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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图 ? 可以看出,神经网络模型输出与实际

系统输出之间的误差在 <8=://, 结果证明神经网络辨

识的模型非常接近于实际系统。
6 结论

(@) 神经网络辨识建立了接近于实际系统的非线

性模型,该模型能应用于控制的仿真模型和参考模型。
(;) 由于计算机运行速度和神经网络算法的发展,

采用优化的 ABC 算法显著地加快了网络训练速度,为

复杂模型辨识的建立提供了有利条件。
(D) 神经网络模型的建立比较复杂,如何确定最优

化的模型结构、激励函数和网络算法、为工程技术人员

在应用中提供设计依据,是目前的一个难点,也是神经

网络系统辨识在实际应用中需要解决的课题。

参考文献:
E@F::刘延俊,陈正洪,赵秀华8:气动比例位置系统的辨识及仿真研究EGF8机

床与液压,;<<D,98
E;F::李洪人,王栋梁,李春萍8:非对称缸电液伺服系统的静态特性分析EGF8
:::::::机械工程学报,;<<D,;8
EDF::袁曾任8人工神经元网络及其应用ECF8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HHH8
E9F::王卓8船舶运动平台液压系统设计与控制EIF8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D,@@8

::::::::液压挖掘机作为一种大功率的工程机械, 节能性

一直是其追求的目标。 特别是单斗液压挖掘机,作业工

况复杂,作业过程中负荷变化频繁、变化范围大,因而

不少环节存在着能量损失, 主要有发动机 B 变量泵的

非经济匹配产生的损失、 液压系统内部压力油的流量

损失和压力损失。 这些损失不仅浪费了能量,而且引起

液压系统发热,工作性能恶化。 为此,节能控制已经成

为液压挖掘机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 JK;;< 型液压挖

掘机采用了多项节能控制技术, 并取得了较好的应用

效果。

本文从进一步降低液压系统流量损失出发, 介绍

了 JK;;< 型液压挖掘机应用压差传感器实现负荷传

感控制,使得液压挖掘机获得了最佳流量匹配,在满足

工作需要的前提下, 微机始终把泵的流量最小作为优

先考虑条件,从而使液压系统的性能优化,达到了节能

的目的。
1 主泵控制系统组成

图 @ 所示为 JK;;< 型液压挖掘机使用的双联柱

塞泵伺服变量系统原理图。
压力传感器 9、角度传感器 D、发动机转速传感器 H

发出的各种信号都输入到泵阀控制器 @@(,LM)内。 控

制器根据所接收到的信号判定泵的输送量是增加还是

减少, 通过高速电磁阀 =、N 的打开或关闭来调整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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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阀 6 打开 关闭 关闭

电磁阀 5 关闭 打开 关闭

泵位移角 减小 加大 保持原状

泵输出流量 减小 增加 保持不变

活塞 7 的位置(泵位移角),从而调整泵的输出流量。 其

关系如表 1 所示。 泵位移角(液压泵斜盘倾角)的变化

范围为 2&’(2)*。

图 1 液压泵控制系统

1－发动机 2－主液压泵 +－角度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

5、6－电磁阀 7－伺服液压缸 ,－先导泵 -－转速传感器

1.－输出信号 11－控制器 12－输入信号

表 1 电磁阀与泵位移角的关系

2 压差传感器对泵的流量控制

液 压 挖 掘 机 系 统 内 部 的 能 量 损 失 主 要 有 三 个 方

面,阀中位时的卸荷损失、工作时的节流损失(特别是

微动控制时的能量损失) 和系统过载时的溢流损失。
/022. 型液压挖掘机应用压差传感器实现了负荷传感

控制,即压差传感器识别各工况执行元件的流量需求,
然后发送信号给 123,123 对泵的输出流量进行调整,
以使泵的输出流量与执行元件的流量需求相一致。 因

此在上述液压系统三个主要的能量损失方面, 液压挖

掘机获得了最佳流量控制,达到了节能目的。 负荷传感

控制系统如图 2 所示,具体控制过程分析如下。
(1)压差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压差传感器由电控和液压两部分组成。 有两个液

压力信号 4 和 5 作用在压差传感器上,见图 2,信号 4
来自液压泵压力, 信号 5 来自执行元件的最高负荷压

力。 压差传感器测定信号 4 与信号 5 之间的压力差,
并将此差值传送到 123, 与 123 存储的规定差值 61
进行比较。 当压差大于规定值时,泵的输出流量降低;
当压差小于规定时,泵的输出流量增加。 123 的控制目

标是使泵的输出压力始终高出执行元件最高工作压力

一个较小差值 61, 泵的流量为维持此差值的流量,从

而避免多余的流量损失。 其对应关系见图 +。

图 2 负荷传感液压控制系统示意图(中位状态)

图 # 压差与泵流量的对应关系

(2) 中位卸荷

在图 2 中7当换向阀处于中位时,液压泵输出压力

油被闭式换向阀封住,而卸荷阀的 8(口则通过梭阀及换

向阀与油箱相通。 当液压泵压力达到卸荷阀弹簧调定

压力 2(91: 时,卸荷阀打开,液压泵卸荷。 此时,压差传

感器 4 口油压为卸荷阀的调定压力(191)2(91:,压差

传感器的 5 口油压为零。 4 口与 5 口压差为(191)2(
91:,此值输入 123 大于规定值(61)1;5(91:,故 123
便向电磁阀发出控制信号,减小泵位移角(液压泵斜盘

倾角),使液压泵在最小排量下(斜盘倾角为 2<)工作。
此时液压泵功率损失为卸荷压力与最小流量乘积,大

大小于传统恒功率变量泵的卸荷方式 (空载时排量为

最大),见图 )=。
如果此时自动慢车开关处于打开位置,则在空挡位

置超过 )(>,发动机控制器 /3(/3 与 123 互通信息)便

发出控制信号给 /3 马达(控制柴油机油门开度),使发

动机速度降到预定的自动慢车速度7使损失进一步减小。
(+) 超载卸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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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采用 ,>? 控制系统来控制气动式全自动铣字机,
控制系统外部接线非常简单, 采用 3@? 图的方法编制

程序,简明直观,不易出错。 ,>? 系统反应速度快,可靠

性高,用于快速气动装置的控制是最佳的选择。
除了自动运行外,该系统还可以增加手动控制,外

部线路只需增加一个自动 5 手动转换开关和几个用于

单独控制电动机和各个气缸的开关即可。 软件也是增

加手动部分即可,非常方便。 但这样 ;< 点的 ,>? 将不

再够用,需选用 A< 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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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 中F当执行元件超载或当液压缸运动到极限

位置而换向阀仍处于工作位时, 执行机构工作回路的

压力就增加, 直到回路的工作压力克服了卸荷溢流阀

调定压力 AA:E,4 时,则通过卸荷溢流阀使工作油路卸

荷。 此时液压泵出口压力为卸荷溢流阀调定压力 AA:
E,4 与卸荷阀弹簧力 ;:E,4 之和,即液压泵压力为 A=:
E,4,此压力输入压差传感器 M 口,而压差传感器 N+口
油压为溢流阀调定压力 (,E;)AA+E,4,M、N 口压差为

;+E,4。 此压差大于规定值(O,)C8=+E,%,,P? 便向电

磁阀发出控制信号,于是液压泵斜盘倾角减至最小(斜

盘倾角为 ;Q),近似于零排量。此工况虽然液压泵压力

较大,但流量很小近似为零,所以与图 9% 相比(排量较

小,但并非近似于零),功率损失较小。

图 4 传统恒功率变量系统能量损失

(9) 作业过程中的节能控制

在作业过程中,当液压回路的流量需求小于泵的流

量时,,P? 就减小泵的排量,使泵的输出流量与执行元

件的流量需求相一致。 例如当控制杆的行程减小时,主

滑阀的油路出口按控制杆行程的比例而部分关闭,部分

关闭的油路使液压油通过时引起的阻力增大,导致压差

增大。 于是,,P? 就减少泵的流量,直至减少到压差达

到规定值 O,为止。 与图 91 相比,此项功能对减少微动

控制时的能量损失十分有利。 反之,如果控制杆行程大

开,主滑阀节流损失减小,压差降低,,P? 就增加泵的

流量,直至增加到压差达到规定值 O, 为止。可见,压差

传感器能够实现按需供油,达到最佳流量匹配。

当挖掘机的几个执行机构同时动作, 进行复合作

业时,因为每个工作机构的载荷不同,液压泵供应的压

力油首先流到负载最低的工作机构, 此时压差传感器

感应的是主液压泵供油压力与最低载荷的压差。 此时,
液压泵供油压力较低(因负载低)。 ,P? 根据接收到的

复合作业信号(来自先导压力开关)、液压泵压力信号

(来自压力传感器 9)以及传感器的压差信号,发出控制

命令,适度减小最低负载工作油路中可变压力补偿阀的

开度,限制流向最低负载工作机构的流量,使更多的油

量流向负载较高的工作机构去克服负载,同时液压泵的

压力也因阻力的增大而上升。此时压差传感器重新感应

增大的液压泵压力与较高的工作负载压力之差(较高的

负载压力是通过梭阀比较检出)。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感

应出最大负荷,液压泵压力达到最高。同理,对应液压泵

压力与最大负荷之间的压差,,P? 将其与规定值 O, 比

较,视压差的大与小,控制泵流量的减与增。
经过上述的快速比较与控制过程, 进行复合作业

的每个主滑阀节流孔前后都获得了不随负荷变化的稳

定压差; 各个工作机构获得了只与滑阀开口量成正比

的流量分配;液压泵获得了足够的工作压力。 从而使得

复合作业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得到提高, 节省了流

量,达到了精确操作的效果。
3 结论

RS;;< 型液压挖掘机应用压差传感器实现了负荷

传感控制, 使得液压挖掘机获得了较好的复合操作性

和最佳的流量匹配,液压系统的性能得到了优化,达到

了节能的目的,促进了液压挖掘机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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