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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隔膜泵上端盖

(57)摘要

一种微型隔膜泵上端盖，它包括盖在微型隔

膜泵头部的盖体(1)，所述盖体(1)内设有进水腔

(2)和出水腔(3)，且盖体(1)的两侧还分别设有

进水管(4)和出水管(5)，所述进水管(4)与进水

腔(2)连通，出水管(5)与出水腔(3)连通，其特征

在于：所述出水腔(3)内设有挡水板(6)使得微型

隔膜泵头部出水端的出水不会直接进入到出水

管(5)中；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结构简

单、体积小、重量轻、零部件较少、组装方便、可减

振消噪、增强排空自吸能力及可大幅降低加工和

安装成本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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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微型隔膜泵上端盖，它包括盖在微型隔膜泵头部的盖体(1)，所述盖体(1)内设

有进水腔(2)和出水腔(3)，且盖体(1)的两侧还分别设有进水管(4)和出水管(5)，所述进水

管(4)与进水腔(2)连通，出水管(5)与出水腔(3)连通，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水腔(3)内设有

挡水板(6)使得微型隔膜泵头部出水端的出水不会直接进入到出水管(5)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型隔膜泵上端盖，其特征在于：所述盖体(1)内设有环形凸

起(7)，所述环形凸起(7)分割出进水腔(2)和出水腔(3)，所述出水腔(3)位于环形凸起(7)

内；所述挡水板(6)为弧形结构，且挡水板(6)位于出水管(5)与出水腔(3)连通处的正前方。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微型隔膜泵上端盖，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水板(6)对应的圆心

与环形凸起(7)的圆心重合，所述挡水板(6)的中心在出水管(5)轴线的延长线上。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微型隔膜泵上端盖，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水板(6)对应的圆

心角为90～12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微型隔膜泵上端盖，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水板(6)对应的圆心

角为10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型隔膜泵上端盖，其特征在于：所述盖体(1)的两侧均设有

“C”字型的防护罩(8)，两个防护罩(8)分别对应进水管(4)和出水管(5)，所述进水管(4)的

轴线和出水管(5)的轴线与各自对应的防护罩(8)的轴线重合。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微型隔膜泵上端盖，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护罩(8)对应的圆心

角为120～135°。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微型隔膜泵上端盖，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护罩(8)对应的圆心

角为130°。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微型隔膜泵上端盖，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管(4)的轴向长度

和出水管(5)的轴向长度减去各自对应的防护罩(8)的轴向长度的值为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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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隔膜泵上端盖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泵设备领域，特别是一种微型隔膜泵上端盖。

背景技术：

[0002] 微型隔膜泵(RO泵)也称RO增压泵、RO自吸泵、反渗透增压泵、反渗透自吸泵等，是

直流隔膜增压泵的一种。RO泵的英文名是Reverse  Osmosis  Diaphragm  Pump，完整中文意

思是反渗透(逆渗透)隔膜增压泵。目前是净水行业，家用纯水机的核心配件之一。

[0003] 目前，RO泵在使用过程中存在振动较大，噪音也较大，现有技术采用的是在RO泵头

盖外侧设置减震消音装置如公开号为CN  104776014  A，名称为净水机及其隔膜泵组件的公

开“一种净水机的隔膜泵组件，其特征在于，包括：泵体，所述泵体具有出水端；阻尼装置，所

述阻尼装置包括：第一壳体，所述第一壳体具有进水口，所述进水口与所述出水端相连；第

二壳体，所述第二壳体具有出水口，所述第二壳体与所述第一壳体连接且与所述第一壳体

限定出缓冲空间，其中所述缓冲空间分别与所述进水口和所述出水口相连；阻尼件，所述阻

尼件设在所述缓冲空间内且由水压驱动弹性变形。”，但这种机构结构复杂，零部件较多，成

本较高，且组装也较麻烦。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零部件较少、组装方便、可减

振消噪、增强排空自吸能力及可大幅降低加工和安装成本的微型隔膜泵上端盖。

[0005]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种微型隔膜泵上端盖，它包括盖在微型隔膜泵头

部的盖体，所述盖体内设有进水腔和出水腔，且盖体的两侧分别设有进水管和出水管，所述

进水管与进水腔连通，出水管与出水腔连通，所述出水腔内设有挡水板使得微型隔膜泵头

部出水端的出水不会直接进入到出水管中。

[000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由于出水腔内设有挡水板使得微型隔膜泵头部出水端的

出水不会直接进入到出水管中，则挡水板可将出水端的出水和出水管中回流的水流隔开，

以减少水流的相互冲击，从而减小了振动和噪声；并且挡水板还使得出水端的出水得到一

定的缓冲后再进入到出水管中，使得水流中的气泡大幅减少，出水的水流也更平顺更稳定，

从而减少水流对管路的冲击，以便降低振动和噪声，并且还可大幅提高水泵排空能力和泵

腔体内水的充盈率，从而达到增强水泵的自吸能力和初始出水效率；再者整个机构结构简

单，体积小，重量轻，零部件较少，可一次注塑成型，省去了组装程序，从而大幅降低加工和

安装成本。因此本发明具有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零部件较少、组装方便、可减振消噪、

增强排空自吸能力及可大幅降低加工和安装成本的特点。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盖体内设有环形凸起，所述环形凸起分割出进水腔和出水腔，所述

出水腔位于环形凸起内；所述挡水板为弧形结构，且挡水板位于出水管与出水腔连通处的

正前方；则这样设置后，结构更简单，也便于注塑成型，脱模成功率也较高。

[0008] 作为优选，所述挡水板对应的圆心与环形凸起的圆心重合，所述挡水板的中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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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管轴线的延长线上；则这样设置后，使得挡水板两侧的水流相对较均匀，水流流入出水

管也更加的平顺，振动也相对较小，噪音也随之降低。

[0009] 作为优选，所述挡水板对应的圆心角为90～120°；在这个范围内振动和噪声相对

较小，如大于120°，则导致出水腔压力较大，容易导致端盖变形，如小于90°，则对水流整流

的效应较差，振动和噪音与现有的几乎相等。

[0010] 作为优选，所述挡水板对应的圆心角为100°。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盖体的两侧均设有“C”字型的防护罩，两个防护罩分别对应进水管

和出水管，所述进水管的轴线和出水管的轴线与各自对应的防护罩的轴线重合；则这样设

置后，防护罩可保护管路的快速接头，同时也保护进水管和出水管，防止掉落时进水管和出

水管因碰撞而断裂，从而保证本发明的使用稳定性。

[0012] 作为优选，所述防护罩对应的圆心角为120～135°；则在这个范围内时防护罩对进

水管和出水管的保护相对更好。

[0013] 作为优选，所述防护罩对应的圆心角为130°。

[0014] 作为优选，所述进水管的轴向长度和出水管的轴向长度减去各自对应的防护罩的

轴向长度的值为0～5mm；则这样设置后，在保证进水管和出水管使用稳定性的前提下，还可

使得快速接头可快速方便的与进出水管拆装。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微型隔膜泵上端盖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微型隔膜泵上端盖的立体图。

[0017] 图3为RO泵用头部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如图：1、盖体，2、进水腔，3、出水腔，4、进水管，5、出水管，6、挡水板，7、环形凸起，

8、防护罩，9、吸水口，10、出水端。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实例说明，但本发明不限于以下具体实施实例。

[0020] 在本发明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上”、“下”、“内”、“外”等指示方位或位置关

系是基于附图所述的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或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必须具

有的特定的方位。

[0021] 实施例一

[0022]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微型隔膜泵上端盖，它包括盖在微型隔膜泵头部的盖体1，

盖体1盖合在的微型隔膜泵头部(见图3)位置处，微型隔膜泵头部上设有吸水口9和出水端

10，吸水口9和出水端10均设有单向阀片，所述盖体1内设有进水腔2和出水腔3，且盖体1的

两侧还分别设有进水管4和出水管5，所述进水管4与进水腔2连通，出水管5与出水腔3连通，

所述出水腔3内设有挡水板6使得微型隔膜泵头部出水端10的出水不会直接进入到出水管5

中。微型隔膜泵头部的吸水口9与进水腔2连通，微型隔膜泵头部的出水端10与出水腔3连

通，微型隔膜泵工作时，吸水口9将进水腔2的水吸入，随再将吸入的水从出水端10排出到出

水腔3中；挡水板6设置在靠近出水管5与出水腔3的连通处，且盖体1与微型隔膜泵头部盖合

后挡水板6位于出水端10单向阀片上活动片之间的位置处，挡水板6设置的位置不能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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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片的活动。

[0023] 所述盖体1内设有环形凸起7，所述环形凸起7分割出进水腔2和出水腔3，所述出水

腔3位于环形凸起7内；所述挡水板6为弧形结构，且挡水板6位于出水管5与出水腔3连通处

的正前方。

[0024] 所述挡水板6对应的圆心与环形凸起7的圆心重合，所述挡水板6的中心在出水管5

轴线的延长线上。

[0025] 所述挡水板6对应的圆心角为90～120°(本例为100°，也可为90°、95°、110°或120°

等等)。

[0026] 所述盖体1的两侧均设有“C”字型的防护罩8，两个防护罩8分别对应进水管4和出

水管5，所述进水管4的轴线和出水管5的轴线与各自对应的防护罩8的轴线重合。

[0027] 所述防护罩8对应的圆心角为120～135°(本例为130°，也可为120°、125°或135°等

等)。

[0028] 所述进水管4的轴向长度和出水管5的轴向长度减去各自对应的防护罩8的轴向长

度的值为0～5mm(本例为3mm，也可为0mm、2mm、4mm或5mm等等)。

[0029] 实施例二

[0030] 一种微型隔膜泵上端盖，它包括盖在微型隔膜泵头部的盖体1，盖体1盖合在的微

型隔膜泵头部(见图3)位置处，微型隔膜泵头部上设有吸水口9和出水端10，吸水口9和出水

端10均设有单向阀片，所述盖体1内设有进水腔2和出水腔3，且盖体1的两侧还分别设有进

水管4和出水管5，所述进水管4与进水腔2连通，出水管5与出水腔3连通，所述出水腔3内设

有挡水板6使得微型隔膜泵头部出水端10的出水不会直接进入到出水管5中。微型隔膜泵头

部的吸水口9与进水腔2连通，微型隔膜泵头部的出水端10与出水腔3连通，微型隔膜泵工作

时，吸水口9将进水腔2的水吸入，随再将吸入的水从出水端10排出到出水腔3中；挡水板6设

置在近出水管5与出水腔3的连通处，且盖体1与微型隔膜泵头部盖合后挡水板6位于出水端

10单向阀片上活动片之间的位置处，挡水板6设置的位置不能影响到活动片的活动。

[0031] 所述盖体1内设有环形凸起7，所述环形凸起7分割出进水腔2和出水腔3，所述出水

腔3位于环形凸起7内；挡水板6为方形结构，且挡水板6位于出水管5与出水腔3连通处的正

前方。

[0032] 实施例三

[0033] 一种微型隔膜泵上端盖，它包括盖在微型隔膜泵头部的盖体1，盖体1盖合在的微

型隔膜泵头部(见图3)位置处，微型隔膜泵头部上设有吸水口9和出水端10，吸水口9和出水

端10均设有单向阀片，所述盖体1内设有进水腔2和出水腔3，且盖体1的两侧还分别设有进

水管4和出水管5，所述进水管4与进水腔2连通，出水管5与出水腔3连通，所述出水腔3内设

有挡水板6使得微型隔膜泵头部出水端10的出水不会直接进入到出水管5中。微型隔膜泵头

部的吸水口9与进水腔2连通，微型隔膜泵头部的出水端10与出水腔3连通，微型隔膜泵工作

时，吸水口9将进水腔2的水吸入，随再将吸入的水从出水端10排出到出水腔3中；挡水板6设

置在近出水管5与出水腔3的连通处，且盖体1与微型隔膜泵头部盖合后挡水板6位于出水端

10单向阀片上活动片之间的位置处，挡水板6设置的位置不能影响到活动片的活动。

[0034] 所述盖体1内设有环形凸起7，所述环形凸起7分割出进水腔2和出水腔3，所述出水

腔3位于环形凸起7内；所述挡水板6为弧形结构，且挡水板6位于出水管5与出水腔3连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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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前方。

[0035] 所述挡水板6对应的圆心与环形凸起7的圆心重合，所述挡水板6的中心在出水管5

轴线的延长线上。

[0036] 所述挡水板6对应的圆心角为90～120°(本例为115°)。

[0037] 所述盖体1的两侧均设有“C”字型的防护罩8，两个防护罩8分别对应进水管4和出

水管5，所述进水管4的轴线和出水管5的轴线与各自对应的防护罩8的轴线重合。

[0038] 所述防护罩8对应的圆心角为120～135°(本例为128°)。

[0039] 所述进水管4的轴向长度和出水管5的轴向长度减去各自对应的防护罩8的轴向长

度的值为0～5mm(本例为4.5mm)。

[0040] 安装时，只需将盖体1对准微型隔膜泵头部，使用螺栓锁紧即可，安装较方便。

[0041] 以上实例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本发明不仅限于以上实施例还允许有其它结

构变化，凡在本发明独立权要求范围内变化的，均属本发明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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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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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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