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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具有定位成提供止回功能的转

子定子的真空泵。旋片式真空泵包含定子和叶片

式转子，定子部分地限定出气室并且包括通向出

气室的出气通道。转子可旋转地密封定子；其具

有密封区域和非密封区域，所述密封区域阻挡出

气通道，所述非密封区域通过转子的旋转与出气

通道对齐从而定期地接通出气通道。所公开的泵

提供了对从出气通道流出的润滑油的减小的阻

力，导致在泵送循环结束时进气室和出气室之间

较低的压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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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旋片式真空泵，其包含：

具有出气通道的定子，所述定子部分地限定出气室；和

可旋转地密封所述定子的叶片式转子，所述转子具有密封区域和非密封区域，所述密

封区域用于阻挡所述出气通道，并且当所述出气室处于其最小体积时，所述非密封区域通

过所述转子的旋转与所述出气通道对齐从而定期地接通所述出气通道，所述非密封区域被

形成为所述密封区域中的凹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真空泵，其中所述非密封区域包括完全延伸通过所述转子的

凹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真空泵，其中所述凹槽形成为仅部分地延伸通过所述转子的

止动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真空泵，其中所述出气通道仅当与所述非密封区域对齐时被

接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真空泵，其中所述定子和所述转子通过润滑油膜分隔，并且其

中当所述出气通道被接通时空气和润滑油从所述出气室中排出。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真空泵，其中所述定子包括弯曲的内壁，并且其中所述转子包

括转子轮毂和具有两个端部段的分段弹簧加载式叶片，所述两个端部段靠着所述弯曲的内

壁可滑动地密封。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真空泵，其中所述非密封区域是对称地布置在叶片的相对侧

上的两个非密封区域中的一个。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真空泵，其中进气室和所述出气室都通过所述转子的所述转

子轮毂、所述叶片和所述弯曲的内壁限定边界。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真空泵，其中在所述转子的旋转期间所述进气室的体积增加，

并且其中在所述转子的旋转期间所述出气室的体积减小，并且其中当所述出气室处在其最

小体积时，所述非密封区域与所述出气通道对齐。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真空泵，其中所述定子包括轴承区域用以接收所述转子的所

述密封区域，并且其中所述密封区域经由润滑油膜靠着所述轴承区域被可滑动地密封。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真空泵，其中所述转子被连接到车辆中的电动马达。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真空泵，其中所述转子被连接到机动车辆发动机系统的凸轮

轴。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真空泵，其中当所述出气通道没有与所述非密封区域对齐

时，所述出气通道被所述密封区域阻挡。

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真空泵，其中所述真空泵没有簧片式止回阀。

15.一种旋片式真空泵，其包含：

具有弯曲的内壁和出气通道的定子；和

转子，其可旋转地密封所述定子并且通过润滑油膜与所述定子分隔开，所述转子包括

转子轮毂和分段弹簧加载式叶片，以及靠着所述定子的所述弯曲的内壁可滑动地密封的两

个相对的端部段，所述转子进一步包括密封区域和形成于所述密封区域中的两个凹槽，所

述密封区域用于阻挡所述出气通道，所述两个凹槽都通过所述转子的旋转与所述出气通道

对齐从而定期地接通所述出气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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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气室，其通过所述转子的所述转子轮毂、所述叶片和所述弯曲的内壁限定边界，在所

述转子的旋转期间所述进气室的体积增加；

出气室，其通过所述转子的所述转子轮毂、所述叶片和所述弯曲的内壁限定边界，在所

述转子的旋转期间所述出气室的体积减小，从而使得当所述出气室处在其最小体积时，所

述两个凹槽中的一个与所述出气通道对齐。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真空泵，其中所述出气通道是与所述两个凹槽的每一个的

长度和宽度相同的椭圆形孔。

17.机动车辆系统，其包含：

发动机；

具有定子和叶片式转子的旋片式真空泵，所述定子部分地限定出气室并且包括出气通

道和进气通道，所述转子可旋转地密封所述定子，并且所述转子包括密封区域和非密封区

域，所述密封区域用以阻挡所述出气通道，并且当所述出气室处于其最小体积时，所述非密

封区域通过所述转子的旋转与所述出气通道对齐从而定期地接通所述出气通道，所述非密

封区域被形成为所述密封区域中的凹槽；和

连接到所述进气通道的可抽空的机动车辆组件。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机动车辆组件包括真空伺服助力器。

19.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发动机包括凸轮轴，并且其中所述转子机械

地连接到所述凸轮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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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定位成提供止回功能的转子定子的真空泵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动车辆工程领域，并且具体涉及用于机动车辆发动机系统的真空

泵。

背景技术

[0002] 机动车辆发动机系统可以包括真空泵，以从一个或更多个机动车辆组件中抽空空

气。例如，这种组件可以包括用于液压制动器的真空伺服助力器、节气门驱动器或者车辆通

风系统中的致动阻尼器。

[0003] 机动车辆发动机系统的真空泵通常是旋片式容积泵。国际专利公开号为WO2007/

003215A1的专利申请示出了这种类型的泵的一个示例。该泵包括在定子中旋转并且将定子

的内部体积分为不连通的室的单叶片转子。这种室包括进气室和出气室。定子具有与进气

室连通的进气通道和与出气室连通的出气通道。转子和定子由润滑油膜覆盖并且被配置成

使得转子的每次旋转增加进气室的体积并且减少出气室的体积。因此，空气通过进气通道

进入并且通过出气通道排出，以提供真空泵的基本功能。在这种泵或其他与其类似的泵中，

分立的止回阀可以被连接到出气通道，以使在每次泵送循环的开始时再进入泵中的空气量

最小化。止回阀可以包括弹性的、弹簧加载百叶窗或者簧片式元件。

[0004] 在真空泵操作期间，当出气室中的压力超过百叶窗的回复力（闭合力）时，弹簧加

载百叶窗开始打开。发明人发现，百叶窗受限制的打开程度以及其比较大的回复力导致每

次泵送循环的结束时出气室中过大的润滑油压力。在某些情况下，出气室相对于进气室的

高压将引起转子的移位或摇摆。进而，这会引起转子撞击定子，导致来自真空泵的令人厌恶

的噪音。

发明内容

[0005] 因此，本公开的一个实施例提供了包含定子和叶片式转子的旋片式真空泵。所述

定子部分地限定出气室并且包括通向出气室的出气通道。所述转子可旋转地密封所述定

子。所述转子具有密封区域和非密封区域，所述密封区域阻挡所述出气通道，并且所述非密

封区域通过转子的旋转与所述出气通道对齐从而定期地接通所述出气通道。所公开的泵提

供了对从出气通道流出的润滑油的减小的阻力，这导致在泵送循环的结束时进气室和出气

室之间较小的压力差。因此，转子不经受能够导致来自泵的令人厌恶的噪音的移位或摇摆。

[0006] 提供以上概述以便以简化的形式介绍本公开中选择的部分，而不是为了限定关键

或必要特征。所要求保护的主题通过权利要求限定，即不受本发明内容部分的内容限制也

不受解决本文提及的问题或缺点的实施方式的限制。

附图说明

[0007] 图1示意性示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示例机动车辆系统的多方面。

[0008] 图2、图3和图4示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示例旋片式真空泵的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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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图5、图6和图7示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其他示例旋片式真空泵的多方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本公开的各方面现在将通过示例并参考以上列举的图示实施例被描述。在一个或

更多个实施例中基本相同的组件、过程步骤和其他元件被等同看待并且以最少的重复被描

述。然而，应当注意到的是，被视为等同的元件也可以一定程度上不同。本公开所包括的附

图是示意性的并且通常不按照比例绘制。而是，附图中所示出的各种绘制比例、长宽比和组

件的数量可能故意失真以使某些特征或关系更容易看出。

[0011] 图1示意性示出了示例机动车辆10的多方面。机动车辆包括发动机12，其提供动力

以驱动车辆。发动机包括经由凸轮轴16机械地致动的多个气门14，例如进气门和/或排气

门。凸轮轴可以通过车辆的曲轴（未在图1中示出）经由带、链或其他适合的组件驱动。在图1

的实施例中，凸轮轴还驱动真空泵18。真空泵被用于在车辆的操作期间从一个或更多个可

抽空的机动车辆组件中抽空空气。例如，这种组件可以包括用于液压制动器的真空伺服助

力器、节气门驱动器或者车辆通风系统中的致动阻尼器。在图1的实施例中，真空伺服助力

器20被连接到真空泵的进气口22。液压管路24将液压流体引导至机动车辆的液压制动器

26。

[0012] 图2示出了一个实施例中的示例性旋片式真空泵18的多方面。真空泵包括壳体或

定子28。在图示说明的实施例中，定子由相对的前部和后部（分别为30和32）组装成，前部和

后部一起围成腔体34。

[0013] 定子28具有环绕叶片式转子38的弯曲的内壁36。在本文的附图中，弯曲的内壁采

用了圆柱体的形式，但是不同形状的弯曲的内壁可以在其他实施例中使用。如图2所示，转

子的前侧和后侧分别靠着定子的前部和后部旋转。转子被连接到轴40并通过轴40驱动，轴

40延伸通过定子前部30中的油润滑的密封轴承42。在一些实施例中，该轴可以是机动车辆

凸轮轴或者被连接到机动车辆凸轮轴；在其他示例中，轴可以是通过电池/或机动车辆中的

交流发电机驱动的电动马达。

[0014] 继续参考图2，转子38包括圆盘形状的转子轮毂44。如附图中所示，转子轮毂可以

在定子28的后部32的轴承区域46中旋转。转子进而具有互补的密封区域48以匹配轴承区

域。换句话说，转子的密封区域是连续的，并且设置为与定子的轴承区域共面接触。在其他

示例中，除后部32之外或者替代后部32，轴承区域可以形成在转子的前部30中。在一些实施

例中，转子在其中旋转的轴承区域可以是凹陷区域。例如，其可以是在定子的前部和/或后

部中的圆盘状止动块的形式。在其他实施例中，转子轮毂可以包括凹陷密封区域，并且定子

可以具有抬高的（例如，盘状或环状的）轴承区域以接收转子的凹陷密封区域。通常，定子可

以包括适合定形为接收转子的任何轴承区域，并且转子可以具有互补的密封区域48以配合

轴承区域。在这个以及其他实施例中，转子和定子之间可滑动但是基本气密的密封由每个

转子定子接口/接触面（interface）处的润滑油薄膜提供。减少摩擦的润滑油使转子能够相

对于定子移动，同时保持密封。图3从另一个角度示出了真空泵18的方面。定子28的前部30

在图3中被忽略以揭示真空泵的内部结构。如图所示，转子轮毂44接触弯曲的内壁36，并靠

着该弯曲的内壁36旋转且可滑动地密封该弯曲的内壁36。除了转子轮毂，转子38还包括分

段叶片50，其可以沿着转子轮毂的直径自由滑动。叶片具有由弹簧54分隔的两个端部段5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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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52B。弹簧靠着弯曲的内壁偏压每个端部段，导致端部段随着转子旋转而沿着弯曲的内壁

滑动。在图3的实施例中，转子轮毂仅支撑一个叶片；在其它实施例中，转子轮毂可以支撑两

个或更多个叶片。

[0015] 定子28包括进气通道56和出气通道58。进气通道通向真空泵进气口22，并且出气

通道通向真空泵外的空气空间。在图3中图示说明的实施例中，转子轮毂44、叶片50和弯曲

的内壁36将定子的内部腔体34分隔为三个可变体积的室：与进气通道连通的进气室60，与

出气通道连通的出气室62，以及既不与进气通道连通也不与出气通道连通的封闭室64。因

此，进气室和出气室均由定子部分地限定，这是因为定子的弯曲的内壁，和转子轮毂以及转

子的叶片一起限定进气室和出气室的展开边界。因为转子38的旋转轴线R从内部腔体的中

心轴线C偏移，进气室的体积随着转子以图3中所示的方向旋转而增加，而出气室的体积减

少。该特征提供了真空泵18的基本功能，将空气从真空泵进气口22泵送到真空泵外的空气

空间。

[0016] 在一些真空泵中，最小进气口压力可能受进入空气限制，该空气穿过出气通道并

进入泵的腔体。解决该问题的一种方式是将止回阀连接到出气通道，以使重新进入到真空

泵中的空气量最小化。一种类型的止回阀可以包括弹性的、弹簧加载式百叶窗或者簧片式

元件，其具有低间隙的遮挡物以防止百叶窗不可逆的变形。在真空泵的操作期间，当出气室

中的压力超过百叶窗的回复力（闭合力）时，弹簧加载式百叶窗开始打开。然而本文的发明

人已发现，百叶窗受限制的打开程度加上其比较大的回复力，导致每次泵送循环的结束时

出气室中过大的润滑油压力。在某些情况下，出气室相对于进气室的高压可能引起转子的

移位或摇摆。进而可能引起转子撞击定子，导致来自真空泵的令人厌恶的噪音。

[0017] 据此，本公开在真空泵18的出气通道58处提供了止回功能，但是不使用簧片式止

回阀。取而代之，如图3和图4所示，出气通道被设置在定子的轴承区域46内，在此处其保持

在转子的大多数旋转范围内通过转子轮毂的密封区域48覆盖。然而，除了密封区域48之外，

转子轮毂44还包括两个非密封区域66A和66B。在图示说明的实施例中，非密封区域对称地

布置在转子叶片50的相对侧。每个非密封区域可通过转子的旋转与出气通道对齐，从而在

转子的旋转过程中定期地接通出气通道。如图3所示，当出气室62处于其最小体积时，一个

非密封区域与出气通道对齐。否则出气通道被转子的密封区域阻挡，即在转子的大多数旋

转范围内被阻挡。在小范围的角度内，非密封区域与出气通道对齐，出气通道开始接通。当

出气通道接通时，空气和润滑油以相对小的回压从出气室中排出。尽管图示说明的实施例

提供了两个非密封区域，但本公开同样符合仅具有一个非密封区域的实施例。

[0018] 如图3和图4所示，非密封区域66A和66B可以被形成为密封区域48中的凹槽。在这

些附图中，凹槽完全穿过转子轮毂44。在一些示例中，每个凹槽可以形成为平行于转子的旋

转轴线R。如所示，凹槽可以具有圆角的梯形形状，或者更半圆形的形状以便紧凑，或者更细

长的矩形形状以便减小流动阻力。在这个实施例和其他实施例中，出气通道58可以采用与

每个凹槽的长度和宽度基本相同的椭圆形孔的形式。然而，在本公开的各种实施例中，非密

封区域和出气通道的具体几何形状可以不同。例如，非密封区域可以包括形成在转子轮毂

中的通孔，以取代凹槽。一个这种示例在图5中被示出，其中通孔66C和66D定期地接通相似

形状的出气通道（未在图5中示出）。仍在其他实施例中，非密封区域可以包括仅部分延伸通

过转子的止动块。此处，如图6中的示例所示，止动块66E可以直接面对呈凹形的轴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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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尽管图示说明的止动块具有圆角的梯形形状，可以领会到的是可替换成形的止动块可

以被使用而不脱离本公开的范围。例如，在图7中，止动块66F具有楔形形状。仍在其他示例

中，止动块可以采用四分之一球形的形式。

[0019] 应当理解的是，以上所描述的物品、系统和方法是本公开的实施例，不是限制性示

例，因为也预期到多种变化和扩展。本公开也包括上述物品、系统和方法以及其任何和所有

等同物的所有新颖和非显而易见的组合和子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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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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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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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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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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