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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揭示了一种倒流防止器，用于防止流

体倒流并减小压力损失，所述倒流防止器包括中

空的阀体及安装在阀体内的阀芯组件，所述阀芯

组件包括固定于阀体上的阀座、安装于阀座上的

盖板及导轨，所述盖板和导轨分别通过销轴安装

于阀座上，所述盖板和导轨可分别沿各自销轴在

竖直方向上从闭合位置转动到开放位置，所述盖

板转动时与导轨保持啮合，所述阀芯组件还包括

一端固定于阀座上可使导轨及盖板从开放位置

回到闭合位置的复位弹簧，所述盖板上设有限位

导轨的导槽，当盖板转动到开放位置时，导轨被

导槽卡住以抵消复位弹簧的回弹力，进而达到减

小盖板对流体的阻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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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倒流防止器，其包括具有一进口及一出口的阀体及安装在阀体内靠近进口的第

一阀芯组件与靠近出口的第二阀芯组件，所述第一阀芯组件与第二阀芯组件分别包括安装

于阀体内的阀座、通过水平设置的销轴安装于阀座上的盖板及导轨，以及安装在导轨与阀

座之间的复位弹簧，所述盖板和导轨可分别沿各自销轴在竖直方向上从闭合位置转动到开

放位置，外力驱动盖板转动时同时带动导轨转动，外力撤销时导轨上的复位弹簧驱动导轨

转动并驱使盖板回到闭合位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盖板上设有限位导轨的导槽，所述导轨包

括导引盖板转动的驱动部及自驱动部远离销轴的一端朝盖板凸出的限位部，所述限位部包

括靠近销轴方向的内侧及远离销轴方向的外侧，所述导槽内设置有与导轨保持接触的滚

轴，所述导槽具有一底壁及自底壁两侧同向延伸的侧壁，所述侧壁上设有横向凹陷的安装

孔，安装孔内依次安装有压缩弹簧及定位球，所述定位球在压缩弹簧的抵推下卡持在导轨

上，所述盖板从闭合位置转动到开放位置时滚轴从限位部的内侧运动到外侧，限位部被卡

在盖板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倒流防止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部的内侧及外侧在竖直方向

上的投影为连续过度的圆弧形。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倒流防止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孔内设有调整螺栓，所述调

整螺栓与定位球分别设于压缩弹簧的两端，调整螺栓用于控制安装孔的深度进而控制压缩

弹簧的弹力。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倒流防止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导轨的限位部上设有收容定位球

的凹陷部，当导轨及盖板分别转动到开放位置时，所述定位球至少部分地收容于凹陷部中。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倒流防止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复位弹簧一端定位于阀座上，另

一端定位于导轨上。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倒流防止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盖板为圆形，所述阀芯组件还包

括设置在盖板周边的密封橡胶，所述密封橡胶至少部分地覆盖阀座的周边。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倒流防止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阀芯组件与第二阀芯组件将

阀体沿流体流动方向依次分割成进入腔、调整腔及输出腔，所述进入腔、调整腔及输出腔上

分别安装有测试压力的压力计，所述第一阀芯组件与第二阀芯组件的盖板均朝出口方向转

动。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倒流防止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安装于阀体下方并与调整腔贯

通的排空器，当第一阀芯组件与第二阀芯组件分别关闭时，所述排空器用于排空调整腔中

的流体。

9.如权利要求1至8任意一项所述的倒流防止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阀芯组件上的

盖板转动角度小于第二阀芯组件上盖板的转动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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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流防止器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一种防止流体倒流的止回阀，尤其涉及一种可降低流体压力损失的止

回阀。

[0003] 【背景技术】

[0004] 2012年12月12日公告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第CN202597798号及2003年1月7日公告

的美国专利第US6502598号均揭露了一种可防止液体倒流的止回阀结构，前者的阀体中安

装了一个被扭力弹簧抵靠的阀瓣，在流体压力的抵推下，阀瓣打开允许流体朝预定方向流

动，当流体压力逐渐减小或者流体流动方向改变时，扭力弹簧将阀瓣关闭，使得流体无法通

过。后者的阀体中同样安装了阀瓣，不同的是为了防止阀瓣转动过度，提供了一个导引臂,

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仍然是防止流体倒流。另一方面，虽然US6502598并未详细揭露阀瓣是

如何闭合的，但阀瓣复位到封闭位置必须要有一个回复力，流体经过阀瓣时克服阀瓣的回

复力显然是不能避免的，因此，上述现有技术均存在流体经过止回阀后压力损失较大的缺

陷。

[0005]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既可防止流体介质倒流、又能使压力损

失较小的倒流防止器。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揭露以下技术方案：提供一种倒流防止器，其包括具

有一进口及一出口的阀体及安装在阀体内靠近进口的第一阀芯组件与靠近出口的第二阀

芯组件，所述第一阀芯组件与第二阀芯组件分别包括安装于阀体内的阀座、通过水平设置

的销轴安装于阀座上的盖板及导轨，以及安装在导轨与阀座之间的复位弹簧，所述盖板和

导轨可分别沿各自销轴在竖直方向上从闭合位置转动到开放位置，外力驱动盖板转动时同

时带动导轨转动，外力撤销时导轨上的复位弹簧驱动导轨转动并驱使盖板回到闭合位置，

所述盖板上设有限位导轨的导槽，所述导轨包括导引盖板转动的驱动部及自驱动部远离销

轴的一端朝盖板凸出的限位部，所述限位部包括靠近销轴方向的内侧及远离销轴方向的外

侧，所述导槽内设置有与导轨保持接触的滚轴，所述盖板从闭合位置转动到开放位置时滚

轴从限位部的内侧运动到外侧。

[0008] 进一步地，所述限位部的内侧及外侧在竖直方向上的投影为连续过度的圆弧形。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导槽具有一底壁及自底壁两侧同向延伸的侧壁，所述侧壁上设有

横向凹陷的安装孔，安装孔内依次安装有压缩弹簧及定位球，所述定位球在压缩弹簧的抵

推下卡持在导轨上。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安装孔内设有调整螺栓，所述调整螺栓与定位球分别设于压缩弹

簧的两端，调整螺栓用于控制安装孔的深度进而控制压缩弹簧的弹力。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导轨的限位部上设有收容定位球的凹陷部，当导轨及盖板分别转

动到开放位置时，所述定位球至少部分地收容于凹陷部中。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复位弹簧一端定位于阀座上，另一端定位于导轨上。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盖板为圆形，所述阀芯组件还包括设置在盖板周边的密封橡胶，所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6704643 B

3



述密封橡胶至少部分地覆盖阀座的周边。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阀芯组件与第二阀芯组件将阀体沿流体流动方向依次分割成

进入腔、调整腔及输出腔，所述进入腔、调整腔及输出腔上分别安装有测试压力的压力计，

所述第一阀芯组件与第二阀芯组件的盖板均朝出口方向转动。

[0015] 进一步地，所述倒流防止器还包括安装于阀体下方并与调整腔贯通的排空器，所

述排空器根据调整腔与进入腔之间的压力差来判定是否排空调整腔中的流体。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阀芯组件上的盖板转动角度小于第二阀芯组件上盖板的转动

角度。

[0017] 相较于现有技术，符合本发明的倒流防止器既可防止流体介质倒流，又能使流经

的流体压力损失降低到较小。

[0018]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符合本发明的倒流防止器的立体图。

[0020] 图2是图1所示的倒流防止器处于闭合位置的部分剖视图。

[0021] 图3是图1所示的倒流防止器处于开放位置的部分剖视图。

[0022] 图4是图3所示的第二阀芯组件的立体图。

[0023] 图5是图4所示的第二阀芯组件的分解图。

[0024] 图6是图5所示的第二阀芯组件A区域的局部放大图。

[0025] 图7是图4所示的阀芯组件第二实施例的侧视图。

[0026] 图8是图7所示的阀芯组件B区域的局部剖视图。

[0027] 图9是图4所示的阀芯组件第三实施例的侧视图。

[0028] 图10是图9所示的阀芯组件C区域的局部剖视图。

[0029]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如图1-6所示，本发明所要揭露的倒流防止器1000包括中空的、具有一进口端11及

一出口端12的阀体100，以及安装在阀体100内的第一阀芯组件5和第二阀芯组件6。所述第

一阀芯组件5与第二阀芯组件6将阀体100沿流体的流动方向依次分割成进入腔101、调整腔

103及输出腔102，所述进入腔101、调整腔103及输出腔102上分别安装有用于测试各腔室中

压力的压力计300。所述倒流防止器1000还包括用于在安装完第一阀芯组件5和第二阀芯组

件6之后将阀体100封闭的阀盖200，所述阀盖200通过若干螺栓22固定于阀体100上。所述进

口端11上设有与外部输入管道(未图示)相连的进口端法兰112，所述进口端法兰112上设有

安装孔1120，同样地，所述出口端12上也设有出口端法兰122及安装孔(未标号)，用于安装

外部输出管道(未图示)。

[0031] 所述阀盖200上设有用于安装压力计300的通孔201，阀体100还设有分别贯通进入

腔101及输出腔102的测试管道110，以及贯通调整腔103的排空器400。当第一阀芯组件5与

第二阀芯组件6分别关闭时，所述排空器400用于排空调整腔103中的流体，使得进入腔101

和输出腔102之间形成空气隔断，以防止相互污染。所述测试管道110用于安装压力计300。

优选地，各压力计300与阀体100之间设有球阀310或者其他具有截断作用的阀门，以利于更

换压力计300时关闭测试管道110或通孔201，所述球阀310与测试管道110之间是通过转接

管320相互连通的。

[0032] 所述第一阀芯组件5包括固定于阀体100内的阀座50，分别通过销钉(未标号)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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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阀座50上的盖板51及导轨52。所述盖板51及导轨52可在竖直方向上分别绕各自的销钉从

闭合位置转动到开放位置。本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阀芯组件5与第二阀芯组件6具有大致

相同的结构，为避免赘述，下面选择第二阀芯组件6重点描述。

[0033] 所述第二阀芯组件6包括固定于阀体100内的阀座60、安装于阀座60上的盖板61及

导轨62，所述盖板61和导轨62分别通过销轴601与销轴602安装至阀座60上，所述盖板61可

沿销轴601在竖直方向上从闭合位置沿逆时针方向转动到开放位置，所述导轨62可沿销轴

602在竖直方向上从闭合位置沿顺时针方向转动到开放位置。所述盖板61为圆形，优选地，

所述第二阀芯组件6还包括设置在盖板61周边的密封橡胶(未图示)，所述密封橡胶至少部

分地覆盖在阀座60的周边。所述盖板61转动时与导轨62始终保持啮合，所述第二阀芯组件6

还包括一端固定于阀座60上、另一端固定于导轨62上的复位弹簧63。所述复位弹簧63向下

抵压导轨62，可使导轨62抵压住盖板61进而实现上述始终啮合，复位弹簧63具有可使盖板

61从脱离开放位置之后回到闭合位置的回弹力。流体自进口端11流入进入腔101，给予盖板

61正向的压力，当该正向的压力大于复位弹簧63的抵压力时，盖板61被打开沿逆时针方向

转动，显然，来自流体的正向压力所提供的外力驱动盖板61转动时同时带动导轨62转动，当

外力撤销时导轨62上的复位弹簧63驱动导轨62逆时针转动并驱使盖板61顺时针转动最终

回到闭合位置。

[0034] 其中，所述盖板61上设有限位导轨62的导槽610，所述导轨62包括导引盖板61转动

的驱动部621及自驱动部远离销轴602的一端朝盖板61凸出的限位部622，所述导轨62的驱

动部621与限位部622大致构成L形，限位部622可钩住盖板61以防止盖板61过度转动。所述

限位部622包括靠近销轴方向的内侧6221及远离销轴方向的外侧6222，其中，限位部622的

内侧6221及外侧6222在竖直方向上的投影为连续过度的圆弧形。所述限位部622在内侧

6221及外侧6222之间设有凹陷部6220，诉述凹陷部6220可以是分别位于限位部622两旁的

凹坑，也可以是横向贯通导轨62的通孔。所述导槽610具有一底壁611及自底壁611同向延伸

出来的两个侧壁612，所述侧壁612上设有横向贯穿侧壁612的第一安装孔6120以及同样横

向贯穿侧壁612的第二安装孔6121。

[0035] 所述导槽610内设置有与导轨62保持接触的滚轴64，所述滚轴64通过定位销641可

转动的安装于侧壁612上。所述盖板61从闭合位置转动到开放位置时滚轴64从限位部622的

内侧6221运动到外侧6222。所述滚轴64与盖板61上的底壁611之间留有可收容限位部622的

空间(未标号)，当滚轴64绕限位部622的轮廓运动到外侧6222时，限位部622即被卡在盖板

61上，此时导轨62与盖板61及阀座60之间形成暂时稳定的三角形，在流体的流动方向不变

的情况下，外侧6222顶在滚轴64上抵消了复位弹簧63的回弹力，使得流体无需克服复位弹

簧63施加到盖板61上的弹力，等效于增加了出口端12的流体流出压力。当来自流体变成反

方向流动时，极易触发滚轴64从外侧6222上脱离到内侧6221，此时复位弹簧63可快速将导

轨62及盖板61复位到闭合位置。

[0036] 进一步地，所述导槽610的第二安装孔6121内从外之内依次安装有调整螺栓653、

压缩弹簧652以及定位球651，所述定位球651因大于第二安装孔里面的端口(未标号)而只

能部分地从第二安装孔6121中暴露至导槽610中来，当导轨62与盖板61分别转动到开放位

置时，所述定位球651在压缩弹簧652的抵推下至少部分地抵靠至限位部622上的凹陷部

6220中，定位球651与凹陷部6220的接触面为球面，压缩弹簧652从水平方向抵推限位部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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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度可分解至水平方向上，所述调整螺栓653与定位球651分别位于定位球651的两端，转

动调整螺栓653与第二安装孔6121的配合深度可达到调整压缩弹簧652在水平方向施加给

限位部622的目的，其大小以克服复位弹簧63驱使限位部622逃离导槽610的部分回弹力或

全部回弹力为宜。在其他实施例中，第二安装孔6121可单独设置于一个侧壁612上，同样可

达到抵消复位弹簧63回弹力的作用。

[0037] 在上述第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一阀芯组件5的盖板51与第二阀芯组件6的盖板61在

打开时均朝出口端12的方向逆时针转动，显然，将同样结构的阀芯组件运用到其他多通道

的阀门上，则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使盖板朝相同或者相反方向转动，均可以实现防止倒流并

减少压力损失的作用。

[0038] 如图7与图8所示，为符合本发明的阀芯组件的第二实施例，其中所述阀芯组件7包

括可安装于阀体100内的阀座70，通过销钉(未图示)分别安装于阀座70上的盖板71及导轨

72，与上述实施例不同的是，第二实施例中，盖板72的侧壁712上只设有安装定位球751、压

缩弹簧752及调整螺栓753的通孔(未标号)，相对于第一实施例而言，第二实施例仅通过调

整压缩弹簧752的压缩力量来实现开放位置的导轨72和盖板71之间相对稳定，此时，甚至于

在压缩弹簧752调的过紧时，复位弹簧73需要借助流体的反向推力才能将导轨72从定位球

751上释放出来，进而使得位于开放位置的盖板81受到的来自复位弹簧83的回弹力不会传

递给正向流动的流体，达到使正向流动的流体压力损失降低到最少的目的。

[0039] 如图9至10所示，符合本发明的第三实施例中，阀芯组件8包括可安装于阀体100内

的阀座80，通过销钉(未图示)分别安装于阀座80上的盖板81及导轨82，安装在导轨82上的

复位弹簧83，以及通过销轴841安装在盖板81侧壁812上的滚轴84。第三实施例中的导轨82

位于开放位置时，其限位部822卡在盖板81与滚轴84之间的间隙810之中，通过导轨82末端

的弧形轮廓外侧(未标号)与安装在侧壁812上的滚轴84之间的配合来克服复位弹簧83的回

弹力，进而使得位于开放位置的盖板81受到的来自复位弹簧83的回弹力不会传递给正向流

动的流体，同样可以实现使正向流动的流体压力损失降低到最少的目的。

[0040] 在上述实施例中，当流经倒流防止器1000的流体改变流向至从出口端12进入时，

第一阀芯组件5的盖体51将先于第二阀芯组件6的盖体61关闭，因此导轨52设计长度选择短

于导轨62，意味着盖体51允许转动的角度小于盖体61可以转动的角度。当盖体61及盖体51

均处于闭合位置时，可以打开排空器400释放从出口端12倒流进入调整腔103中的液体。另

外，所述排空器400还可根据调整腔103与进入腔101之间的压力差来判定是否排空调整腔

103中的流体。显然，也可根据需要可以调整成当进入腔101中的流体压力与调整腔103之间

的压力差小于某一数值时，第一阀芯组件5的复位弹簧(未图示)即自动关闭盖体51；同样，

调整压缩弹簧652的力度，使得调整腔103中的流体压力与输出腔102之间的压力差小于某

一特定值时，盖板61自动关闭。由于导槽610对限位部622的卡持作用抵消了部分或者全部

复位弹簧的回弹力，变相增加了流体需要克服的来自盖体61的阻力，因此，符合本发明的倒

流防止器1000既能防止流体倒流，又能达到了增加出口端流体压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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