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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翻车机在矿山铁路运输中的应用
秦　毓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陕西 渭南 714102）

摘　要　矿山铁运作业主要是进行矿石和精矿运输，且卸车地点相对固定，但由于翻车机系统设备相对较多，且

微机联锁条件过于复杂，使得翻车机在矿山铁路运输过程常常会发生故障翻车不起翻或不回位等现象。为解决该

问题的出现，本文根据铁路信号、电气技术、联锁技术等，开发设计了一种新型液压翻车机系统，并对其进行仿真。

旨在能够降低翻车机系统电气设备的故障率和运行风险，使得其运行效率得到提高。最后经测试结果表明，该系

统可以更好地满足矿山铁路运输的要求，并为工程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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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车机作为一种翻卸矿石的大型机械设备，被广

泛应用于电力、媒体以及冶金等企业当中。原矿山运
输方式是通过矿车编组运输到矿仓上之后，再由翻车
机卸入矿仓当中。当前随着采矿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

对产量方面的需求，原翻车机无法充分满足当前的矿
山铁路运输的需求，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新型液压翻车
机，实现多矿仓卸矿。所以，本文开发设计了一款自

动化液压翻车机系统，该系统采用电液驱动技术、PLC
技术以及联锁技术等实现了翻车机的自动化控制 [1]。

1 工况概述

以某矿山铁路线受周围环境限制为例，需要对液
压翻车机系统和铁路运输配线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够

有效减少工程成本，还可以为矿石运输和管理提供方
便。此铁路主要沿着矿山东南侧为入口进入矿山厂区，
配备了 2×1000mw的机组，一个大型翻车机和其他对

应的配电设备。

2 液压翻车机系统设计

2.1 翻车机系统 

首先，翻车机系统作为一种铁路运输翻卸大型设

备，主要由 7个部分构成：翻车机机体、重车调车机、
空车调车机以及夹轮器、迁台车和安全止挡器、单向
止挡器等部分。其次，作业过程中，主要和卸车线上

其他相关配套设备之间实现联动自动化卸车，但可以
通过人工手动操作的方式进行翻卸作业。

当矿车进入到翻车机系统翻卸作业区域之后，首

先重车调车机对整列矿车进行牵引，并通过摘钩设备
进行摘钩，接着重车调车机会逐节将对应的矿车送入
到翻车机本体进行定位，同时，重车调车机的摘钩会

推出翻车机。然后，翻车机系统再通过对矿车进行夹

持的定位，实现 165° ~175°的翻转，以此将矿料卸
入矿仓当中。此过程当中还具备喷水设备进行自动化
工作，一直到整个矿车全部完成翻卸为止 [2]。

2.2 翻车机主程序设计

翻车机控制系统一般由 3个部分构成：上位机
PC、下位机 PLC以及工业电视等。其中，上位机主要
负责系统操作界面、数据库管理等；工业电视主要实
现了对翻车机的实际运行图像现场的反馈与监控作用；
下位机负责程序的逻辑控制。因此，为保障液压翻车
机在矿山铁路运输中的稳定性，本文在开发设计翻车
机系统控制模式上，将上位机作为 fail系统的操作端，
并实现了多台设备之间的微机联锁操作。同时，另外
一台上位机作为翻车系统的工程师站，并进行微机联
网，实现功能上的互相备用。最后，通过利用操作室
内的工业电视，实现对现场实际情况的反馈和监控，
以此保障设备的正常、稳定运行。

2.2.1 上位机及通信模块设计
首先，上位机 PC作为翻车机控制系统的中心部分，

本文主要选用 IFIX5.5为上位机，在作业工作中由工作
人员借助人机接口以及系统中对应的功能按钮实现系
统控制。并通过监控画面实时地反映出翻车机系统在
正常翻卸作业时的实时情况。同时，PLC通过利用数
据采集和处理功能实现对翻车机系统的各个类型传感
器、开、限位开关、电流变送器以及变频器等控制。
其次，在进行翻车机系统的通信模块设计过程当中，
通过为翻车机安装一台上位机，利用组态王软件，实
现对操作画面的编辑，以此实现对不同设备运输数据
的实时显示。其中，包含了电流信号、行程限位以及
运行状态、计数限位等，从而将设备的运行位置和通
信状态显示出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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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仪表技术
面对液压翻车机在矿山铁路运输过程中存在的编

码器联轴器断裂问题，选择利用新型的编码器联轴器
替换坏掉的设备，并利用金属连接，这样可以有效避
免设备受应力的影响遭到损坏。同时，在翻车机液压

站通过增添压力变送器，将其作为供油压力指示。这
样一来，在组态轴，可以将供油压力实时在 PC端显示，
从而为操作室中工作人员对液压站的实时监测提供帮
助，以此避免翻车机出现故障。

2.3 电气系统设计

结合翻车机系统的实际情况，在矿山铁路运输过
程当中，其电气设备经常出现联锁条件故障，以及联
锁条件不具备限制等问题，导致翻车机无法进行操作、

无法翻转作业，以及液压系统、调车机、迁车台等故
障问题。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系统就地控制设备存在
故障、电源线路问题或者控制设备陈旧老化、铁路信
号干扰等造成的。所以想要有效解决设备联锁，就需
要对翻车机系统进行逐一检测，并利用下位机 PLC控
制系统，增设继电器隔离保护设备。最后，利用编码

器将更换具备良好抗磁干扰的设备，以此解决铁路信
号问题，从而翻车机系统与设备之间通信的稳定性。

2.4 铁路配线及安全止挡器设计

首先，液压翻车机系统在矿山铁路入厂端的铁路
配线配置时，常规情况设置的种车线、空车线以及机走
线外对应分别为 1条线路。不过，为了保障空调机、迁
车台发生故障问题时，能够实现整列空车可以牵出，本
文在翻车机设备处增添了 1条备用的牵出线，并在车场

末端设立了 1条机带线，具体铁路配线示意图见图 1所
示。其次，翻车机的重车线、空车线的迁车台基坑前，
所设置的安全止挡器设计，主要作用于防止矿车车辆
调入迁车台的基坑当中。而空车线上的安全止挡器除
了具备正常的安全功能之外，还能够实现在多功能空
调机牵引整列空矿车向出厂当下运动时，允许矿车进

行反向通过 [4]。

2.5 铁路信号及联锁技术

矿山铁路运输中，迁车台的铁轨和周围两侧的空

车线铁轨两者之间存在间隙，导致铁路信号无法持续

进行传递，使得铁路调度中心无法获取该区域的信号。

因此，为能够保障机车和整列矿车空车之间的安全连

挂，通过在迁车台前的空车线两旁设置阻拦信号机，
这样可以有效避免机车进入到迁车台。而针对非联锁

区域，迁车台并不设立轨道电路，所以要利用特殊的

方式进行表示。传统的联锁保护逻辑技术，主要是为

了人身安全提供保障，对于迁车和矿车的调动等方面

的联锁并不完善，进而导致多种故障问题出现。为解

决该问题，可以通过以下联锁方式解决：首先，通过

在迁车台增添反射板型光电开关，并将其设置在铁轨

的两边，并与遮挡报警进行联锁设计，这样一来当迁

台车中空车放置的时间超过 3分钟，自动程序就会停止，

从而实现了对空车的自动监测保护，避免了事故的发

生。其次，可以通过将四计轴技术器串联改成并联形式，

同样可以避免由计数器故障导致车辆碰撞的事故出现，
也可以避免翻卸效率受到影响。

2.6 工业电视系统设计

通过在翻车机操作室当中设置并安装对应的工业

电视系统，首先给系统主要由电视墙、矩阵主机和摄

像头等 3个部分组成。借助该系统，可以使得操作人

员在实现对翻车机设备操作时，还能够对正常运行工

作的设备进行充分的了解，以此避免设备发生故障问
题。即使翻车机在运行过程发生问题，通过该系统也

可以让操作人员及时做出反应，以此将损失降到最低。

因此，本文为了更好地实现对翻车机系统的运行进行监

测，选择利用 3台上位机 PC，将其中 2台上位机，根

据PLC技术利用以太网通信方式组成局域网。这样一来，

就可以让操作人员通过局域网中的任意一台上位机 PC

就能够实现对翻车机系统的操作。此外，设计过程当中

还保留了就地操作平台，以此为设备的检修提供便利。

2.7 空车调车机

该调车机在正常工作时，可以将 2节空车推送出

迁车台，到空车线上。而重车进入到翻车机方向的反

向端进行集结。当所有矿车翻卸完成之后，该空调车

机会通过选择距离较近的迁车台上的空车末端车进行

图 1 铁路线配置示意图

双车翻车机

备用牵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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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挂，然后将整体空车牵引到出厂的位置。不过，想
要实现这些功能，首先需要考虑矿车的车辆状态和存
矿情况，如矿车最大牵引吨位为 60节 C70空车。其次，
车钩为牵引车钩，驱动装置在退出运行之后，依然能
够实现满负荷的运行。

2.8 翻车机操作模式

液压翻车机的操作控制模式设计，本文选择利用
西门子 S7-200型号系列的 PLC（可编程控制器）。首先，
该设备具备良好的对外输入和输出接点以及 D/A转换
端子，在检测和控制等方面具有很好的操作性。因此，
选择该控制器作为翻车机系统的操作核心，能够实现
液压翻车机的自动化操作。其次，翻车机系统的控制
方式分为：就地手动控制模式、程控手动方式、程控
自动模式等类型。其中，就地手动控制模式，主要借
助就地操作台以及对应的俺就直接实现对相关设备的控
制。同时，在该控制模式下，设备与设备之间的联锁得
到了保留；程控手动模式，借助上位机以及对应的控制
按钮实现了对翻车机系统、设备的控制。虽然该控制模
式保留了不同设备之间的联锁，但只能借助单台设备，
以及手动操作的方式来实现。而程控自动模式，是借助
上位机实现了整列矿车的自动控制调车、翻卸以及重
新编列等，但是其联锁条件与手动控制模式一样，需
要人工操作。并且，摘钩依然只能人工操作，无法实现
自动摘钩，最后一节矿车必须要人工进行确认才行。

3 仿真试验分析与应用

3.1 试验分析及结果

为探究液压翻车机在矿山铁路运输过程中的可行
性和实用性，本文对其进行了仿真试验，液压翻车机
的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1所示。

表 1 液压翻车机主要技术参数

液压泵
最大工作压力 /MPa 12

最大输出流量 /（L/min-1） 48.4

液压缸
最大工作压力 /MPa 11

工作时间 /s ＜ 40

举升液压缸
最大行程 Smax/m 0.48

最小安装高度 Lmin/m 0.84

翻转液压缸
最大行程 Smax/m 0.42

翻转角度 /（°） 180

夹持液压缸
最大行程 Smax/m 0.27

最小安装长度 Lmin/m 0.63

液压翻车机自身重量 /N 80000

矿车及矿石重量 /N 30000

液压翻车机速度 /（m/s-1） 0.42

该液压翻车机的元件为 Y2EH-HCL0B型号电磁
溢流阀和电磁换向阀、平衡阀等组成；液压泵为 CB-
FC3L5，液压缸的压力变送器为 PPM-241A型号。通过
结合现场试验条件分析，对翻车机的翻转液压缸的翻
转和复位时间进行测量，其结果为 T=34s，而举升液压
缸的举升工作时间供为 T=8s（包含上升时间 5s，下降
时间 3s）。因此，结合不同液压缸的工作时序来看，
该液压翻车机的液压缸总工作时间为 T=28.9s＜ 40s，
这就说明该翻车机设计符合要求。

3.2 在矿山铁路运输中的应用

通过将该液压翻车机在矿山卸料点和精矿卸料等
地方进行适应性试验与优化改进，该翻车机的起翻能
力和翻车效率、稳定性等均满足矿山铁路运输的现场
要求，且没有存在铁路运输事故和翻车设备故障等问
题情况的出现。因此，这就说明液压翻车机在矿山铁
路运输中的翻车效率得到了提高，并减轻了工作人员
的劳动强度，避免了人为事故的出现，使得其生产效
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同时，面对电气设备存在问
题时，通过系统上位机可以实现并及时地对电气设备
故障点进行及时的确认，以此缩短了处理故障问题的
时间，从而为其安全生产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4 结语

综上所述，经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的液压翻车机在
矿山铁路运输过程当中应用，具有很好的效果。它不
仅可以有效解决电气设备存在的缺陷问题，还借助上
位机及时准确地找到设备故障发生点，以此为电气设
备的安全运行提供保障。同时，在液压翻车机设过程
当中，借助翻车机控制程序设计、联锁技术以及仪表
技术等实现并提升了翻车机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的安全
性与稳定性。因此，该液压翻车机在矿山运输中的应用，
既可以降低设备运行的风险，促进其效率提升，还具
有一定程度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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