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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摆线泵组件以及一种用于操作摆线泵

组件的系统和方法产生用于以失去灌注模式操

作的润滑策略。内驱动齿轮可以围绕旋转轴线沿

第一方向和第二相反方向旋转。该内部驱动齿轮

具有从其向外延伸的多个突起。外部从动齿轮围

绕该内部驱动齿轮并且沿内表面限定多个凹部，

该凹部被配置为与该内部驱动齿轮的突起接合。

该外部从动齿轮和该内部驱动齿轮进一步在其

间限定至少一个动态变化的流体腔体。该内部驱

动齿轮和该外部从动齿轮在完全接合位置中限

定突起与凹部之间的油传递体积间隙。当该内部

驱动齿轮旋转时，油保持在该油传递体积间隙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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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摆线泵组件，其包括：

轴；

内部驱动齿轮，其连接到所述轴，所述轴和所述内部驱动齿轮能够围绕沿所述轴的长

度限定的旋转轴线旋转，所述内部驱动齿轮具有沿其外周向外延伸的多个突起，所述内部

驱动齿轮沿所述内部驱动齿轮的一侧限定泵运行面，所述泵运行面在其中限定润滑腔体；

外部从动齿轮，其围绕所述内部驱动齿轮并沿内表面限定多个凹部，所述凹部被配置

为与所述内部驱动齿轮的所述多个突起接合，所述外部从动齿轮和所述内部驱动齿轮进一

步在其间限定至少一个动态变化的流体腔体，每个突起被配置为在完全接合位置中与所述

多个凹部中的一个凹部接合，所述内部驱动齿轮和所述外部从动齿轮在所述完全接合位置

中限定突起与凹部之间的油传递体积间隙，所述外部从动齿轮沿其外周具有支承表面；以

及

壳体结构，其限定与所述支承表面流体连通的第一和第二孔，所述壳体结构在其中限

定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所述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与所述至少一个动态变化的流体腔体流

体连通，所述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与所述第一孔流体连通，所述壳体结构进一步在其中限

定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所述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与所述至少一个动态变化的流体腔流体

连通，所述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与所述第二孔流体连通，所述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的至少

一部分位于所述第二孔的上侧，所述第一孔位于所述第二孔的下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摆线泵组件，所述壳体结构包括主体部分和附接到所述主体

部分的盖子，所述盖子邻近所述泵运行面设置，所述内部驱动齿轮限定穿过所述泵运行面

的内孔，所述润滑腔体从所述内孔向内延伸。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摆线泵组件，其还包括：

滚珠轴承装置，其具有固定在所述轴上的内座圈和固定在所述盖子上的外座圈；以及

密封件，其设置在所述轴与所述盖子之间，轴腔体限定在所述轴、所述盖子、所述滚珠

轴承装置和所述密封件之间，所述轴腔体被配置为收集第一体积的油。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摆线泵组件，其还包括设置在所述轴的端部上方的衬套帽，所

述摆线泵组件在所述衬套帽与所述轴的所述端部之间限定中空空间，所述中空空间被配置

为在其中收集第二体积的油，所述第一和第二孔形成在所述壳体结构的所述主体部分的前

缘上，所述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形成在所述壳体结构的所述主体部分和所述盖子中，所述

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具有围绕所述外部从动齿轮对称地设置的第一侧室，所述前部出口流

体贮存器形成在所述壳体结构的所述主体部分和所述盖子中，所述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具

有围绕所述外部从动齿轮对称地设置的第二侧室，所述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与过滤器流体

连通，所述内部驱动齿轮被配置为从贮槽抽吸流体通过过滤器并进入所述前部入口流体贮

存器，所述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具有与所述动态变化的流体腔体流体连通的入口孔和限定

在所述入口孔的上侧的出口孔，所述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具有与所述动态变化的流体腔体

流体连通的出口孔和限定在所述出口孔上侧的入口孔，所述入口孔位于所述第二孔的上

侧。

5.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摆线泵组件，所述油传递体积间隙为至少500微

米宽。

6.一种以失去灌注模式操作用于机动车辆的汽车变速器的摆线泵组件的方法，所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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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包括：

使内部驱动齿轮沿第一方向围绕旋转轴线旋转，所述内部驱动齿轮具有沿其外周向外

延伸的多个突起，外部从动齿轮围绕所述内部驱动齿轮并沿内表面限定多个凹部，所述凹

部被配置为与所述内部驱动齿轮的所述多个突起接合，所述外部从动齿轮和所述内部驱动

齿轮进一步在其间限定至少一个动态变化的流体腔体，每个突起被配置为在完全接合位置

中与所述多个凹部中的一个凹部接合，所述内部驱动齿轮和所述外部从动齿轮在所述完全

接合位置中限定突起与凹部之间的油传递体积间隙；以及

当所述内部驱动齿轮沿所述第一方向旋转时，将油保持在所述油传递体积间隙内。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还包括：

使所述内部驱动齿轮沿第二方向围绕所述旋转轴线旋转，所述第二方向与所述第一方

向相反；以及

当所述内部驱动齿轮沿所述第二方向旋转时，将油保持在所述油传递体积间隙内。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还包括：

当所述内部驱动齿轮沿所述第一方向旋转时，将油添加到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中；

当所述内部驱动齿轮沿所述第二方向旋转时，将油添加到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中。

经由限定在所述内部驱动齿轮的泵运行面内的多个润滑腔体润滑所述泵运行面；

经由与所述部入口流体贮存器流体连通的第一孔和与所述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流体

连通的第二孔中的至少一者润滑沿所述外部从动齿轮的外周设置的支承表面；

将油收集在限定于密封件、盖子、滚珠轴承装置和轴之间的轴腔体内，在所述轴上安装

有所述内部驱动齿轮；以及

将油收集在限定于所述轴与衬套帽之间的中空空间内，所述衬套帽附接到所述轴的端

部。

9.一种用于为摆线泵组件提供润滑的系统，所述系统包括：

轴；

内部驱动齿轮，其连接到所述轴，所述轴和所述内部驱动齿轮能够围绕沿所述轴的长

度限定的旋转轴线旋转，所述内部驱动齿轮具有沿其外周向外延伸的多个突起；以及

外部从动齿轮，其围绕所述内部驱动齿轮并沿内表面限定多个凹部，所述凹部被配置

为与所述内部驱动齿轮的所述多个突起接合，所述外部从动齿轮和所述内部驱动齿轮进一

步在其间限定至少一个动态变化的流体腔体，每个突起被配置为在完全接合位置中与所述

多个凹部中的一个凹部接合，所述内部驱动齿轮和所述外部从动齿轮在所述完全接合位置

中限定突起与凹部之间的油传递体积间隙，

其中所述内部驱动齿轮被配置为沿第一方向围绕所述旋转轴线旋转并且沿第二方向

围绕所述旋转轴线旋转，所述第一方向与所述第二方向相反，所述内部驱动齿轮和所述外

驱动齿轮被配置为当所述内部驱动齿轮沿所述第一方向和所述第二方向旋转时将油保持

在所述油传递体积间隙内。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还包括：

壳体结构，其限定与所述支承表面流体连通的第一和第二孔，所述壳体结构在其中限

定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所述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与所述至少一个动态变化的流体腔体流

体连通，所述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与所述第一孔流体连通，所述壳体结构进一步在其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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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所述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与所述至少一个动态变化的流体腔流体

连通，所述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与所述第二孔流体连通，所述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的至少

一部分位于所述第二孔的上侧，所述第一孔位于所述第二孔的下侧，所述内部驱动齿轮沿

所述内部驱动齿轮的一侧限定泵运行面，所述泵运行面在其中限定多个润滑腔体，所述壳

体结构包括主体部分和附接到所述主体部分的盖子；

滚珠轴承装置，其具有固定在所述轴上的内座圈和固定在所述盖子上的外座圈；

密封件，其设置在所述轴与所述盖子之间，轴腔体限定在所述轴、所述盖子、所述滚珠

轴承装置和所述密封件之间，所述轴腔体被配置为在其中收集油；以及

衬套盖，其设置在所述轴的端部上方，所述摆线泵组件在所述衬套帽与所述轴的所述

端部之间限定中空空间，所述中空空间被配置为在其中收集油，所述系统被配置为：

经由所述多个润滑腔体润滑所述内部驱动齿轮的所述泵运行面；

当所述内部驱动齿轮沿所述第一方向旋转时，将油添加到所述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

中；

当所述内部驱动齿轮沿所述第二方向旋转时，将油添加到所述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

中；以及

经由所述第一孔和所述第二孔润滑所述轴承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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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干式运行泵系统的润滑策略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机动车辆推进系统组件的干式运行泵系统的润  滑策略。

[0002] 引言

[0003] 机动车辆变速器或驱动单元内的油或液体流体的流动以润滑其中包  含的移动部

件的方式被控制，并且在需要时致动各种子系统，诸如离合器。  变速器或驱动单元组件通

常包括贮槽体积，该贮槽体积被配置为存储这种  流体，以及向驱动单元或变速器内的各种

部件和子系统提供期望量的流  体。泵用于将流体从贮槽泵送到各种部件。典型的泵被设计

用于抽吸流体 并将所有抽吸流体泵送到各种部件。

[0004] 典型的泵必须能够获得一致的液体流体供应，诸如油，以避免损坏泵。  因此，提供

足够的贮槽油体积通常是泵系统设计中所需的设计约束。泵入 口保持被流体覆盖以避免

损坏泵系统。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泵系统，其在操作期间不需要泵入口始终被流体覆  盖。这允许

将独特且更轻的包装用于泵系统和机动车辆中的相关变速器系 统。另外，泵可以沿相反方

向操作，其中出口在相反方向上成为入口，并  且泵可以在没有反向入口(出口转变为入口)

被始终覆盖的情况下操作。  这种泵被配置为在泵运行时将一些油保持在摆线动态变化的

腔体内，然后  当入口(或反向入口)未被油覆盖时这通过润滑帮助泵自保护。另外，泵  可以

经由形成在泵运行面中的腔体对泵运行面提供额外的润滑。

[0006] 在可以与本文所公开的其它形式组合或分开的一种形式中，摆线泵组  件包括轴、

联接到轴的内部驱动齿轮，以及围绕内部驱动齿轮的外部从动  齿轮。轴和内部驱动齿轮可

围绕沿轴的长度限定的旋转轴线旋转。内部驱  动齿轮具有多个沿其外周向外延伸的突起。

内部驱动齿轮沿内部驱动齿轮 的侧面限定泵运行面。泵运行面在其中限定润滑腔体。外部

从动齿轮沿内  表面限定多个凹部，该凹部被配置为与该内部驱动齿轮的多个突起接合。 

该外部从动齿轮和该内部驱动齿轮进一步在其间限定至少一个动态变化 的流体腔体。每

个突起被配置为在完全接合位置中与多个凹部中的一个凹  部接合。该内部驱动齿轮和该

外部从动齿轮在完全接合位置中限定突起与  凹部之间的油传递体积间隙。外部从动齿轮

沿其外周具有支承表面。壳体  结构限定了与支承表面流体连通的第一和第二孔。壳体结构

在其中限定了  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该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与一个或多个动态变化的流 

体腔体流体连通。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与第一孔流体连通。壳体结构进一  步在其中限定了

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该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与一个或多  个动态变化的流体腔体流体连

通。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与第二孔流体连  通。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的至少一部分位于第二

孔的上侧，并且第一孔位  于第二孔的下侧。

[0007] 在可以与本文描述的其它形式组合或分开的另一种形式中，本发明提  供了一种

以失去灌注模式操作用于机动车辆的汽车变速器的摆线泵组件 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使

内部驱动齿轮沿第一方向围绕旋转轴线旋转，其  中所述内部驱动齿轮具有沿其外周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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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的多个突起，并且外部从动齿  轮围绕所述内部驱动齿轮并沿内表面限定多个凹部，所

述凹部被配置为与  所述内部驱动齿轮的所述多个突起接合，并且其中所述外部从动齿轮

和所  述内部驱动齿轮进一步在其间限定至少一个动态变化的流体腔体，每个突  起被配置

为在完全接合位置中与凹部接合，所述内部驱动齿轮和所述外部  从动齿轮在所述完全接

合位置中限定突起与凹部之间的油传递体积间隙。  所述方法包括当所述内部驱动齿轮沿

所述第一方向旋转时，将油保持在所 述油传递体积间隙内。

[0008] 在可与本文描述的其它形式组合或分离的又一种形式中，提供了一种  用于对摆

线泵组件提供润滑的系统。所述系统包括轴、联接到所述轴的内  部驱动齿轮，以及围绕所

述内部驱动齿轮的外部从动齿轮。轴和内部驱动  齿轮可围绕沿轴的长度限定的旋转轴线

旋转。所述内部驱动齿轮具有沿其  外周向外延伸的多个突起，并且所述外部从动齿轮沿内

表面限定多个凹  部，所述凹部被配置为与所述内部驱动齿轮的多个突起接合。该外部从动 

齿轮和该内部驱动齿轮进一步在其间限定至少一个动态变化的流体腔体。  每个突起被配

置为在完全接合位置中与所述多个凹部中的一个凹部接合，  并且所述内部驱动齿轮和所

述外部从动齿轮在所述完全接合位置中限定  突起与凹部之间的油传递体间隙。所述内部

驱动齿轮被配置为沿第一方向  围绕所述旋转轴线旋转，并且沿第二方向围绕所述旋转轴

线旋转，所述第  一方向与所述第二方向相反。所述内部驱动齿轮和所述外部从动齿轮被配 

置为在所述内部驱动齿轮沿所述第一方向和所述第二方向旋转时将油保  持在所述油传递

体积间隙内。

[0009] 可提供附加特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所述壳体结构具有主体部分  和附接到所

述主体部分的盖子；所述盖子设置在所述泵运行面附近；所述 内部驱动齿轮通过所述泵运

行面限定内孔；所述润滑腔体从所述内孔向内  延伸；滚珠轴承装置，其具有固定在所述轴

上的内座圈和固定在所述盖子  上的外座圈；密封件，其设置在所述轴与所述盖子之间；轴

腔体限定在所  述轴、所述盖子、所述滚珠轴承装置和所述密封件之间；所述轴腔体被配  置

为收集第一体积的油；衬套帽，其设置在所述轴的一端上方；所述摆线  泵组件在所述衬套

帽与所述轴的所述端部之间限定中空空间，所述中空空  间被配置为在其中收集第二体积

的油；所述第一和第二孔形成在所述主体  部分中；所述第一和第二孔形成在所述主体部分

的前缘上；所述前部入口  流体贮存器形成在所述主体部分和所述盖子中；所述前部入口贮

存器的侧  室围绕所述外部从动齿轮对称地设置；所述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形成在所  述壳

体结构的所述主体部分和所述盖子中；所述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的侧  室围绕所述外部从

动齿轮对称地设置；所述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与过滤器  流体连通；所述内部驱动齿轮被配

置为从贮槽抽吸流体通过所述过滤器并  进入所述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所述前部出口流

体贮存器具有与所述动态  变化的流体腔体流体连通的入口孔和限定在所述入口孔的上侧

的出口孔；  所述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具有与所述动态变化的流体腔体流体连通的出 口孔

和限定在所述出口孔上侧的入口孔；所述入口孔设置在所述第二孔的  上侧；以及所述油传

递体积间隙为至少500微米宽。

[0010] 可提供另外的附加特征或步骤，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使内部驱动齿  轮沿第二方

向围绕旋转轴线旋转，所述第二方向与所述第一方向相反；当  所述内部驱动齿轮沿所述第

二方向旋转时，将油保持在所述油传递体积间 隙内；当所述内部驱动齿轮沿所述第一方向

旋转时，将油添加到前部出口  流体贮存器中；当所述内部驱动齿轮沿所述第二方向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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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油添加到  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中；经由限定在所述内部驱动齿轮的泵运行面内的多 

个润滑腔体润滑所述泵运行面；经由与所述部入口流体贮存器流体连通的  第一孔和与所

述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流体连通的第二孔中的至少一者润  滑沿所述外部从动齿轮的外周

设置的支承表面；将油收集在限定于密封  件、盖子、滚珠轴承装置和轴之间的轴腔体内，在

所述轴上安装有所述内  部驱动齿轮；以及将油收集在限定于所述轴与衬套帽之间的中空

空间内， 所述衬套帽附接到所述轴的端部。

[0011] 上述特征和优点以及本发明的其它特征和优点从以下对本发明的许  多方面的详

细描述和用于实行结合附图和随附权利要求书取得的本发明 的最佳模式将容易地显而易

见。

附图说明

[0012] 附图包括在内仅用于说明而并不旨在限制本发明或所附权利要求的 范围。

[0013]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原理的机动车辆系统的示意性平面图，该机动车  辆系统包括

具有摆线泵组件的驱动单元；

[0014] 图2是根据本发明的原理的图1中所示的摆线泵组件的透视图，该摆  线泵组件包

括具有主体部分和盖子的壳体结构；

[0015] 图3A是根据本发明的原理的图2的摆线泵组件的透视图，其中盖子、  轴和其它部

件被移除以暴露内部内容物；

[0016] 图3B是根据本发明的原理的图2至3A的摆线泵组件的壳体结构的盖  的内侧的透

视图；

[0017] 图3C是根据本发明的原理的图2至3B的摆线泵组件的壳体结构的主  体部分的透

视图；

[0018] 图4A是根据本发明的原理的图2至3C的摆线泵组件的壳体结构沿图  2中的线4-4

截取的一部分透视图；

[0019] 图4B是根据本发明的原理的图1至3C的摆线泵组件的一部分的沿图  2中的线4-4

截取的横截面视图；

[0020] 图5A是根据本发明的原理的图2至4B的摆线泵组件的侧视图；

[0021] 图5B是根据本发明的原理的图2至5A摆线泵组件的内部驱动齿轮和  外部从动齿

轮沿图5A中的框5B截取的一部分特写侧视图；

[0022] 图6是根据本发明的原理的图2至5B的摆线泵组件沿图2中的线6-6  截取的横截面

侧视图；

[0023] 图7A是根据本发明的原理的图2至6的摆线泵组件的侧视图，为了  清楚起见，盖

子、轴和容器被移除，示出了在第一方向上以灌注状态操作 的摆线泵组件；

[0024] 图7B是根据本发明的原理的图2至7A的摆线泵组件的侧视图，为了  清楚起见，盖

子、轴和容器被移除，示出了在第一方向上以失去灌注状态  操作的摆线泵组件；

[0025] 图8A是根据本发明的原理的图2至7B的摆线泵组件的侧视图，为了  清楚起见，盖

子、轴和容器被移除，示出了在第二方向上以灌注状态操作 的摆线泵组件；

[0026] 图8B是根据本发明的原理的图2至8A的摆线泵组件的侧视图，为了  清楚起见，盖

子、轴和容器被移除，示出了在第二方向上以失去灌注状态  操作的摆线泵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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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9是示出根据本发明的原理的以失去灌注模式操作用于机动车辆的  汽车变速

器的摆线泵组件的方法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参考附图，其中相同的附图标记在若干附图中对应于相同或类似部  件，示出了机

动车辆并且通常用10表示该机动车辆。机动车辆10可以是  任何类型的车辆，诸如汽车、卡

车、货车、运动型多用途车等。

[0029] 机动车辆10包括主发动机12(例如，其可以是内燃机、电动发动机  或混合动力发

动机)。主发动机12与变速器14和最终驱动单元16互连。  例如，变速器14可以为具有行星齿

轮的有级变速器、副轴变速器、无级  变速器或无限式无级变速器。来自变速器14的转矩通

过最终驱动单元16  传达到第一组驱动轮18，该第一组驱动轮可以是前轮或后轮。最终驱动

单 元16通常包括差速器，该差速器通过车轴20将转矩传递到驱动轮18。

[0030] 例如，车辆10还包括用于全轮驱动(AWD)应用的电驱动单元22。  驱动单元22包括

联接到次级变速器26的电动牵引马达24。次级变速器  26连接到另一个最终驱动单元28，该

最终驱动单元通常包括差速器，该  差速器将转矩通过第二组轴30传递到第二组驱动轮32。

因此，当选择AWD  应用时或者当另外希望驱动第二组车轮32时，电动马达24产生最终施加 

到第二组车轮32的转矩。可以经由泵40向次级变速器26供应诸如油等 流体。

[0031] 电动马达24可以与12伏车辆电池34互连，并且还可以与混合动力  或电动车辆中

使用的高压电池36(诸如360伏混合动力电池)互连。电池  34、36都可以通过功率逆变器(未

示出)连接到电动马达24。例如，发  动机12、变速器14和驱动单元22可以由控制系统38控

制，该控制系统 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控制器(未详细示出)。

[0032] 车辆10可以在地面高度上具有很小的间隙。出于该原因和过多的原  因，泵40可以

具有从其中抽取流体的浅槽。因此，可以沿向前方向操作 的同时中断对泵40的灌注。泵40

是双向的以适应车辆10的前进和后退  方向；然而，泵40的相反方向的流体供应源自有限的

存储容器，因此， 当泵40和车辆10反向操作时，流体覆盖也可能被中断。

[0033] 现在参考图2，示出了泵40的其它细节。泵40包括壳体结构42，该 壳体结构包括主

体部分44和盖子46。盖子46经由紧固件47附接到壳体  结构42的主体部分44。轴48从壳体结

构44延伸。提供过滤器50以过滤  被抽取到泵40中的流体。

[0034] 参考图3A，示出了泵40的没有盖子48和轴46的部件以示出泵40 的内部工作。泵40

是摆线泵组件，其包括内部驱动齿轮54(其经由内部  花键56联接到图2中所示的轴48)和外

部从动齿轮58。轴48和内部驱  动齿轮54可围绕沿轴48的长度限定的旋转轴线X旋转。内部

驱动齿轮54  具有沿其外周62向外延伸的多个突起60，其中突起60可以具有大致余摆  线形

状。

[0035] 外部从动齿轮58围绕内部驱动齿轮54并沿内表面66限定多个凹部  64，其中凹部

也可以具有与突起60的形状对应的大致余摆线形状。由外  部从动齿轮58的内表面66限定

的凹部64被配置为与内部驱动齿轮54的  多个突起60接合。通常，内部驱动齿轮54将具有比

外部从动齿轮58的 凹部64的数量少一个的突起60。当内部驱动齿轮54(通过轴48)旋转时， 

一些突起60与凹部64接合，这使得通过外部从动齿轮58围绕内部驱动  齿轮54旋转，通常围

绕不同的旋转轴线旋转，该不同的旋转轴线与轴48  和内部驱动齿轮54的旋转轴线X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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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0036] 该外部从动齿轮58和该内部驱动齿轮54进一步在其间限定至少一个  动态变化的

流体腔体68。当内部驱动齿轮54和外部从动齿轮58相对于彼  此旋转时，通常在内部驱动齿

轮54的外部径向表面62与外部从动齿轮58 的内部径向表面66之间形成多个动态变化的流

体腔体68。

[0037] 参考图3B至3C，壳体结构42包括盖子46(图3B中示出)和主体  部分44(图3C中示

出)，它们配合以限定两个贮存器70、74。前部入口  流体贮存器70限定在主体部分44的下部

72A和盖子46的下部72B中，  而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74限定在主体部分44的上部76A中和在

盖子46 的上部76B中。流体贮存器70、74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内部驱动齿  轮54将流体

从贮槽(未示出)抽吸通过过滤器50，进入前部入口流体贮  存器70，并进入动态变化的腔体

68中以被泵送到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74 并最终到达变速器26(或任何其它期望部件)。

[0038] 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70具有与齿轮54、58的动态变化的流体腔体68  流体连通的

侧室80和从侧室80延伸的保持室82。在该示例中，侧室80 围绕外部从动齿轮58和内部驱动

齿轮54对称地设置，侧室80的一部分  设置在齿轮组54、58的每一侧。侧室80的一部分形成

在盖子46和主体  部分44中的每一者中。

[0039] 类似地，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74具有与齿轮54、58的动态变化的流  体腔体68流体

连通的侧室84和从侧室84延伸的保持室87。在该示例中，  侧室84围绕外部从动齿轮58和内

部驱动齿轮54对称地设置，侧室84的  一部分设置在齿轮组54、58的每一侧。侧室80的一部

分形成在盖子46  和主体部分44中的每一者中。

[0040] 在所示的示例中，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70与过滤器50流体连通。因  而，内部驱动

齿轮54被配置为从贮槽(未示出)抽吸流体通过过滤器50 并进入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70。

[0041] 参考图3B、3C、4A和4B，流体贮存器70、74中的每一者被包在壳  体结构42内并且被

配置为将流体供应到形成在主体部分44中的多个孔  88A、88B。孔88A、88B中的每一者优选

地形成在壳体结构42的主体部  分44的前缘89A、89B上。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70与第一孔

88A流体连 通，而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74与第二孔88B流体连通。

[0042] 外部从动齿轮58具有沿其外周92的支承表面90，外部从动齿轮58  沿该支承表面

相对于壳体结构42的主体部分44旋转。第一孔88A和第二  孔88B与支承表面90流体连通，使

得贮存器70、74可以润滑支承表面90。

[0043] 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74的至少一部分位于第二孔88B的上侧，并且  第一孔88A位

于第二孔88B的下侧。此外，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74的侧  室84用作到流体贮存器74的入口，

并且流体贮存器74的出口孔96在保  持室87的上侧被限定穿过壳体结构42的主体部分44。

出口孔96位于第  二孔88B的上侧。换句话说，在图3C的定向中，在重力97如所示指向向  下

方向的情况下，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74的出口孔96在第二孔88B上方。  出口孔96位于保持

室87的远端98处。

[0044] 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70的侧室80用作从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70到  动态变化的流

体腔体68的出口，并且通过主体部分44在保持室82的上  侧限定到流体贮存器70的入口孔

100。在图3C的定向中，在重力97如所  示指向向下方向的情况下，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70的

入口孔100在侧室  80上方。入口孔100位于保持室82的远端102处。在该示例中，入口孔  100

也设置在第二孔88B的上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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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因此，如果在入口100处失去灌注或流体，则油位(油头)H1在虚线  A和B之间最大

化；如果在出口102处失去灌注或流体，则油位(油头)  H2在虚线C和D之间最大化(并且当泵

40沿相反方向操作时，出口102 已成为系统的入口)。

[0046] 现在参考图5A和5B，内部驱动齿轮54的每个突起60被配置为在完  全接合位置与

外部从动齿轮58的凹部64接合，如图5B中所示。当处于  完全接合位置时，内部驱动齿轮54

和外部从动齿轮58在突起60与凹部  64之间限定油传递体积间隙V。即使在泵40工作时(当

内部驱动齿轮54  和外部从动齿轮58相对于彼此旋转时)，油传递体积间隙V也允许一定体 

积的液体流体与凹部64保持在一起。即使失去灌注，凹部64中剩余的油  也有助于润滑齿轮

54、58。在一些示例中，油传递体积间隙V可以是至少  500微米宽，或甚至高达1毫米宽或更

多。

[0047] 参考图3A和5A，内部驱动齿轮54沿内部驱动齿轮54的侧面限定泵  运行面104。泵

运行面104邻近盖子46设置(该盖子仅在图2和6中示出，  并且从图3A和5A中移除以示出图

3A和5A中的泵运行面104)。因为泵  运行面104相对于盖子46旋转，所以希望保持泵运行面

104润滑。因此，  泵运行面104限定了多个润滑腔体106，该润滑腔体从由花键表面56限定 

的内泵孔108向内延伸穿过泵运行面104。

[0048] 现在参考图6，滚珠轴承装置110具有固定到轴48的内座圈112和固  定到盖子46的

外座圈114。密封件116设置在轴48与盖子46之间。轴腔  体118限定在轴48、盖子46、滚珠轴

承装置110和密封件116之间。轴腔  体118被配置为收集一定体积的油以促进润滑。油也可

以收集在轴48、滚 珠轴承装置110和盖子46之间的凹穴120中。

[0049] 衬套帽122设置在轴48的端部124上方。中空空间126限定在衬套  帽122与轴48的

端部124之间。中空空间126被配置为在其中收集另一  体积的油以帮助润滑。

[0050] 因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摆线泵系统，其中内部驱动齿轮54被配置  为沿第一方向

围绕旋转轴线X旋转并且沿相反的第二方向围绕旋转轴线X  旋转。在一些示例中，内部驱动

齿轮54在车辆10处于前进挡驱动齿轮或  速度时沿第一方向旋转，并且内部驱动齿轮54在

车辆10处于倒挡驱动齿  轮或速度时沿第二方向旋转。

[0051] 参考图7A，当系统完全灌注液体流体并且泵40沿前进(或第一)方 向D1运行时，液

体流体F从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70泵送通过动态变化的  流体腔体68，然后进入前部出口流

体贮存器74并从泵40中流出。在该示  例中，立管78被添加到出口孔96以将保持室86的有效

开口96'升高到立  管78的顶部以保持另外的液体流体。尽管未示出，但如果需要，立管也 

可以连接到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70。

[0052] 参考图7B，示出了系统，其在入口孔100或过滤器50或与前部入口  流体贮存器70

的开口100连接的其它导管上有一定的液体流体覆盖(例  如，油覆盖)损失。这种情况可以

称为失去灌注。

[0053] 当失去灌注时，设置在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70中的液体流体F被内  部驱动齿轮54

泵送，并且液体流体F开始在流体入口流体贮存器70内排  出。然而，由于在正常操作期间液

体流体F存储在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70  中(如图7A中所示)，液体流体F保留在前部入口流

体贮存器70中，直  到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70和任何附接的立管(未示出)中的所有液体流 

体F用完并被内部驱动齿轮54泵送。随着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70中的液  体流体F水平降低，

空气G(或气态流体)与一些液体流体F一起被引入  动态变化的流体腔体68中。内部驱动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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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54和外部从动齿轮58被配置  为在内部驱动齿轮54沿第一方向D1旋转时将油保持在油传

递体积间隙V  内，即使在失去灌注状态时也是如此。然后，动态变化的流体腔体68可 以包

含油F和空气G的混合物，并且油F对泵部件提供充分润滑。

[0054] 现在参考图8A，内部驱动齿轮54可以沿第二(或反向)方向D2旋  转。当泵40沿相反

方向D2操作时，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74成为入口，  而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70成为该组齿轮

54、58的出口。当系统完全灌注  流体并且泵40沿相反(或第二)方向D2运行时，液体流体F从

前部出口  流体贮存器74泵送通过动态变化的流体腔体68，然后进入前部入口流体  贮存器

70并通过开口100从泵40中流出。

[0055] 参考图8B，示出了系统，其在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74的开口96上有  一定的液体流

体覆盖(例如，油覆盖)损失。因此，设置在前部出口流体  贮存器74和附接的立管78中的液

体流体F由内部驱动齿轮54泵送，并  且液体流体F开始在立管78和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74

的保持室86内排  出。然而，由于在正常操作期间液体流体F存储在立管78和前部入口流  体

贮存器74的保持室86中(如图8A中所示)，液体流体F保留在前部出 口流体贮存器74中，直

到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74中的所有液体流体F用  完并被内部驱动齿轮54泵送。随着前部出

口流体贮存器74中的液体流体  F水平减小，空气G(或气态流体)与一些液体流体F一起被引

入动态变 化的流体腔体68中。

[0056] 内部驱动齿轮54和外部从动齿轮58被配置为在内部驱动齿轮54沿  第二方向D2旋

转时以及当内部驱动齿轮54沿第一方向D1旋转时将油保  持在油传递体积间隙V内以对齿

轮54、58提供润滑。当液体流体F变得  稀少时，如图7B和8B中所示，由润滑腔体106在泵运行

面104上以及在  轴腔体118和与其相邻的腔体120内提供的润滑以及靠近衬套帽122的中 

空空间126也有助于润滑泵组件40。

[0057] 现在参考图9，方框图示出了在失去灌注模式下操作机动车辆的摆线  泵组件的方

法200。例如，方法200可以结合上述泵组件40的元件和功能。

[0058] 方法200包括步骤202：使内部驱动齿轮(诸如内部驱动齿轮54)沿  第一方向(诸如

D1)围绕旋转轴线(诸如轴线X)旋转。如上所述，内部  驱动齿轮54可以具有：多个突起60，其

沿该内部驱动齿轮的外周62向外  延伸；和外部从动齿轮58，其围绕内部驱动齿轮54并且沿

内表面66限定  多个凹部64，该凹部被配置为与内部驱动齿轮54的突起60接合。外部从  动

齿轮58和内部驱动齿轮54进一步在其间限定至少一个动态变化的流体  腔体68，每个突起

60被配置为在完全接合位置与凹部64接合，并且其中  内部驱动齿轮54和外部从动齿轮58

在完全接合位置中限定突起60与凹  部64之间的油传递体积间隙V。

[0059] 方法200还包括步骤204：当内部驱动齿轮54沿第一方向D1旋转时  将油保持在油

传递体积间隙V内。另外，方法200可以可选地包括步骤206：  使内部驱动齿轮54沿第二方向

D2围绕旋转轴线X旋转，该第二方向D2  与第一方向D1相反。方法200可以包括步骤208：当内

部驱动齿轮54沿  第二方向D2旋转时将油保持在油传递体积间隙V内。

[0060] 方法200还可以包括其它可选步骤，其包括：当内部驱动齿轮54沿  第一方向D1旋

转时，将油添加到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74中；当内部驱动  齿轮54沿第二方向D2旋转时，将

油添加到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70中；  经由限定在内部驱动齿轮54的泵运行面104内的多个

润滑腔体106润滑  该泵运行面；经由与前部入口流体贮存器70流体连通的第一孔88A和与 

前部出口流体贮存器74流体连通的第二孔88B中的至少一者润滑沿外部  从动齿轮58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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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92设置的支承表面90；将油收集在限定于密封件116、  盖子46、滚珠轴承装置110和轴48

之间的轴腔体118内，在该轴上安装  有内部驱动齿轮54；以及将油收集在限定于轴48与衬

套帽122之间的中 空空间126内，该衬套帽附接到轴48的端部124。

[0061] 方法200可以包括任何期望的附加元件和步骤，诸如以上关于图1至  9描述的那些

元件和步骤。控制系统38可以被配置为实施方法200。另外，  控制系统38可为或包括控制

器，该控制器包括被配置为执行方法200的 步骤的多个控制逻辑。

[0062] 控制系统38优选地包括至少一个控制器，但是可以包括多个控制器  装置，其中每

个控制器都可以与监视和控制单个系统相关联。这可以包括  用于控制发动机12的发动机

控制模块(ECM)、用于控制变速器14的变  速器控制器(TCM)，以及用于控制驱动单元22的一

个或多个其它控制器。

[0063] 控制系统38优选地包括至少一个处理器和至少一个存储器装置(或  任何非暂时

性有形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在其上记录有用于执行用于控  制驱动单元22的部件(包括

电动马达24和泵组件40)的指令集的指令。  存储器装置可以存储控制器可执行指令集，并

且处理器可以执行存储在存  储器中的控制器可执行指令集。

[0064] 术语控制器、控制模块、模块、控制、控制单元、处理器和类似术语  是指专用集成

电路(ASIC)、电子电路、中央处理单元(例如，微处理器) 以及呈存储器和存储装置(只读、

可编程只读、随机存取、硬盘等)的形  式的相关非暂时性存储器部件的任何一个或各种组

合。非暂时性存储器部  件可能能够存储呈一个或多个软件或固件程序或例程的形式的机

器可读  指令，是组合逻辑电路、输入/输出电路和装置、信号调节和缓冲电路，以  及可由提

供所描述功能性的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存取的其它部件。

[0065] 输入/输出电路和装置包括模拟/数字转换器以及监测来自传感器的输  入的相关

装置，其中此类输入以预设采样频率或响应于触发事件而监测。  软件、固件、程序、指令、控

制例程、代码、算法和类似术语可包括包含  刻度和查找表的任何控制器可执行指令集。每

个控制器执行控制例程以提  供理想的功能，该功能包括监测来自感测装置和其它联网控

制器的输入以  及执行控制和诊断指令以控制致动器的操作。例程可以规则的间隔而执 

行，例如正进行的操作期间每100微秒执行一次。替代地，例程可以响应  于触发事件的发生

而执行。

[0066] 控制器之间的通信和控制器、致动器和/或传感器之间的通信可以使用  直接有线

链路、联网通信总线链路、无线链路或任何另一种合适的通信链  路而实现。通信包括以任

何合适形式交换数据信号，包括(例如)经由导 电介质交换电信号、经由空气交换电磁信

号、经由光学波导交换光学信号 等。

[0067] 数据信号可包括表示来自传感器的输入的信号、表示致动器命令的信  号和控制

器之间的通信信号。术语'模型'是指基于处理器或处理器可执行代  码以及模拟装置或物

理过程的物理存在的相关刻度。如本文所使用，术语  '动态的'和'动态地'描述了实时执行

并且以监测或以其它方式确定参数的状  态和在例程的执行期间或例程执行的迭代之间规

则地或定期地更新参数 的状态为特征的步骤或程序。

[0068] 控制系统38的控制器可包括计算机可读介质(又称为处理器可读介  质)，其包括

参与提供可以由计算机(例如，由计算机的处理器)读取的  数据(例如，指令)的任何非暂时

性(例如，有形)介质。这种介质可以  采取许多形式，包括但不限于非易失性介质和易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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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非易失性介质  可以包括例如光盘或磁盘以及其他持久存储器。易失性存储器可以包

括  (例如)可以构成主存储器的动态随机访问存储器(DRAM)。这样的指  令可以由一种或多

种传输介质(包括同轴电缆、铜线和光纤(包括具有连  接至计算机的处理器的系统总线的

导线))传输。某些形式的计算机可读  介质包括(例如)软磁盘、软盘、硬盘、磁带、任何其它

磁性介质、CD-ROM、  DVD、任何其它任何光学介质、穿孔卡、纸带、带有穿孔图案的任何其它 

物理介质、RAM、PROM、EPROM、FLASH-EEPROM、任何其它存储器  芯片或存储器盒或计算机可

读的任何其它介质。

[0069] 查找表、数据库、数据仓库或本文描述的其它数据存储装置可以包括  用于存储、

存取和检索各种数据的各种机构，包括分层数据库、文件系统  中的文件集、专用格式的应

用程序数据库、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  (RDBMS)等。每个这样的数据存储装置均可以包括

在采用诸如上述一  种操作系统的计算机操作系统的计算装置内，并且可以经由网络以各

种方  式中的任何一种或多种来存取。文件系统可以从计算机操作系统存取，并  且可以包

括以各种格式存储的文件。RDBMS除用于创建、存储、编辑和  执行已存储的程序的语言(诸

如上述PL/SQL语言)之外还可以采用结构 化查询语言(SQL)。

[0070] 详述和附图或图支持并且描述本发明的许多方面。虽然已详细地描述  了某些方

面，但是也存在用于实践所附权利要求书中限定的本发明的各种 替代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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