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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集成式配流盘及微量泵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集成式配流盘及微量泵，配

流盘包括第一端面和第二端面，第一端面设有吸

油区和压油区，吸油区和压油区设置在轴孔两

侧，吸油区和压油区之间设有过渡区，配流盘侧

面设有吸油窗，吸油窗与吸油区连通，所述第二

端面设有出油口，出油口与压油区之间通过连接

孔连通。本发明的一种集成式配流盘及微量泵能

够提高配流盘的集成度，减小油液流动产生的冲

击和噪音，能够降低微量泵的体积，减小震动，提

升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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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集成式配流盘，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端面和第二端面，第一端面设有吸油区和

压油区，吸油区和压油区设置在轴孔两侧，吸油区和压油区之间设有过渡区，配流盘侧面设

有吸油窗，吸油窗与吸油区连通，所述第二端面设有出油口，出油口与压油区之间通过连接

孔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成式配流盘，其特征在于，第一端面设有减震槽，减震槽分

别设置在吸油区和压油区端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集成式配流盘，其特征在于，所述减震槽有两个，一个减震槽

与吸油区连通，另一个减震槽与压油区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成式配流盘，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端面设有外密封带和内

密封带，外密封带和内密封带位于吸油区和压油区两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成式配流盘，其特征在于，第一端面边缘设有辅助支撑部，

多个辅助支撑部间隔设置，相邻辅助支撑部之间设有通油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成式配流盘，其特征在于，配流盘设有止动限位槽，使配流

盘能够通过螺钉与缸体相连，防止配流盘径向转动。

7.一种微量泵，包括传动轴，泵体，配流盘和缸体，所述传动轴穿过缸体且与配流盘连

接，其特征在于，所述配流盘为权利要求1至6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集成式配流盘，配流盘

的吸油区与缸体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微量泵，其特征在于，泵体中设有回程盘，回程球，波形弹簧和

柱塞，柱塞设置在缸体上且与回程盘连接，所述回程球设置在回程盘上，波形弹簧设置在缸

体和回程球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微量泵，其特征在于，所述泵体端部设有压盖，压盖与配流盘

之间设有第一密封圈，配流盘与泵体之间设有第二密封圈。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微量泵，其特征在于，所述泵体设有进油口，所述压盖设有压

油口，所述传动轴与泵体之间设有深沟球轴承，泵体端部与传动轴之间具有旋转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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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集成式配流盘及微量泵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微小排量的柱塞泵，特别涉及一种集成式配流盘及微量泵。

背景技术

[0002] 柱塞泵是液压行业常见的一种动力驱动元件，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船舶、海洋装

备、矿山冶金、能源、智能装备等各行各业，市场需求大，应用范围广，但随着社会精细化分

工以及人工智能、微小机器人等对柱塞泵日益轻量化、智能化、集控化需求的增加，传统柱

塞泵已经逐渐不能满足各行业对微型柱塞泵日益增加的市场需求。然而，目前国内市场微

型柱塞泵几乎仅有国外个别品牌，自主品牌的微型柱塞泵未见投放市场。

[0003] 随着微型集成液压系统、各类机器人等要求输出大力工况的需求日益增长，微型

液压柱塞泵的需求也呼之欲出。该产品一直都从国外进口，目前，该类微量泵在国内市场需

求较大，但国内还处于研发阶段，所以急需开发一种适用于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的体积小、输

出力大的微小排量柱塞泵，以填补国内在该领域的空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问题，提高了一种能够减小噪音和体积，输出力大，使

用寿命较长的集成式配流盘及微量泵。

[0005] 具体技术方案如下：一种集成式配流盘，包括第一端面和第二端面，第一端面设有

吸油区和压油区，吸油区和压油区设置在轴孔两侧，吸油区和压油区之间设有过渡区，配流

盘侧面设有吸油窗，吸油窗与吸油区连通，所述第二端面设有出油口，出油口与压油区之间

通过连接孔连通。

[0006] 作为优选方案，第一端面设有减震槽，减震槽分别设置在吸油区和压油区端部。

[0007]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减震槽有两个，一个减震槽与吸油区连通，另一个减震槽与压

油区连通。

[0008]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第一端面设有外密封带和内密封带，外密封带和内密封带位

于吸油区和压油区两侧。

[0009] 作为优选方案，第一端面边缘设有辅助支撑部，多个辅助支撑部间隔设置，相邻辅

助支撑部之间设有通油槽。

[0010] 作为优选方案，配流盘设有止动限位槽，使配流盘能够通过螺钉与缸体相连，防止

配流盘径向转动。

[0011] 一种微量泵，包括传动轴，泵体，配流盘和缸体，所述传动轴穿过缸体且与配流盘

连接，其特征在于，所述配流盘为上述集成式配流盘，配流盘的吸油区与缸体连通。

[0012] 作为优选方案，泵体中设有回程盘，回程球，波形弹簧和柱塞，柱塞设置在缸体上

且与回程盘连接，所述回程球设置在回程盘上，波形弹簧设置在缸体和回程球之间。

[0013]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泵体端部设有压盖，压盖与配流盘之间设有第一密封圈，配流

盘与泵体之间设有第二密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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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泵体设有进油口，所述压盖设有压油口，所述传动轴与泵体之

间设有深沟球轴承，泵体端部与传动轴之间具有旋转密封。

[0015]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本发明的一种集成式配流盘及微量泵能够提高配流盘的集成

度，减小油液流动产生的冲击和噪音，能够降低微量泵的体积，减小震动，提升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集成式配流盘的立体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集成式配流盘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图2中C‑C截面的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集成式配流盘的侧视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的集成式配流盘的立体图。

[0021]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微量泵的立体图。

[0022] 图中：1—传动轴，2—泵体，3—斜盘，4—回程盘，5—回程球，6—波形弹簧，7—柱

塞，8—缸体，9—配流盘，10—压盖，11—第一密封圈，12—第一紧定螺钉，13—冲压外圈滚

针轴承，14—第二密封圈，15—第二紧定螺钉，16—深沟球轴承，17—旋转密封，90‑止动限

位槽，91—吸油区，92—压油区，93—轴孔，94—过渡区，95—吸油窗，96—减震槽，97—外密

封带，98—内密封带，99—辅助支撑部，100—第一端面，101—通油槽，200—第二日端面，

201—出油口，202—连接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实例对本发明的实质性特点和优势作进一步的说明，但本发明并不局

限于所列的实施例。

[0024] 如图1至图5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集成式配流盘9包括第一端面100和第二端面

200，第一端面100设有吸油区91和压油区92，吸油区91和压油区92设置在轴孔93两侧。吸油

区91和压油区92之间设有过渡区94，配流盘侧面设有吸油窗95，吸油窗95与吸油区91连通。

所述第二端面20设有出油口201，出油口201与压油区92之间通过连接孔202连通。上述技术

方案中，油液经配流盘9的吸油窗95进入吸油区91，吸油区91与微量泵的缸体8底部的腰形

槽相通，通过柱塞在缸体内往复运动，经中心波纹弹簧和回程机构运转，油液被挤压出去，

经过渡区94进入了高压区，从而油液进入配流盘9的压油区92，通过连接孔202流向出油口

201，使泵完成油液输出，本实施例的连接孔202为斜孔。通过上述技术方案，能够使配流盘

承载微量泵的吸油与压油以及由高速旋转的缸体带来的轴向载荷，且集成了吸油口和出油

口为一体的集成化零件。

[0025] 本实施例中，第一端面100设有减震槽96，减震槽96分别设置在吸油区91和压油区

92端部。通过上述技术方案，能够防止柱塞腔内的油液，由高压到低压或低压到高压瞬间接

通中，因油液的突然膨胀或压缩所产生的振动和冲击，这种高低压交替的冲击压力将严重

影响泵的流量脉动，产生噪声和周期性的冲击载荷。配流盘设计有过渡区94及减震槽96，使

柱塞腔内压力平缓过渡，避免冲击，减小对泵寿命的影响。本实施例中，所述减震槽96有两

个，一个减震槽96与吸油区91连通，另一个减震槽96与压油区92连通。

[0026] 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端面100设有外密封带97和内密封带98，外密封带98和内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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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带97位于吸油区91和压油区92两侧，从而对吸油区和压油区进行密封。

[0027] 本实施例中，第一端面100边缘设有辅助支撑部99，多个辅助支撑部99间隔设置，

相邻辅助支撑部99之间设有通油槽101。从而使配流盘的接触应力尽可能减小，使缸体8与

配流盘9之间保持液体摩擦，配流盘9端面设置有足够的辅助支撑面积，且辅助支撑部形成

的支撑面上开设有卸荷作用的通油槽101。配流盘设有止动限位槽90，使配流盘能够通过螺

钉与缸体相连，防止配流盘径向转动，所述止动限位槽90设置在配流盘侧面。

[0028] 一种微量泵，包括传动轴1，泵体2，配流盘9和缸体8，所述传动轴1穿过缸体8且与

配流盘9连接。所述配流盘为上述集成式配流盘，配流盘9的吸油区91与缸体8连通。本实施

例中，泵体2中设有回程盘4，回程球5，波形弹簧6和柱塞7，柱塞7设置在缸体8上且与回程盘

4连接，所述回程球5设置在回程盘4上，波形弹簧6设置在缸体8和回程球5之间。本实施例

中，所述泵体2端部设有压盖10，压盖10与配流盘9之间设有第一密封圈11，配流盘9与泵体1

之间设有第二密封圈14。泵体上设有第一紧定螺钉12和第二紧定螺钉15，对配流盘9和斜盘

3进行限位。本实施例中，所述泵体2设有进油口21，所述压盖设有压油口22。所述传动轴1与

泵体2之间设有深沟球轴承16，深沟球轴承16为微小型深沟球轴承，泵体2端部与传动轴1之

间具有旋转密封17，传动轴1与配流盘之间设有冲压外圈滚针轴承13。

[0029] 本实施例的微量泵通过传动轴1带动缸体8旋转，使均匀分布在缸体8上的柱塞7在

柱塞腔内做往复直线转动。每个柱塞端部都有滑靴，通过中心波形弹簧6、回程盘4、回程球5

将滑靴压在与轴线成一定倾斜角度的斜盘3上，同时将缸体8另一端面压在配流盘9上，当缸

体8旋转时，柱塞7即做往复运动，通过配流盘9上的吸油区和压油区完成泵的吸油和压油动

作。

[0030] 本实施例的一种集成式配流盘及微量泵能够提高配流盘的集成度，减小油液流动

产生的冲击和噪音，能够降低微量泵的体积，减小震动，提升使用寿命。

[0031]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较佳实施例仅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

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士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凡根据本发明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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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6

CN 112539147 A

6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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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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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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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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