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CN 208190459 U 
(45)授权公告日2018. 12. 04

(21) 申请号 201820755114.0

(22) 申请日 2018.05.18

(73) 专利权人福建闽东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355009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甘棠镇

北部104国道东侧B1地块 

(72)发明人郭健叶宗贤

(74) 专利代理机构北京元本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 11308
代理人秦力军

(51)lnt.CI.
H02K 2//2(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权利要求书1页说明书5页附图12页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自冷却油泵电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自冷却油泵电机，包 

括:电机壳体以及安装在其内的电机转子和电机 

定子；安装在电机定子外侧的自冷却装置;所述 

自冷却装置包括:设置在散热外壁和紧贴电机定 

子外壁的导热内壁之间的冷却油腔;安装在所述 

冷却油腔一端的油腔进油口；以及安装在所述冷 

却油腔另一端的油腔出油口 ；其中，所述油泵电 

机驱动液压泵工作时，将液压系统循环流动的液 

压油经由所述油腔进油口导入到所述冷却油腔， 

再经由所述油腔出油口导出，带走电机定子散发 

的热量，实现油泵电机的自冷却。本实用新型改 

善其长时间运行的散热效果，且消除风摩损耗，

3提局电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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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自冷却油泵电机，包括电机壳体以及安装在其内的电机转子和电机定子，其特 

征在于还包括:利用液压系统循环流动的液压油对电机定子进行自冷却的自冷却装置，所 

述自冷却装置安装在电机定子外侧，并且包括：

设置在散热外壁和紧贴电机定子外壁的导热内壁之间的冷却油腔；

安装在所述冷却油腔一端的油腔进油口；以及

安装在所述冷却油腔另一端的油腔出油口；

其中，所述油泵电机驱动液压泵工作时，将液压系统循环流动的液压油经由所述油腔 

进油口导入到所述冷却油腔，再经由所述油腔出油口导出，带走电机定子散发的热量，实现 

油泵电机的自冷却。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冷却油泵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油腔进油口与换向阀的回 

油口连通，所述油腔出油口与储油箱连通。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冷却油泵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油腔进油口与液压泵连 

通，所述油腔出油口与换向阀的进油口连通。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冷却油泵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油腔进油口与液压缸连 

通，所述油腔出油口与换向阀用于连接液压缸的油口连通;或者所述油腔进油口与换向阀 

用于连接液压缸的油口连通，所述油腔出油口与液压缸连通。

5. 根据权利要求2或3或4所述的自冷却油泵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壳体包括：

作为所述自冷却装置的电机机座，具有作为所述导热内壁的机座内壁和作为所述散热

外壁的机座外壁，以及形成在所述机座内壁和机座外壁之间的所述冷却油腔；

机座前盖，其与所述电机机座固定连接后形成用于安装所述电机转子和电机定子的电

机内腔。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自冷却油泵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却油腔靠近所述机座前 

盖的一端为开口端，通过梯形断面密封圈密封。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自冷却油泵电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梯形断面密封圈采用耐油 

橡胶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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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冷却油泵电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油泵电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自冷却油泵电机。

背景技术

[0002] 如图1所示，液压系统主要由液压泵1'、换向阀2'、液压缸3'、油泵电机4：和储油箱 

5'构成。其中，储油箱5'内的液压油在液压泵1'的作用下形成压力油流向换向阀2'的进油 

口P，通过换向阀2'换向使压力油进入液压缸4'的第一腔体或第二腔体，同时液压缸4'的第 

二腔体或第一腔体的液压油经过换向阀2'的回油口 0回流到储油箱5'内，油泵电机4'用于 

驱动液压泵1'工作。

[0003]油泵电机在驱动液压泵工作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热量。目前，油泵电机一般采用 

风冷和水冷的散热方式，由于采用水冷散热的油泵电机的体积较大，结构较复杂，成本高， 

应用较少。图2是目前采用风冷散热的油泵电机的结构示意图。如图2所示，该油泵电机4：主 

要由机座41'、前盖42'、后盖43'、转子44'、定子45'、散热风扇46'和风罩47'构成；其中，转 

子44'、定子45'安装在由机座41'、前盖42'和后盖43'形成的电机壳体内；散热风扇46'安装 

在后盖43'后侧对油泵电机进行散热。采用风冷散热的油泵电机4'在长时间的工作过程中， 

油气和粉尘等逐渐附着于散热风扇13'的叶片上，存在以下缺陷：1、风摩损耗增大，使电机 

工作效率降低;2、散热效率降低，电机热量不能被及时带走，使电机工作效率降低;3、出现 

故障的概率增加。

实用新型内容

[0004]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自冷却油泵 

电机，其利用液压系统循环流动的液压油进行自冷却，改善其长时间运行的散热效果，且消 

除风摩损耗，提高电机效率。

[0005]为了实现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6] —种自冷却油泵电机，包括电机壳体以及安装在其内的电机转子和电机定子;利 

用液压系统循环流动的液压油对电机定子进行自冷却的自冷却装置，所述自冷却装置安装 

在电机定子外侧，并且包括:设置在散热外壁和紧贴电机定子外壁的导热内壁之间的冷却 

油腔;安装在所述冷却油腔一端的油腔进油口；以及安装在所述冷却油腔另一端的油腔出 

油口；其中，所述油泵电机驱动液压泵工作时，将液压系统循环流动的液压油经由所述油腔 

进油口导入到所述冷却油腔，再经由所述油腔出油口导出，带走电机定子散发的热量，实现 

油泵电机的自冷却。

[0007] 优选的，所述油腔进油口与换向阀的回油口连通，所述油腔出油口与储油箱连通。 

[0008] 或者，所述油腔进油口与液压泵连通，所述油腔出油口与换向阀的进油口连通。 

[0009] 或者，所述油腔进油口与液压缸连通，所述油腔出油口与换向阀用于连接液压缸 

的油口连通;或者所述油腔进油口与换向阀用于连接液压缸的油口连通，所述油腔出油口 

与液压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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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优选的，所述电机壳体包括:作为所述自冷却装置的电机机座，具有作为所述导热 

内壁的机座内壁和作为所述散热外壁的机座外壁，以及形成在所述机座内壁和机座外壁之 

间的所述冷却油腔;机座前盖，其与所述电机机座固定连接后形成用于安装所述电机转子 

和电机定子的电机内腔。

[0011] 优选的，所述冷却油腔靠近所述机座前盖的一端为开口端，通过梯形断面密封圈 

密封。

[0012]优选的，所述梯形断面密封圈采用耐油橡胶制成。

[0013]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体现在以下方面：

[0014] 1）本实用新型油泵电机利用其驱动液压泵工作时产生的循环流动的液压油进行

自冷却，无需增加外部结构进行散热，节约能耗，节约成本；

[0015] 2）本实用新型油泵电机在工作时，通过导入循环流动的液压油进行冷却，可以利

用液压油的循环流动将工作产生的热量不断带走，改善长时间运行的散热效果，提高散热 

效率，实现电机长时间高效可靠工作；

[0016] 3）本实用新型油泵电机的电机机座内的冷却油腔贴近电机定子铁芯和后轴承设

置，提高散热效果；

[0017] 4）本实用新型省去了利用风冷散热的散热风扇，因此消除了散热风扇产生的风摩

损耗，提高电机效率；同时散热风扇运行中产生的机械和风的噪音全部消除，使整机噪音得 

以下降；

[0018] 5）本实用新型省去了散热风扇和风罩，缩短了散热风扇和风罩的安装轴位，使电

机轴向长度得以缩短，体积减小，成本降低。

附图说明

[0019]图1是现有技术的液压系统图；

[0020]图2是现有技术采用风冷散热的油泵电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1]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种自冷却油泵电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2]图4是本实用新型自冷却油泵电机的电机壳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3]图5是图4所示的A局部放大图；

[0024]图6a、6b和6c是本实用新型自冷却油泵电机实施例一的冷却油路图；

[0025]图7a、7b和7c是本实用新型自冷却油泵电机实施例二的冷却油路图；

[0026]图8a、8b、8c和8d是本实用新型自冷却油泵电机实施例三的冷却油路图。

[0027] 附图标记说明：1-液压泵;2-换向阀；3-液压缸;4-油泵电机;41-电机机座;411_机 

座内壁;412-机座外壁;413-冷却油腔；40a-油腔进油口； 40b_油腔出油口； 42-机座前盖; 

43-梯形断面密封圈;44-电机转子;45-电机定子;46-后轴承;5-储油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28]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文中“前”、“后”、“左”、“中” “右”等指示方 

位或位置关系的术语是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 

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指所指的装置、元件等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或者以特定的方位 

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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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需要说明的是，本实用新型在说明书附图6a至8d中只示出了油泵电机4的油路连 

接;未示出油泵电机4与液压泵1的驱动连接关系，并不代表未连接，油泵电机4与液压泵1采 

用现有技术的方式连接。

[0030]如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自冷却油泵电机，包括:电机壳体;安装在电机壳 

体内的电机转子44和电机定子45;以及紧贴电机定子45外侧安装的自冷却装置。本实用新 

型油泵电机驱动液压泵工作时，在液压泵的压力作用下产生循环流动的液压油，液压油在 

循环的过程中不断从自冷却装置流过，带走电机定子45不断产生的热量，从而利用液压系 

统自身循环流动的液压油实现对油泵电机的自冷却。

[0031]其中，本实用新型的自冷却装置包括:散热外壁;紧贴电机定子45外壁的导热内 

壁;设置在散热外壁和导热内壁之间的冷却油腔413;安装在冷却油腔413—端的油腔进油 

口40a;安装在冷却油腔413另一端的油腔出油口40b;其中，在油泵电机驱动液压泵工作时， 

将液压系统循环流动的液压油经由油腔进油口 40a导入到冷却油腔413,再经由油腔出油口 

40b导出，带走电机定子散发的热量，实现油泵电机的自冷却。

[0032]如图3和4所示，本实用新型的电机壳体包括：电机机座41;机座前盖42,其与电机 

机座41固定连接后形成用于安装电机转子44和电机定子45的电机内腔。

[0033]优选实施时，将本实用新型的电机机座41作为自冷却装置。具体的，如图3所示，将 

电机机座41的机座内壁411作为导热内壁;将电机机座41的机座外壁412作为散热外壁，利 

用液压油循环流过形成在机座内壁411和机座外壁412之间的冷却油腔413对油泵电机进行 

冷却。

[0034]如图3所示，具体实施时，机座内壁411紧贴电机定子45的铁芯设置，且紧贴后轴承 

46设置，使电机定子铁芯和后轴承产生的热量尽可能多的传递到机座内壁411，进而通过冷 

却油腔413内流过的液压油带走，并通过机座外壁412散发到周围空气中，实现对电机定子 

45的铁芯和后轴承46的有效散热。

[0035]本实用新型的电机机座41采用消失模精密铸造成型技术制造，并在金加工完成后 

采取一定压力下的密闭通气检测，避免漏油。

[0036]如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将冷却油腔413靠近机座前盖42的一端设为开口端，以便 

于将铸造过程中留存在冷却油腔413中的残渣清除出去，避免液压油流过时混入残渣，降低 

液压系统工作元件的寿命；同时使液压油充分接触冷却油腔413，带走尽可能的热量。本实 

用新型通过在冷却油腔413的开口端设置梯形断面密封圈43实现密封。梯形断面密封圈43 
采用耐油橡胶制成。

[0037] 如图4和5所示，本实用新型的电机机座41和机座前盖42采用止口配合，且通过紧 

固螺栓锁紧。通过调节紧固螺栓，可以调整梯形断面密封圈43对冷却油腔413的密封效果。 

当将机座前盖42装配到电机机座41上时，随着紧固螺栓的锁紧，机座前盖42的凸止口不断 

深入电机机座41的凹止口，机座前盖42的装配端面不断挤压梯形断面密封圈43,使梯形断 

面密封圈43更加紧密的与机座内壁411和机座外壁412结合，防止漏油。

[0038]实施本实用新型油泵电机的自冷却时，可以将本实用新型油泵电机接入有循环液 

压油流过的液压系统的任意液压油路中，只要能利用流动的液压油对油泵电机冷却即可。 

[0039]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说明本实用新型油泵电机利用液压系统循环流动的液压 

油进行自冷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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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实施例一

[00411 如图6a和6b所示，液压系统包括:液压泵1、换向阀2、液压缸3、油泵电机4和储油箱 

5。其中，油泵电机4驱动液压泵1工作时，储油箱5内的液压油流向换向阀2的进油口P，通过 

换向阀2换向使液压缸3内的活塞向右移动（图6a）或者向左移动（图6b），同时从液压缸3回 

流的液压油从换向阀2的回油口0回流到储油箱5内，形成循环流动的液压油。

[0042]如图6a和6b所示，将油泵电机4安装在换向阀2的回油口 0之后的液压油路中，利用 

液压缸回流的液压油对油泵电机4进行冷却。该冷却方法在不影响液压系统工作效率的同 

时，也对油泵电机4进行有效冷却。

[0043]如图6c所示，将油泵电机4安装在换向阀2的回油口0之后的液压油路中。当换向阀 

处于中位，液压缸3双向锁紧，液压泵1卸压时，也可以利用卸压液压油对油泵电机4进行冷 

却。

[0044]具体的，如图6a至6c所示，将油泵电机4的油腔进油口40a与换向阀2的回油口0连 

通，油腔出油口 40b与储油箱5连通。从液压缸回流的液压油或者卸压液压油按照箭头方向 

从换向阀2的回油口 0流入油腔进油口 40a，经由油腔进油口 40a导入到冷却油腔413后，再从 

油腔出油口 40b导出到储油箱5,带走油泵电机4散发的热量。

[0045] 实施例二

[0046]本实施例形成循环流动的液压油的方式同实施例一，不再赘述。

[0047]如图7a和7b所示，将油泵电机4安装在换向阀2的进油口P之前的液压油路中，利用 

压力液压油对油泵电机4进行冷却。

[0048]如图7c所示，将油泵电机4安装在换向阀2的进油口P之前的液压油路中。当换向阀 

处于中位，液压缸3双向锁紧，液压泵1卸压时，也可以利用卸压液压油对油泵电机4进行冷 

却。

[0049]具体的，如图7a至7c所示，将油泵电机4的油腔进油口40a与液压泵1连通，油腔出 

油口 40b与换向阀2的进油口 P连通。从液压泵1出来的压力油或者卸压液压油按照箭头方向 

从油腔进油口 40a导入到冷却油腔413后，再经由油腔出油口 40b导向换向阀2的进油口 P，带 

走油泵电机4散发的热量。

[0050] 实施例三

[0051]本实施例形成循环流动的液压油的方式同实施例一。

[0052]如图8a和8b所示，将油泵电机4的油腔进油口 40a与液压缸3的有杆腔连通，将油腔 

出油口 40b与换向阀2用于连接液压缸3有杆腔的油口 A连通。如图8a所示，当有杆腔进油时， 

压力油按照箭头方向从油口 A流向油腔出油口 40b，经由油腔出油口 40b导入到冷却油腔413 
后，再经由油腔进油口40a导向液压缸3有杆腔，利用压力油带走油泵电机4散发的热量;如 

图8b所示，换向阀2换向，有杆腔回油时，液压回油按照箭头方向从有杆腔流向油腔进油口 

40a，经由油腔进油口 40a导入到冷却油腔413后，再经由油腔出油口 40b导向油口 A，利用有 

杆腔的液压回油带走油泵电机4散发的热量。

[0053]如图8c和8d所示，将油泵电机4的油腔进油口 40a与液压缸3的无杆腔连通，将油腔 

出油口 40b与换向阀2用于连接液压缸3无杆腔的油口 B连通。如图8c所示，当无杆腔进油时， 

压力油按照箭头方向从油口 B流向油腔出油口 40b，经由油腔出油口 40b导入到冷却油腔413 
后，再经由油腔进油口40a导向液压缸3无杆腔，利用压力油带走油泵电机4散发的热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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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d所示，换向阀2换向，无杆腔回油时，液压回油按照箭头方向从无杆腔流向油腔进油口 

40a，经由油腔进油口 40a导入到冷却油腔413后，再经由油腔出油口 40b导向油口B，利用无 

杆腔的液压回油带走油泵电机4散发的热量。

[0054]尽管上述对本实用新型做了详细说明，但本实用新型不限于此，本技术领域的技 

术人员可以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原理进行修改，因此，凡按照本实用新型的原理进行的各种 

修改都应当理解为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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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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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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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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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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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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