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191692.7

(22)申请日 2018.10.12

(71)申请人 余姚市普润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315420 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陆埠镇

五马工业区创业西路3号

(72)发明人 李松杰　张燕伟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杭诚专利事务所有限公

司 33109

代理人 尉伟敏

(51)Int.Cl.

F16K 31/06(2006.01)

F16K 31/36(2006.01)

 

(54)发明名称

防堵组合电磁阀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防堵组合电磁阀，包括阀

座，阀座内设有阀座腔体，阀座腔体的两端分别

连接进水口和出水口，阀座上设有电磁组件，电

磁组件通过电磁动作吸放阀片，以导通或截断阀

座腔体与进水口之间的通路；毛细管设于阀座

上，两端分别导通阀片的上下游，还设有防堵补

偿排水结构；所述防堵补偿排水结构包括一密封

的补偿排水腔，补偿排水腔的上下游分别连接阀

片的上下游；补偿排水腔内密封的设有补偿排水

阀座，补偿排水阀座导通补偿排水腔的上下游；

补偿排水阀芯通过弹性件密封抵接在补偿排水

阀座内，常态下密封补偿排水阀座。本发明的有

益效果是：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增加一套废水排

放补偿结构，在毛细管堵塞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实

现废水的正常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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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堵组合电磁阀，包括阀座（1），阀座内设有阀座腔体（2），阀座腔体的两端分别

连接进水口（3）和出水口（4），阀座上设有电磁组件，电磁组件通过电磁动作吸放阀片，以导

通或截断阀座腔体与进水口之间的通路；毛细管（5）设于阀座上，两端分别导通阀片的上下

游，其特征是，还设有防堵补偿排水结构；所述防堵补偿排水结构包括一密封的补偿排水腔

（99），补偿排水腔的上下游分别连接阀片的上下游；补偿排水腔内密封的设有补偿排水阀

座（98），补偿排水阀座导通补偿排水腔的上下游；补偿排水阀芯（97）通过弹性件密封抵接

在补偿排水阀座内，常态下密封补偿排水阀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堵组合电磁阀，其特征是，所述补偿排水阀座为阶梯

孔，前端小于后端；所述补偿排水阀芯为可适配插接在补偿排水阀座内的杆件，补偿排水阀

芯的前端为直径大于补偿排水阀座后端开口的密封片（96），补偿排水阀芯的后端突起的设

有弹簧限位片（95）；所述弹性件为补偿排水弹簧（94），补偿排水弹簧套接在补偿排水阀芯

上，一端抵接在弹簧限位片上，另一端抵接在补偿排水阀座的阶梯面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防堵组合电磁阀，其特征是，补偿排水阀座的前端为喇叭

口，喇叭口前方开口直径大于后方开口直径；补偿排水阀芯的前端紧贴密封片后侧设有一

圈下凹的密封圈安装槽（93），密封圈安装槽内适配安装有弹性密封圈（92）；弹性密封圈的

外径大于补偿排水阀座的喇叭口前方开口直径，小于喇叭口后方开口直径。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防堵组合电磁阀，其特征是，所述补偿排水腔为阶

梯孔，阶梯孔的前端为小直径端，连接阀片的下游，后端为大直径端，补偿排水阀座适配的

定位于阶梯孔后端最前方；后端的侧壁设有螺纹，补偿排水腔堵头（91）通过螺纹连接在补

偿排水腔后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防堵组合电磁阀，其特征是，补偿排水腔堵头上设有防漏

的O型圈（90）。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防堵组合电磁阀，其特征是，补偿排水腔与阀片的

下游之间以补偿排水毛细管（89）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防堵组合电磁阀，其特征是，补偿排水毛细管的管径与毛

细管的管径相同。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373043 A

2



防堵组合电磁阀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阀门领域，具体是一种防堵组合电磁阀。

背景技术

[0002] 电磁阀是用电磁控制的工业设备，是用来控制流体的自动化基础元件。先导型电

磁阀是电磁阀中的一个重要分类。中国专利文献CN207349443U于2018年5月11日公开了“一

种常闭型先导式组合电磁阀”，包括阀座、塑料安装座、铁芯组件、阀片组件和钢制毛细管，

阀座包括进水口、出水口和阀座腔体，所述阀座腔体包括进水腔体和出水腔体，出水口为塑

料圆管；塑料安装座下部内为上腔体，在进水腔体与出水腔体之间设置有环形凸起；所述阀

片组件包括阀片和阀片密封垫，阀片组件设置在上腔体与阀座腔体之间，阀片中心设置有

先导孔；所述阀片密封垫上设置有凹槽，凹槽与环形凸起对应设置；所述钢制毛细管设置在

出水口的塑料圆管的上壁上，钢制毛细管呈直立状态固定设置，钢制毛细管穿透塑料圆管

的上壁，打通上腔体与出水腔体。该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用钢管内孔大小来调整废水的

大小，稳定性高。在实际应用中，该类传统方案存在一个缺陷，毛细管容易在长期使用过程

中被水中的污垢堵塞，导致废水排出失效。

发明内容

[0003] 基于以上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防堵组合电磁阀，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增加一套

废水排放补偿结构，在毛细管堵塞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实现废水的正常排放。

[0004] 为了实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防堵组合电磁阀，包括阀座，

阀座内设有阀座腔体，阀座腔体的两端分别连接进水口和出水口，阀座上设有电磁组件，电

磁组件通过电磁动作吸放阀片，以导通或截断阀座腔体与进水口之间的通路；毛细管设于

阀座上，两端分别导通阀片的上下游，还设有防堵补偿排水结构；所述防堵补偿排水结构包

括一密封的补偿排水腔，补偿排水腔的上下游分别连接阀片的上下游；补偿排水腔内密封

的设有补偿排水阀座，补偿排水阀座导通补偿排水腔的上下游；补偿排水阀芯通过弹性件

密封抵接在补偿排水阀座内，常态下密封补偿排水阀座。

[0005] 本方案设计的防堵组合电磁阀，在现有技术上增加了一套防堵补偿排水结构。该

防堵补偿排水结构包括补偿排水腔、补偿排水腔内的补偿排水阀座、补偿排水阀座内的补

偿排水阀芯。补偿排水腔密封的设于阀座上，上下游分别连接阀片的上下游，形成了平行于

毛细管的另一个废水通道。补偿排水阀座和补偿排水阀芯即为配合起来对该通道的导通和

截止进行必要的控制。其中，补偿排水阀座密封的设置在补偿排水腔内，而补偿排水阀芯通

过弹性件抵接在补偿排水阀座内，弹性件常态下补偿排水阀芯处于封闭状态，将本防堵补

偿排水结构中的废水通道截止。而在毛细管被堵塞后，阀片的上游压力变大，变大的压力逐

渐施加在弹性件上，导致弹性件的形变，最终带动补偿排水阀芯产生位移，将补偿排水阀芯

与补偿排水阀座间的密封关系破坏，废水通道打开，废水得以从防堵补偿排水结构中流出。

通过这样的设计，使毛细管在堵塞失效的情况下，废水依然可以顺利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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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作为优选，所述补偿排水阀座为阶梯孔，前端小于后端；所述补偿排水阀芯为可适

配插接在补偿排水阀座内的杆件，补偿排水阀芯的前端为直径大于补偿排水阀座后端开口

的密封片，补偿排水阀芯的后端突起的设有弹簧限位片；所述弹性件为补偿排水弹簧，补偿

排水弹簧套接在补偿排水阀芯上，一端抵接在弹簧限位片上，另一端抵接在补偿排水阀座

的阶梯面上。本方案中，将补偿排水阀座设计为前端或上游端大后端或下游端小的阶梯孔，

而将补偿排水阀芯设计为杆状，可以适配的插接在补偿排水阀座阶梯孔中。在此基础上，本

方案选择补偿排水弹簧作为驱动补偿排水阀芯运动的弹性件。在补偿排水阀芯下游端，设

计了一个大直径的密封片，可以完全覆盖排水阀座下游端开口。而在补偿排水阀芯上游端，

设计有弹簧限位片。通常的，弹簧限位片凸起在补偿排水阀芯圆柱面上，可以作为补偿排水

弹簧的一端的抵接位置。而补偿排水弹簧的另一端则抵接在补偿排水阀座的阶梯孔的阶梯

面上，从而形成了一个弹力结构。当弹簧舒展时，向上游侧拉动补偿排水阀芯，使密封片紧

贴密封在排水阀座下游端开口端面上，形成密封。当上游侧压力变大后，压力传递至密封片

的上游侧，使补偿排水阀芯克服弹簧弹力向下游侧移动，密封片与排水阀座下游端开口端

面之间的密封关系被打破，形成间隙，废水即可从该间隙中流出。压力的大小决定了补偿排

水阀芯克服弹簧弹力向下游侧移动的距离，即为形成的间隙的大小，该距离对废水的流速

流量产生直接影响。通过选择不同弹力的弹簧，可以调节所需的废水流量流速。

[0007] 作为优选，补偿排水阀座的前端为喇叭口，喇叭口前方开口直径大于后方开口直

径；补偿排水阀芯的前端紧贴密封片后侧设有一圈下凹的密封圈安装槽，密封圈安装槽内

适配安装有弹性密封圈；弹性密封圈的外径大于补偿排水阀座的喇叭口前方开口直径，小

于喇叭口后方开口直径。该设计为一个密封结构。将补偿排水阀座的下游端设计为喇叭形，

在补偿排水阀芯的下游端紧贴密封片后侧安装了一圈弹性密封圈，可以更好的与喇叭形内

侧壁适配密封。

[0008] 作为优选，所述补偿排水腔为阶梯孔，阶梯孔的前端为小直径端，连接阀片的下

游，后端为大直径端，补偿排水阀座适配的定位于阶梯孔后端最前方；后端的侧壁设有螺

纹，补偿排水腔堵头通过螺纹连接在补偿排水腔后端。补偿排水阀座安装在补偿排水腔内，

需要在补偿排水腔后部设计出安装通道。将补偿排水阀座安装完毕后，使用补偿排水腔堵

头从后部将该安装通道封闭。

[0009] 作为优选，补偿排水腔堵头上设有防漏的O型圈。这样可防止安装通道处的渗漏。

[0010] 作为优选，补偿排水腔与阀片的下游之间以补偿排水毛细管连通。补偿排水毛细

管与弹性件配合使用，可按需限定从防堵补偿排水结构中排出废水的流速和流量。

[0011] 作为优选，补偿排水毛细管的管径与毛细管的管径相同。一般的，毛细管的管径需

满足设计标准中废水排放的要求，而作为替代的补偿排水毛细管，其管径也应当采用同样

的标准以满足废水排放要求。

[0012]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增加一套废水排放补偿结

构，在毛细管堵塞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实现废水的正常排放。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的部件分解图。

[0014] 图2是本发明的沿进水口-排水口方向的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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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图3是本发明的沿垂直于进水口-排水口方向的剖视图。。

[0016] 图4是图3中A部的放大图。

[0017] 其中：1阀座，2阀座腔体，3进水口，4出水口，5毛细管，11环形分隔侧壁，31进水口

快接头，41出水口快接头，61线包，62铁芯弹簧，63铁芯，64铁芯密封头，71阀片，72阀片复位

弹簧，73阀片密封垫，74先导孔，89补偿排水毛细管，90O型圈，91补偿排水腔堵头，92弹性密

封圈，93密封圈安装槽，94补偿排水弹簧，95弹簧限位片，96密封片，97补偿排水阀芯，98补

偿排水阀座，99补偿排水腔。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

[0019] 如图1、图2所示的实施例为一种防堵组合电磁阀。本例的防堵组合电磁阀，设有阀

座1，阀座内设有阀座腔体2，阀座腔体的左右两侧分别与出水口3和进水口4连通，出水口外

侧设有出水口快接头41，进水口外侧设有进水口快接头31。阀座内设有一圈环形分隔侧壁

11，环形分隔侧壁下端与阀座底部密封，上方开口，与阀体的关系类似同底的双层圆筒结

构。内层圆筒即环形分隔侧壁，在左侧通过一个横向的出水管与出水口无阻隔的连接，而外

层圆筒在右侧与进水口相连接。内外两层圆筒之间彼此密封，仅在内层圆筒即环形分隔侧

壁上方设计有阀门启闭结构可导通。

[0020] 阀门启闭结构包括设于阀座上方的线包61、铁芯弹簧62、铁芯63、铁芯密封头64、

阀片71、阀片复位弹簧72和阀片密封垫73。线包在有电流通过时会产生磁力，对铁芯产生吸

力。铁芯上端抵接铁芯弹簧，下端安装有铁芯密封头。阀片的中央与阀片密封垫的中央相对

固定，并且设有贯通阀片上下的先导孔74。常态下，铁芯密封头位于下方，紧贴先导孔上端

面实现密封。阀片密封垫为圆形橡胶片，直径足以覆盖外层圆筒即阀座腔体的截面面积，常

态下阀片密封垫覆盖在环形分隔侧壁上，阻断内外两层圆筒之间的通路。阀片的中部上方

通过阀片复位弹簧抵接在阀座的固定位置上。常态下，线包不通电，铁芯密封头位于下方，

紧贴先导孔上端面实现密封，此时阀片上方与进水口均充盈带压力的水体。如需导通，使线

包通电产生磁力向上吸起铁芯，铁芯密封头离开导孔上端面，解除密封状态，位于上方的带

压力的水中的部分由先导孔下行流入环形分隔侧壁内，使阀片下方外部圆筒内的压力大于

阀片上方的压力，此时在压力作用下，阀片下方外部圆筒内的水体向上顶，使阀片克服阀片

复位弹簧上行，下方的阀片密封垫失去了上方阀片的压力，产生变形，导致阀片下方外部圆

筒与内部圆筒之间即进水口一侧与环形分隔侧壁内部之间形成导通，水体即可沿此导通通

路向出水口流去。如需截至，就使线包断电，磁力消失铁芯下降，铁芯自身重力和阀片复位

弹簧双重力量作用在阀片上，使阀片推动阀片密封垫下行，重新覆盖环形分隔侧壁上端开

口。铁芯密封头下行闭合先导孔上端面。水体从进水口不断涌入，并通过预设在阀座中的一

个导流孔流入阀片上方，导致阀片上方的压力持续增大，通过压力差将阀片密封垫牢牢的

封在环形分隔侧壁上端开口上，形成截止效果。

[0021] 为了排放废水，在导通环形分隔侧壁内侧与出水口的横向的出水管的管壁上贯通

的设有毛细管5，毛细管的两端分别连通阀片的下游之间。本例中的毛细管的管径设计按照

设计要求为每分钟排废水120ml。

[0022] 该毛细管管径细小，容易被污物堵塞，导致废水排出失效。因此本方案中还设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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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堵补偿排水结构。如图3、图4所示，防堵补偿排水结构包括一个补偿排水腔99，本例的补

偿排水腔轴向为水平向，与进水、排水方向垂直。补偿排水腔为一个阶梯孔，前端小后端大，

前端与阀片的下游端无阻隔的导通，后端为安装作业用，在补偿排水腔阶梯孔的侧壁上还

设有导通阀片上游的通孔，使补偿排水腔成为另一条连接阀片上下游的通道。在补偿排水

腔的阶梯孔内紧配合的安装有补偿排水阀座98，补偿排水阀座为阶梯孔，前端小于后端，前

端为外大内小的喇叭口。补偿排水阀芯97为可适配插接在补偿排水阀座内的杆件，杆件的

前端为一个密封片96，密封片的直径大于补偿排水阀座下游端开口直径。密封片后设有一

圈下凹的密封圈安装槽93，密封圈安装槽内适配安装有弹性密封圈92，弹性密封圈的外径

大于补偿排水阀座的喇叭口上游开口直径，小于喇叭口下游开口直径，可以与喇叭口形成

适配密封的效果。补偿排水阀芯的后端凸起的设有一圈弹簧限位片95，补偿排水弹簧94的

两端分别抵接在弹簧限位片和补偿排水阀座的阶梯管的阶梯面上。补偿排水腔的前端与阀

片的下游之间以补偿排水毛细管89连通，补偿排水毛细管为不锈钢管，管径与毛细管的管

径相同。补偿排水腔的后端侧壁设有螺纹，补偿排水腔堵头91通过螺纹连接在补偿排水腔

后端。补偿排水腔堵头上还设有防漏的O型圈90。

[0023] 在常态时，补偿排水弹簧将补偿排水阀芯向后端拉，使前端的密封片封住补偿排

水阀座前端的喇叭口，从而使补偿排水腔处于截止状态，来自补偿排水腔阶梯孔的侧壁上

的通孔的上游水体被封闭，无法通过补偿排水腔向阀片下游流动。此时的废水都经过毛细

管从阀片的上游侧流向下游侧。当毛细管被污垢堵塞时，阀片上游侧的压力增大，导致补偿

排水腔内位于补偿排水阀芯前端的密封片的后侧压力同步上升，直至推动补偿排水阀芯向

前端移动，在密封片与补偿排水阀座前端开口之间形成间隙，此时后方的废水即可由此间

隙向下游侧流动，经过补偿排水毛细管最终流向出水口。通过这样的设计，本防堵组合电磁

阀即使在毛细管堵塞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有效的排出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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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8

CN 109373043 A

8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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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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