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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液压增压泵，包括内部滑

动连接有活塞的泵体，所述泵体的左端安装有左

端盖，泵体的右端安装有右端盖；所述左端盖内

滑动连接有与所述活塞相连的柱塞；右端盖内沿

竖直方向设有阀孔，所述右端盖内由上向下依次

设有第一油口、第二油口、第三油口、第四油口、

第五油口，所述阀孔内滑动连接有阀芯；右端盖

上在所述阀孔的上端安装有上端盖，在所述阀孔

的下端安装有下端盖；阀芯的侧面上由上向下依

次设有第一凸肩、第二凸肩、第三凸肩、第四凸

肩，所述第一凸肩和所述上端盖之间形成上控制

腔，所述第三凸肩与下端盖之间形成下控制腔；

右端盖内还设有用于控制所述阀芯上下运动的

液控单向阀组件；该增压泵不仅结构简单，而且

无需电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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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液压增压泵，其特征在于，包括内部滑动连接有活塞的泵体，所述泵体的左端安

装有左端盖，所述泵体的右端安装有右端盖；所述左端盖内沿水平方向设有与所述泵体连

通的安装孔，所述安装孔内滑动连接有与所述活塞相连的柱塞；所述活塞的左端与所述左

端盖之间形成左活塞控制腔，所述活塞的右端与所述右端盖之间形成右活塞控制腔，所述

安装孔的左端和所述柱塞的左端之间形成高压腔；

所述右端盖内沿竖直方向设有阀孔，所述右端盖内由上向下依次设有与所述阀孔连通

的第一油口、第二油口、第三油口、第四油口、第五油口，所述阀孔内滑动连接有用于控制油

口通断的阀芯；所述右端盖上在所述阀孔的上端安装有上端盖，在所述阀孔的下端安装有

下端盖；所述阀芯的侧面上由上向下依次设有第一凸肩、第二凸肩、第三凸肩、第四凸肩，所

述第一凸肩和所述上端盖之间形成上控制腔，所述第四凸肩与所述下端盖之间形成下控制

腔；在所述阀芯位于上移状态时，第二油口和第三油口相通，第四油口和第五油口相通；在

所述阀芯位于下移状态时，第一油口和第二油口相通，第三油口和第四油口相通；

所述泵体的侧面上设有P口和T口；所述P口通过设置在所述泵体和所述右端盖内的第

一流道与所述第三油口相通，所述T口通过设置在所述泵体和所述右端盖内的第二流道与

所述第五油口相通；所述右活塞控制腔通过设置在所述泵体内的第三流道与所述第二油口

相通；所述第一油口通过设置在所述右端盖内的第四流道与所述第五油口相通；

所述P口通过设置在所述左端盖内的进油单向阀组件与所述高压腔相通，且所述进油

单向阀组件的进油口和出油口分别与所述P口和所述高压腔相通；所述左端盖内设有用于

将所述高压腔内压力油排出的H口，所述左端盖内在所述H口处安装有出油单向阀，且所述

出油单向阀的进油口和出油口分别与所述高压腔和所述H口相通；

所述泵体内设有用于连通所述T口和所述左活塞控制腔的第五流道；

所述右端盖上还设有用于控制所述阀芯上下运动的溢流阀组件和液控单向阀组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压增压泵，其特征在于，所述溢流阀组件包括第一溢流阀和

第二溢流阀，所述第一溢流阀的进油口通过设置在所述右端盖内的第六流道与所述第二油

口相通，所述第一溢流阀出油口通过设置在所述右端盖内的第七流道与所述上控制腔相

通；所述第二溢流阀的进油口通过设置在所述右端盖内的第八流道与所述第四油口相通，

所述第二溢流阀出油口通过设置在所述右端盖内的第九流道与所述下控制腔相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压增压泵，其特征在于，所述液控单向阀组件包括第一液控

单向阀和第二液控单向阀，所述第一液控单向阀的进油口通过设置在所述右端盖内的第十

流道与所述上控制腔相通，所述第一液控单向阀的回油口与所述T口相通，所述第一液控单

向阀的控制油口通过设置在所述右端盖内的第十一流道与所述下控制腔相通；所述第二液

控单向阀的进油口通过所述第十一流道与所述下控制腔相通，所述第二液控单向阀的回油

口与所述T口相通，所述第二液控单向阀的控制油口通过所述第十流道与所述上控制腔相

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液压增压泵，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液控单向阀和所述第二液

控单向阀为相同阀件均包括插接到所述右端盖内的阀套，以及用于将所述阀套压紧在所述

右端盖内的压盖；所述阀套内沿其长度方向由下至上依次设有第一安装腔和第二安装腔，

以及用于连通所述第一安装腔和所述第二安装腔的通流孔；所述阀套的侧面上靠近所述通

流孔处设有与所述第一安装腔连通的回油孔，以及与所述第二安装腔连通的进油孔，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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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套的下端沿其轴向设有与所述第一安装腔连通的控制油孔；所述第二安装腔内设有用于

控制所述通流孔通断的控制阀芯，以及迫使所述控制阀芯向所述通流孔运动的控制弹簧，

所述控制弹簧的一端抵触在所述控制阀芯上，另一端抵触在所述压盖上；所述第一安装腔

内滑动连接有与所述控制阀芯配合用于控制所述通流孔通断的控制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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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液压增压泵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增压泵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能够可靠的自动连续增压的液压增压

泵。

背景技术

[0002] 液压增压泵是利用活塞两端作用面积不同而受力大小相同的原理，将液压压力放

大的一种超高压液压元件，液压增压泵可以将低压压力增大到200MPa及以上。目前国内采

用的传统液压增压泵是通过电磁换向阀的不断换向，控制增压泵往复运动连续输出高压，

结构复杂，需要设置复杂的位移传感器和电控元器件，体积和重量庞大，不方便携带，在易

燃易爆场合和便携式机械方面难以采用，如天然气压缩子站、垃圾压缩站、石油矿井、煤炭

灌注等有防爆要求，客观要求液压增压泵能满足无需人员近距离的干预即能自行换向而且

还满足防爆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上的缺陷，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加工方便，而且能

够可靠的自动连续增压的液压增压泵。

[0005] (二)技术方案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液压增压泵，包括内部滑动连接有活塞的泵

体，所述泵体的左端安装有左端盖，所述泵体的右端安装有右端盖；所述左端盖内沿水平方

向设有与所述泵体连通的安装孔，所述安装孔内滑动连接有与所述活塞相连的柱塞；所述

活塞的左端与所述左端盖之间形成左活塞控制腔，所述活塞的右端与所述右端盖之间形成

右活塞控制腔，所述安装孔的左端和所述柱塞的左端之间形成高压腔；

[0007] 所述右端盖内沿竖直方向设有阀孔，所述右端盖内由上向下依次设有与所述阀孔

连通的第一油口、第二油口、第三油口、第四油口、第五油口，所述阀孔内滑动连接有用于控

制油口通断的阀芯；所述右端盖上在所述阀孔的上端安装有上端盖，在所述阀孔的下端安

装有下端盖；所述阀芯的侧面上由上向下依次设有第一凸肩、第二凸肩、第三凸肩、第四凸

肩，所述第一凸肩和所述上端盖之间形成上控制腔，所述第四凸肩与所述下端盖之间形成

下控制腔；在所述阀芯位于上移状态时，第二油口和第三油口相通，第四油口和第五油口相

通；在所述阀芯位于下移状态时，第一油口和第二油口相通，第三油口和第四油口相通；

[0008] 所述泵体的侧面上设有P口和T口；所述P口通过设置在所述泵体和所述右端盖内

的第一流道与所述第三油口相通，所述T口通过设置在所述泵体和所述右端盖内的第二流

道与所述第五油口相通；所述右活塞控制腔通过设置在所述泵体内的第三流道与所述第二

油口相通；所述第一油口通过设置在所述右端盖内的第四流道与所述第五油口相通；

[0009] 所述P口通过设置在所述左端盖内的进油单向阀组件与所述高压腔相通，且所述

进油单向阀组件的进油口和出油口分别与所述P口和所述高压腔相通；所述左端盖内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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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将所述高压腔内压力油排出的H口，所述左端盖内在所述H口处安装有出油单向阀，且

所述出油单向阀的进油口和出油口分别与所述高压腔和所述H口相通；

[0010] 所述泵体内设有用于连通所述T口和所述左活塞控制腔的第五流道；

[0011] 所述右端盖上还设有用于控制所述阀芯上下运动的溢流阀组件和液控单向阀组

件。

[0012]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该液压增压泵工作时，活塞初始位置位于最左边，阀芯位于上

移状态，P口与低压油路压力油相连，T口与油箱直接相连，H口为增压泵输出油口，当P口通

油后，P口的油液经第一流道、第三油口、第二油口、第三流道进入右活塞控制腔，由于活塞

位于最左边位置，因此P口压力会逐渐升高，使得溢流阀组件和液控单向阀组件打开，阀芯

向下移动使得所述第一油口和第二油口相通，第三油口和第四油口相通，这样P口的油液经

进油单向阀组件进入高压腔,作用在柱塞上进而推动柱塞向右运动，右活塞控制腔内的油

液通过第三流道、第二油口、第一油口、第四流道、第五油口、第二流道流道T口，此过程高压

腔完成了充液，同时P口的油液经过第一流道和第三油口到达第四油口，当活塞运动到右端

后，P口压力逐渐升高，使得溢流阀组件和液控单向阀组件打开，阀芯向上移动使得所述第

第二油口和第三油口相通，第四油口和第五油口相通，这样P口的油液经第一流道、第三油

口、第二油口、第三流道流入右活塞控制腔内，由于活塞的直径大于柱塞的直径，活塞推动

柱塞向左运动将高压腔的油液经出油单向阀由H口增压排出，此过程为增压过程；当活塞运

动到左端初始位置时，就开始了上述的循环过程，只要P口有油液进入，活塞就往复的进行

运动增压，无需电控控制；该液压增压泵结构简单、加工方便，可以适用于有防爆要求的工

况。

[0013]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中，所述溢流阀组件包括第一溢流阀和第二溢流阀，所述第一

溢流阀的进油口通过设置在所述右端盖内的第六流道与所述第二油口相通，所述第一溢流

阀出油口通过设置在所述右端盖内的第七流道与所述上控制腔相通；所述第二溢流阀的进

油口通过设置在所述右端盖内的第八流道与所述第四油口相通，所述第二溢流阀出油口通

过设置在所述右端盖内的第九流道与所述下控制腔相通。

[0014]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中，所述液控单向阀组件包括第一液控单向阀和第二液控单向

阀，所述第一液控单向阀的进油口通过设置在所述右端盖内的第十流道与所述上控制腔相

通，所述第一液控单向阀的回油口与所述T口相通，所述第一液控单向阀的控制油口通过设

置在所述右端盖内的第十一流道与所述下控制腔相通；所述第二液控单向阀的进油口通过

所述第十一流道与所述下控制腔相通，所述第二液控单向阀的回油口与所述T口相通，所述

第二液控单向阀的控制油口通过所述第十流道与所述上控制腔相通。

[0015]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一液控单向阀和所述第二液控单向阀为相同阀件均

包括插接到所述右端盖内的阀套，以及用于将所述阀套压紧在所述右端盖内的压盖；所述

阀套内沿其长度方向由下至上依次设有第一安装腔和第二安装腔，以及用于连通所述第一

安装腔和所述第二安装腔的通流孔；所述阀套的侧面上靠近所述通流孔处设有与所述第一

安装腔连通的回油孔，以及与所述第二安装腔连通的进油孔，所述阀套的下端沿其轴向设

有与所述第一安装腔连通的控制油孔；所述第二安装腔内设有用于控制所述通流孔通断的

控制阀芯，以及迫使所述控制阀芯向所述通流孔运动的控制弹簧，所述控制弹簧的一端抵

触在所述控制阀芯上，另一端抵触在所述压盖上；所述第一安装腔内滑动连接有与所述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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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阀芯配合用于控制所述通流孔通断的控制活塞。

[0016] (三)有益效果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具有以下优点：

[0018] 该液压增压泵工作时，活塞初始位置位于最左边，阀芯位于上移状态，P口与低压

油路压力油相连，T口与油箱直接相连，H口为增压泵输出油口，当P口通油后，P口的油液经

第一流道、第三油口、第二油口、第三流道进入右活塞控制腔，由于活塞位于最左边位置，因

此P口压力会逐渐升高，使得溢流阀组件和液控单向阀组件打开，阀芯向下移动使得所述第

一油口和第二油口相通，第三油口和第四油口相通，这样P口的油液经进油单向阀组件进入

高压腔,作用在柱塞上进而推动柱塞向右运动，右活塞控制腔内的油液通过第三流道、第二

油口、第一油口、第四流道、第五油口、第二流道流道T口，此过程高压腔完成了充液，同时P

口的油液经过第一流道和第三油口到达第四油口，当活塞运动到右端后，P口压力逐渐升

高，使得溢流阀组件和液控单向阀组件打开，阀芯向上移动使得所述第第二油口和第三油

口相通，第四油口和第五油口相通，这样P口的油液经第一流道、第三油口、第二油口、第三

流道流入右活塞控制腔内，由于活塞的直径大于柱塞的直径，活塞推动柱塞向左运动将高

压腔的油液经出油单向阀由H口增压排出，此过程为增压过程；当活塞运动到左端初始位置

时，就开始了上述的循环过程，只要P口有油液进入，活塞就往复的进行运动增压，无需电控

控制；该液压增压泵结构简单、加工方便，可以适用于有防爆要求的工况。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施例中液压增压泵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图1中B-B处的剖面示意图；

[0021] 图3为图2中C-C处的剖面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实施例中第一液控单向阀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请参阅图1-4，本发明提供一种液压增压泵，包括内部滑动连接有活塞3的泵体1，

所述泵体1的左端安装有左端盖2，所述泵体1的右端安装有右端盖4；所述左端盖2内沿水平

方向设有与所述泵体1连通的安装孔201，所述安装孔201内滑动连接有与所述活塞3相连的

柱塞5；所述活塞3的左端与所述左端盖2之间形成左活塞控制腔1a，所述活塞3的右端与所

述右端盖4之间形成右活塞控制腔1b，所述安装孔201的左端和所述柱塞5的左端之间形成

高压腔2a。

[0024] 所述右端盖4内沿竖直方向设有阀孔401，所述右端盖4内由上向下依次设有与所

述阀孔401连通的第一油口4.1、第二油口4.2、第三油口4.3、第四油口4.4、第五油口4.5，所

述阀孔401内滑动连接有用于控制油口通断的阀芯6；所述右端盖4上在所述阀孔401的上端

安装有上端盖7，在所述阀孔401的下端安装有下端盖8；所述阀芯6的侧面上由上向下依次

设有第一凸肩601、第二凸肩602、第三凸肩603、第四凸肩604，所述第一凸肩601和所述上端

盖7之间形成上控制腔4a，所述第四凸肩604与所述下端盖8之间形成下控制腔4b；在所述阀

芯6位于上移状态时，第二油口4.2和第三油口4.3相通，第四油口4.4和第五油口4.5相通；

在所述阀芯6位于下移状态时，第一油口4.1和第二油口4.2相通，第三油口4.3和第四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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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相通。

[0025] 所述泵体1的侧面上设有P口和T口；所述P口通过设置在所述泵体1和所述右端盖4

内的第一流道1.1与所述第三油口4.3相通，所述T口通过设置在所述泵体1和所述右端盖4

内的第二流道1.2与所述第五油口4.5相通；所述右活塞控制腔1b通过设置在所述泵体1内

的第三流道1.3与所述第二油口4.2相通；所述第一油口4.1通过设置在所述右端盖4内的第

四流道1.4与所述第五油口4.5相通。

[0026] 所述P口通过设置在所述左端盖2内的进油单向阀组件9与所述高压腔2a相通，且

所述进油单向阀组件9的进油口和出油口分别与所述P口和所述高压腔2a相通；所述左端盖

2内设有用于将所述高压腔2a内压力油排出的H口，所述左端盖2内在所述H口处安装有出油

单向阀10，且所述出油单向阀10的进油口和出油口分别与所述高压腔2a和所述H口相通；所

述泵体1内设有用于连通所述T口和所述左活塞控制腔1a的第五流道1.5；所述右端盖4上还

设有用于控制所述阀芯6上下运动的溢流阀组件和液控单向阀组件。

[0027] 所述溢流阀组件包括第一溢流阀11和第二溢流阀12，所述第一溢流阀11的进油口

通过设置在所述右端盖4内的第六流道1.6与所述第二油口4.2相通，所述第一溢流阀11出

油口通过设置在所述右端盖4内的第七流道1.7与所述上控制腔4a相通；所述第二溢流阀12

的进油口通过设置在所述右端盖4内的第八流道1.8与所述第四油口4.4相通，所述第二溢

流阀12出油口通过设置在所述右端盖4内的第九流道1.9与所述下控制腔4b相通。

[0028] 所述液控单向阀组件包括第一液控单向阀13a和第二液控单向阀14a，所述第一液

控单向阀13a的进油口通过设置在所述右端盖4内的第十流道1.10与所述上控制腔4a相通，

所述第一液控单向阀13a的回油口与所述T口相通，所述第一液控单向阀13a的控制油口通

过设置在所述右端盖4内的第十一流道1.11与所述下控制腔4b相通；所述第二液控单向阀

14a的进油口通过所述第十一流道1.11与所述下控制腔4b相通，所述第二液控单向阀14a的

回油口与所述T口相通，所述第二液控单向阀14a的控制油口通过所述第十流道1.10与所述

上控制腔4a相通。

[0029] 所述第一液控单向阀13a和所述第二液控单向阀14a为相同阀件均包括插接到所

述右端盖4内的阀套14，以及用于将所述阀套14压紧在所述右端盖4内的压盖15；所述阀套

14内沿其长度方向由下至上依次设有第一安装腔1401和第二安装腔1402，以及用于连通所

述第一安装腔1401和所述第二安装腔1402的通流孔1403；所述阀套14的侧面上靠近所述通

流孔1403处设有与所述第一安装腔1401连通的回油孔1404，以及与所述第二安装腔1402连

通的进油孔1405，所述阀套14的下端沿其轴向设有与所述第一安装腔1401连通的控制油孔

1406；所述第二安装腔1402内设有用于控制所述通流孔1403通断的控制阀芯16，以及迫使

所述控制阀芯16向所述通流孔1403运动的控制弹簧17，所述控制弹簧17的一端抵触在所述

控制阀芯16上，另一端抵触在所述压盖15上；所述第一安装腔1401内滑动连接有与所述控

制阀芯16配合用于控制所述通流孔1403通断的控制活塞18。

[0030] 应用时将本发明的P口与低压油路压力油相连，T口与油箱直接相连，H口为增压泵

输出油口，活塞3初始位置位于图1中的最左边，阀芯6位于上移状态，当P口通油后，P口的油

液经第一流道1.1、第三油口4.3、第二油口4.2、第三流道1.3进入右活塞控制腔1b，由于活

塞3位于最左边位置，因此P口压力会逐渐升高，使得第一溢流阀11打开，第二油口4.2的压

力油经过第六流道1.6、第七流道1.7进入上控制腔4a中，推动阀芯6向下运动，与此同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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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腔4a中的压力油通过第十流道1.10流入第二液控单向阀14a的控制油口，使得第二液

控单向阀14a打开，下控制腔4b内的油液通过第二液控单向阀14a的流回T口；阀芯6向下移

动使得第一油口4.1和第二油口4.2相通，第三油口4.3和第四油口4.4相通，这样P口的油液

经进油单向阀组件9进入高压腔2a,作用在柱塞5上进而推动柱塞5向右运动，右活塞控制腔

1b内的油液通过第三流道1.3、第二油口4.2、第一油口4.1、第四流道1.4、第五油口4.5、第

二流道1.2流道T口，此过程高压腔2a完成了充液，同时P口的油液经过第一流道1.1和第三

油口4.3到达第四油口4.4，当活塞3运动到右端后，P口压力逐渐升高，第二溢流阀12打开，

第四油口4.4的油液经过第八流道1.8和第九流道1.9流入下控制腔4b中，推动阀芯6向上运

动，与此同时下控制腔4b内的压力油通过第十一流道1.11流入第一液控单向阀13a的控制

油口，使得第一液控单向阀13a打开，上控制腔4a内的油液通过第一液控单向阀13a流回T

口；阀芯6向上移动使得所述第二油口4.2和第三油口4.3相通，第四油口4.4和第五油口4.5

相通，这样P口的油液经第一流道1.1、第三油口4.3、第二油口4.2、第三流道1.3流入右活塞

控制腔1b内，由于活塞3的直径大于柱塞5的直径，活塞3推动柱塞5向左运动将高压腔2a的

油液经出油单向阀10由H口增压排出，此过程为增压过程；当活塞3运动到左端初始位置时，

就开始了上述的循环过程，只要P口有油液进入，活塞3就往复的进行运动增压，无需电控控

制；该液压增压泵结构简单、加工方便，可以适用于有防爆要求的工况。

[0031] 上部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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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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