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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液压挖掘机动力臂的发展和现状

1.1    液压挖掘机动力臂的介绍

液压挖掘机动力臂是通过使用运动和固定铲刃片的

铲刃，在适宜的铲刃片间隙下，对固定在下铲刃座上

不同厚度和重量的金属土石方，施加一定的操控挖掘

力，按所需要的尺寸使土石方最终断裂分离的机械设

备。液压挖掘机动力臂通常用来剪裁具有直线边缘的

土石方毛坯，主要有切头锻压、切尾锻压和切边锻压

三种锻压方式。液压挖掘机动力臂能保证被剪土石方

的操控挖掘表面满足直线度和平行度要求，同时可以

减少其扭曲程度，从而加工出高质量的工件。

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对液压

挖掘机动力臂的生产设计制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

以，当前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液压挖掘

机动力臂优化是很必要的。目前，锻压机械通常划分为

8 类，按汉语拼音顺序用大写字母来表示。液压挖掘机

动力臂的操控挖掘机组代号为 Q。当产品的总体结构相

似时，主要使用大写字母 A、B、C 等来进行区分。处

在类型代号间的 2 个数字是液压挖掘机动力臂组系列代

号，如：01 代表手动脚踏液压挖掘机动力臂，11 代表

普通的直线液压挖掘机动力臂（电动挖式和液压挖式），

12 代表摆式液压挖掘机动力臂，28 代表角度操控挖掘

机，等。Y 表示液压传动，指液压挖掘机动力臂使用液

压装置作为主传动。液压挖掘机动力臂代码数字编注

用“剪大厚度 × 剪大板宽”来表示。

1.2    液压挖掘机动力臂的研究现状

国内针对数控液压挖掘机动力臂的研究最早起步于

液压挖掘机动臂结构优化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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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液压挖掘机动力臂设计要求为可操控挖掘一定厚度和重量的土石方。通过减薄被剪土石方的厚度，
可以操控挖掘其他强度的土石方。再依照给出的设计技术要求，初步拟定设计方案：包含整体结构、机械
传动方案和液压系统方案；设计出最为详细合理的结构，绘制液压挖掘机动力臂的总装配图、零部件图且
完成有关的设计和计算；挑选出典型零件，设计零件工作图；完成液压原理图。整个液压挖掘机动力臂在
各部件的设计选用方面，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计算液压挖掘机动力臂的力学性能参数，确定液压缸，从
而确定液压泵的压力和流量大小，最后实现液压挖掘机动力臂的设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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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初始阶

段、高速发展阶段和发展完善阶段。对液压挖掘机动力

臂的结构特性分析、动态仿真，操控挖掘理论等都展开

了深入的研究。比如，在机床的机身方面进行结构优化、

强度分析、静力学分析、优化设计等的研究。

国外方面，比如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早期

在工业和制造业方面发展迅速。发展过程中，对于金

属土石方的需求量非常大。故而在这方面展开了深层

次的研究，如在传统的液压挖掘机动力臂结构基础上

增加附件，丰富其功能。同时在设计过程中将计算机

技术灵活运用其中。德国的机械工程师 Lucia 就为此开

发设计出了一款新颖的剪板液压挖掘机动力臂，其特

点是：其上铲刃架是凭借液压油缸来完成驱动，现实操

作使用中该设备还可以操控挖掘较大规格的板料。

1.3    液压挖掘机动力臂的研究趋势

液压技术兴起得相对迟一点，20 世纪 50 年代前

后，我国才将其使用在机床和锻压机械设备生产领域，

之后逐步向工业和制造业领域延伸。与其他传动方式，

如机械、电能等相比，液压传动具有着一定的技术优

势：液压传动可完成无级调速，并且调速的区间范围很

大；液压传动使用油液作为介质，能长期运行，不需要

定期润滑养护；液压传动可以实现无间隙传动，运转稳

定。但其缺点也很明显：出现故障不易排查；当出现液

压冲击和空穴时，运行不稳定产生振动。但整体评估，

液压传动技术具有显著的优势和发展潜力，其弊端必

将随着技术革新很快得以解决，功能会逐步完善。目前，

各类液压挖掘机动力臂的自动化程度都有所提高，操

控挖掘加工的工艺精度和操作性也有显著提高，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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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功能显著增强，可剪板料的尺寸逐渐增大、种类

也变得更为丰富。液压挖掘机动力臂正逐渐取代传统

机械传动式挖掘机动力臂，得到广泛使用。

液压挖掘机动力臂在操控挖掘过程中，支撑板料的

工作台将承受一定的载荷，但是会受到压料油缸和液

压油缸的作用，液压挖掘机动力臂的关键部位会出现

应力集中和变形的情况，从而会导致液压挖掘机动力

臂在操作中出现焊缝开裂、精度降低和零件损坏等问

题。液压挖掘机动力臂的设计好坏、品质优劣、可靠性、

强度和刚度都会直接影响设备的制造成本和使用性能，

因此液压挖掘机动力臂的结构设计非常重要。

现在，液压挖掘机动力臂设计大多选用的是机床的

设计方法，主要是对液压挖掘机动力臂进行刚度和强

度方面的模拟分析。针对在此基础上出现的某些问题，

需要对液压挖掘机动力臂进行应力和应变的测试分析，

但是考虑其在受力上的复杂性，在计算时需要对其模

型进行简化，最后计算的精度无法得到准确值。计算

过程越为复杂，需要花费的时间也会越长。所以，为

了避免这种情形的出现，需要对液压挖掘机动力臂的

设计和计算方法进行优化和改进。

2    液压挖掘机臂部机械结构设计方案

在本次课题研究中，对液压挖掘机动臂结构进行设

计时，主要需要从液压挖掘机的动臂结构和机械理论着

手，力求设计出机构合理且操作良好的机械。在对此

次设计的液压挖掘机动臂结构进行运动性分析时，可

以通过 D-H 方法对液压挖掘机动臂结构进行运动学正

逆问题的互动式求解。此外，在对此次设计中的康复

机械动臂进行控制系统选择时，主要设计出开关量控

制模块、遥控控制模块和计算机控制模块，同时在设

计的过程中需要对康复机械动臂进行反复调试和试验，

进而使机械动臂实现最佳的运动模式。设计指标如表

所示。

2.1    体臂部机械结构整体方案

液压挖掘机动力臂机械主要由动臂固定机构、动臂

摆动机构、动臂伸缩机构、液压挖掘机机械立板、液

压挖掘机机械底板等部分组合而成，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液压挖掘机动臂的固定机构主要由 4 个

底部制作配合 8 个内角螺钉组合固定而成，内角螺钉通

常需要固定在立板的内侧区域；液压挖掘机的动臂摆动

机构，在机械设计过程中主要是通过两个铰链机构与

动臂的固定机构相连接，同时机械设计中的动臂摆动

机构需要借助螺钉与支撑销进行联结；液压挖掘机动力

臂机械中的伸缩机构需要安装在动臂摆动机构的内部，

同时还需要配合 5 组不同形式的螺纹固定在传感器支

架上方。

传感器需要选用六角螺钉进行固定，这样才可以在

动臂的伸缩机构上将传感器牢固化管理，设计人员还

可以根据液压挖掘机动力臂的实际需求，设计出 6 组

相同的永磁铁，通过这些永磁铁便可以将传感器固定

在支架的上方。同时也可以借助圆头螺钉将用磁铁支

架固定在拨动板上方，这样便可以确保动力臂气动气缸

与螺纹螺钉共同固定在两个不同的支架上。或者保证动

力臂气动气缸与螺纹螺钉在固定期间的稳定性，需要

采用圆头螺钉进行二次固定，这样才可以保证拨动板

在液压挖掘机动力臂机械的使用过程中不会出现晃动。

在进行拨动板的设计过程中，需要对拨动板的活动

段，利用动力臂支架和拨销进行共同控制，在此期间还

需要借助圆柱销固定拨动板上方的动臂伸缩结构；对于

液压挖掘机动力臂机器中的核心机构，液压挖掘机动

臂驱动气缸需要采用 16 活塞连杆，并通过运用铰链连

接的形式将使用活塞连杆气缸固定在液压挖掘机动力

臂机械摆动机构的正下方。对底板进行固定的过程中，

设计人员可以通过选用 5 个大小相同的外六角螺钉与

底板进行固定，同时还可以搭配使用永磁体，借助磁

力将液压挖掘机动力臂机械的摆动机构与支座相连接。

2.2    液压挖式液压挖掘机动力臂的操控挖掘原理

液压挖掘机动力臂的操控挖掘可理解为金属的塑

性变形，其操控挖掘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为压入变形，第二阶段为操控挖掘滑移。在初始操控

挖掘过程中，上挖刃与土石方接触后，对土石方施加

操控挖掘力，同时压入土石方。因为在起始操控挖掘

阶段操控挖掘力很小，土石方的操控挖掘抗力会远大

于操控挖掘力，所以土石方只能在局部区域发生很小

的塑性变形，这就是操控挖掘过程中的压入变形阶段。

随着操控挖掘的继续进行，上挖刃继续向下移动，操

控挖掘力逐步增加，当增加到比土石方的操控挖掘抗

力大时，土石方断裂分离，此时土石方沿着操控挖掘

面发生滑移，这是操控挖掘过程中的操控挖掘滑移阶

段。随着操控挖掘的继续进行，操控挖掘力越来越小，

表    设计指标

规格 参数

工作介质 空气

额定流量 /（L/min） 55 

使用压力 /MPa 0.05 

运动速度 /（m/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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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土石方完全被挖断时，操控挖掘力变为 0，这就是一

个完整的操控挖掘过程。

液压挖掘机动力臂和传统动力臂对比，在产品性

能、操控挖掘精度、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的优势：

（1）挖式液压挖掘机动力臂选取的是矩形铲刃片，

铲刃片 4 个刃口都能够投入加工中，使用周期很长。 
（2）操控挖掘角度可随实际的操控挖掘状况进行细

微的调节，可以合理地缩减土石方错位变形，提高操

控挖掘质量，改善产品的操控挖掘性能。

（3）上铲刃架为内倾构造设计，方便落料。而摆

式液压挖掘机的上铲刃架运用的是摆式操控挖掘设计，

这种设计会使操控挖掘力臂较长，不仅会产生的噪音，

还会导致机床受损，甚至影响精度。挖式液压挖掘机

使用的是铅锤操控挖掘方式，铲刃刃和土石方之间是

连续点接触，产生的噪声较小，机床受到的磨损较轻，

同时操控挖掘精度高。

（4）摆式液压挖掘机的液压缸为内嵌式设计，难于

润滑和修复；而挖式液压挖掘机的油缸里充斥着液压油

液，无需多余的润滑，使用周期更长。

（5）挖式液压挖掘机选用三点支撑式滚动导轨的设

计方案，该方案可以有效减小支撑间隙 , 同时还具备分

段操控挖掘功能，提高操控挖掘质量。

（6）液压挖式液压挖掘机动力臂的液压传动系统选

用的是集成式操控系统，能有效减少液压管路安装使

用，缝隙处选用密封圈的封闭类型，大大增强了液压

挖掘机动力臂设备的操作稳定性，且外观上美观大方，

简洁明了。

3    结语

通过研究液压挖掘机动力臂结构优化设计工作，可

以进一步提高液压挖掘机动力臂在操作中的应用效率，

提高施工质量。此外，在合理设计液压挖掘机动力臂

结构的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液压挖掘机动力臂

在操作中的可靠性，加强液压挖掘机对金属土石方毛

图    液压挖掘机动力臂机械示意图

1- 固定器；2- 摆动机构；3- 支撑销；4- 伸缩机构；5- 传感器组；6- 永磁铁组；7- 驱动气缸；8- 摆动锤；9- 曲柄连接机轴；10- 动力臂区域；

11- 支架；12- 拨动板；13- 永磁铁支架；14- 传感器支架；15- 传感器；16- 驱动气缸；17- 立板；18- 底板；19- 支座；20- 永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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坯的裁断速度，并积极引进先进液压挖掘机动力臂设

计模式，结合国内工程开采的实际情况进行结构设计，

提高我国自主研发的液压挖掘机动力臂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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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拆机分析

由于本次是针对输出级齿轴修形设计后齿面接触强

度的验证，所以拆机分析是本次试验的重点环节。

（1）箱体内润滑油颜色稍深，但属于正常范围内，

同时不存在刺鼻异味情况，油内成分分析 Fe、Cr 含量

以及 PQ 指标在标准范围内。

（2）检查输出级以及输入级齿轮齿轴齿轮级中间级

伞齿轮组，只有正常啮合痕迹。先前出现问题的输出级

齿轴在啮合区域没有再出现点蚀区域，如图 7 所示。

（3）检查所有滚动轴承，无磨损。滚子轴承内外圈

没有明显的磨损痕迹。

综上，根据拆解结果，箱体内的零部件没有发现异

常，在现场发生问题的同样的型号再更严格的工况下没

有出现润滑油颜色异常以及齿轴表面积点蚀情况。

5    结语

本次的优化设计始于直交轴式减速电机在用户现场

发生的噪音、温升过高的宏观失效问题，通过逐步对根

本问题进行剖析，从齿轮微观层面解决了这个问题。整

个过程中得到如下结论：

（1）减速机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生噪音过大、温度

过高问题，很大可能伴随内部零部件失效，尤其是润滑

油变质、齿类零件的过度磨损情况；

（2）承载端齿类零件失效风险非常大，虽然宏观强

度校核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一些恶劣工况下需要在

宏观校核前提下利用的修形来增强寿命；

（3）对斜齿轮的螺旋角及压力角的修正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改善齿面应力分布载荷，提高齿面接触强度。

到此，基于失效对减速电机的优化设计介绍完毕。

在产品的研发初期，由于多种因素制约不可能考虑所有

的工况条件，大多是采用极限法来进行评估，这就需

要后期根据工况的变化来进行闭环的完善优化，本次

优化过程也给后续相关产品开发和优化提供了思路和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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