵的输出流量。

[0008] 所述的提高液压挖掘机回转节能性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先导手柄压

力信号包括左回转压力信号、右回转压力信号；

[0009] 当左回转压力信号和右回转压力信号都为0时，目标流量为0；

[0010] 当左回转压力信号大于0时，目标流量与左回转压力信号成正比；

[0011] 当右回转压力信号大于0时，目标流量与右回转压力信号成正比。

[0012] 进一步的，若左回转压力信号大于0时目标流量大于0，则右回转压力信号大于0时

目标流量小于0；若左回转压力信号大于0时目标流量小于0，则右回转压力信号大于0时目

标流量大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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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所述的提高液压挖掘机回转节能性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当虚拟流量与目标

流量不一致时，虚拟流量随时间逐渐接近目标流量。

[0014] 进一步的，虚拟流量对时间一阶可导。

[0015] 所述的提高液压挖掘机回转节能性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当虚拟流量与目标

流量符号相同时，通过发动机转速、主泵最大排量、虚拟流量计算主泵电流，当虚拟流量与

目标流量符号相反时，主泵电流为0。

[0016] 所述的提高液压挖掘机回转节能性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0017] 所述的主泵，变量泵排量受电流控制，当电流为0时，排量为最小值，排量与电流正

相关。

[0018] 所述的提高液压挖掘机回转节能性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如下：

[0019] 当操作回转先导手柄时，控制器接收到先导手柄的压力信号，并计算出时此压力

信号对应的回转马达最终达到的目标流量Q0，此时目标流量与虚拟流量之间存在差值ΔQ；

同时回转马达在液压系统压力的驱动下，带动液压挖掘机上车部分进行回转加速，回转马

达的需求流量变化速度可表达为 其中t为时间；同时控制器内部存在虚拟流量

变化速度的计算函数 并尽可能减小 与 之间的差值，随时间推移，

Q2逐渐接近Q0，此时虚拟流量可较大程度模拟回转马达的需求流量；

[0020] 如果Q0与Q2符号相同，则说明虚拟流量以及需求流量方向和目标流量方向相同，此

时控制器控制主泵输出的流量与虚拟流量相同，并与回转马达的需求流量相一致，所以流

量不会通过溢流阀浪费，达到减小流量浪费的目的；

[0021] 如果Q0与Q2符号不同，则说明虚拟流量以及需求流量方向和目标流量方向相反，此

时主泵的输出流量会流过溢流阀产生浪费，所以此时将主泵电流设置为0，主泵流量达到最

小，达到减小流量浪费的目的。

[0022] 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的提高液压挖掘机回转节能性的控制方法，利用先导手柄

压力信号计算出虚拟流量，用于模拟回转马达所需的实际流量，并通过发动机转速、目标流

量、虚拟流量、主泵最大排量计算出主泵的控制电流，实现对主泵输出流量的控制，减小了

主泵流量的浪费，提高了回转节能性。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的控制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25] 如图1所示，为一种提高液压挖掘机回转节能性的控制方法，该控制方法包括目标

流量计算、虚拟流量计算、主泵电流计算、主泵流量控制等环节。控制器接收先导手柄压力

信号，并根据先导手柄压力信号依次计算出目标流量、虚拟流量、主泵电流，控制器输出主

泵电流控制主泵流量。

[0026] 所述的先导手柄压力信号，包括左回转先导压力信号、右回转先导压力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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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所述的目标流量，当左回转压力信号和右回转压力信号都为0时，目标流量为0，当

左回转压力信号大于0时，目标流量与左回转压力信号成正比，当右回转压力信号大于0时，

目标流量与右回转压力信号成正比。进一步，若左回转压力信号大于0时目标流量大于0，则

右回转压力信号大于0时目标流量小于0，若左回转压力信号大于0时目标流量小于0，则右

回转压力信号大于0时目标流量大于0。

[0028] 所述的虚拟流量，当虚拟流量与目标流量不一致时，虚拟流量随时间逐渐接近目

标流量。进一步，虚拟流量对时间一阶可导。

[0029] 所述的主泵电流，当虚拟流量与目标流量符号相同时，通过发动机转速、主泵最大

排量、虚拟流量计算主泵电流，当虚拟流量与目标流量符号相反时，主泵电流为0。

[0030] 所述的主泵，变量泵排量受电流控制，当电流为0时，排量为最小值，排量与电流正

相关。

[0031] 挖掘机回转操作过程中，控制器根据先导手柄压力信号计算出目标流量，由于操

作相似，假设向右回转时的目标流量为正，向左回转时的目标流量为负，根据目标流量与虚

拟流量的差值修改虚拟流量，该虚拟流量用于模拟回转马达所需的实际流量。如果虚拟流

量与目标流量符号相同，则通过虚拟流量、发动机转速、主泵最大排量计算出主泵的斜盘摆

角以及主泵电流，如果虚拟流量与目标流量符号不同，则设定主泵电流为0，最后控制器通

过主泵电流控制主泵的输出流量。

[0032] 当操作回转先导手柄时，控制器接收到先导手柄的压力信号，并计算出时此压力

信号对应的回转马达最终达到的目标流量Q0，此时目标流量与虚拟流量之间存在差值ΔQ。

同时回转马达在液压系统压力的驱动下，带动液压挖掘机上车部分进行回转加速，回转马

达的需求流量变化速度可表达为 其中t为时间。同时控制器内部存在虚拟流量

变化速度的计算函数 并尽可能减小 与 之间的差值，随时间推移，

Q2逐渐接近Q0，此时虚拟流量可较大程度模拟回转马达的需求流量。

[0033] 如果Q0与Q2符号相同，则说明虚拟流量以及需求流量方向和目标流量方向相同，此

时控制器控制主泵输出的流量与虚拟流量相同，并与回转马达的需求流量相一致，所以流

量不会通过溢流阀浪费，达到减小流量浪费的目的。

[0034] 如果Q0与Q2符号不同，则说明虚拟流量以及需求流量方向和目标流量方向相反，此

时主泵的输出流量会流过溢流阀产生浪费，所以此时将主泵电流设置为0，主泵流量达到最

小，达到减小流量浪费的目的。

[003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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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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