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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泵，泵包括泵体、电机、叶

轮，泵体包括泵体内腔，电机包括电机轴、隔离

套、转子，隔离套的内腔包括上腔和下腔，隔离套

包括上端盖、下端盖，上端盖设有第一通槽，上轴

承与上端盖的上容纳槽的底部之间具有轴向间

隙，下端盖设有旁通孔，转子设有轴向通孔，电机

轴设有连通通道。旁通孔连通泵体内腔与下腔，

轴向通孔连通下腔和上腔，第一通槽连通上腔与

轴向间隙，连通通道连通轴向间隙与泵体内腔。

本发明提供的泵，能够对电机轴和轴承进行散热

和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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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泵，包括泵体、电机、叶轮，所述泵体包括泵体内腔、设于所述泵体下端部的进口

和设于所述泵体侧部的出口，所述叶轮设于所述泵体内腔；所述电机包括电机轴、电机壳、

设于所述电机壳内的隔离套、设于所述隔离套内的转子、设于所述隔离套外的定子；所述隔

离套的内腔包括位于所述转子上方的上腔和位于所述转子下方的下腔，所述隔离套包括上

端盖、下端盖，所述上端盖设有上容纳槽，所述上容纳槽固定设有上轴承，所述上容纳槽的

内周壁和/或所述上轴承的外周壁设有第一通槽，所述上轴承与所述上容纳槽的底部之间

具有轴向间隙；所述下端盖设有下容纳槽，所述下容纳槽固定设有下轴承，所述下端盖包括

第一中心通孔、旁通孔；所述转子设有轴向通孔；所述电机轴设有连通通道，所述电机轴穿

过所述第一中心通孔与所述叶轮固定连接，所述旁通孔连通所述泵体内腔与所述下腔，所

述轴向通孔连通所述下腔和所述上腔，所述第一通槽连通所述上腔与所述轴向间隙，所述

连通通道连通所述轴向间隙与所述泵体内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泵，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轴包括第三中心通孔和径向槽，所

述径向槽设在所述电机轴的远离所述进口的一端，所述径向槽和所述第三中心通孔作为所

述连通通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泵，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轴的外缘设有从所述电机轴的一端

延伸至另一端的第二通槽，所述第二通槽至少为2个，且相对所述电机轴的轴心对称设置，

所述第二通槽作为所述连通通道。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泵，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子包括磁钢和支架，所述支架包括圆

筒部和从所述圆筒部径向向外延伸的筋条，相邻所述筋条之间的径向间隙形成所述通孔，

所述圆筒部设有第二中心通孔，所述电机轴穿过所述第二中心通孔并与所述圆筒部固定连

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泵，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通槽自所述上容纳槽的开口部沿所

述内周壁轴向延伸至所述上容纳槽的底部；

或，所述第一通槽自所述上容纳槽的开口部沿所述内周壁螺旋状延伸至所述上容纳槽

的底部。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泵，其特征在于，所述下端盖还包括环状凹槽，所述

环状凹槽设有覆盖所述旁通孔的滤网，所述旁通孔至少为2个，且相对所述第一中心通孔的

轴心对称设置，所述旁通孔设于所述环状凹槽的底部。

7.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泵，其特征在于，所述泵还包括隔板，所述隔板包括

内平板部、外平板部、连接所述内平板部和所述外平板部的凸缘部，所述内平板部与所述下

端盖焊接固定，所述内平板部设有第四中心通孔，所述内平板部轴向不覆盖所述旁通孔，所

述外平板部由所述泵体与所述电机壳直接或间接夹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泵，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能够驱动所述叶轮旋转，所述叶轮

的中心形成低压区，所述叶轮的周围形成高压区，所述进口设于所述低压区，所述出口设于

所述高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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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泵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流体控制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泵。

背景技术

[0002] 泵是用来产生动力，强迫流体在管道系统中流动的机械设备。伴随着现代工业和

经济的迅速发展，泵在家用及商用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0003] 泵包括电机轴和设于电机轴两端、与电机轴配合的轴承。泵在运转过程中，由于电

机轴与轴承的配合间隙设置得很小，电机轴和轴承相互摩擦会产生热量，若不进行散热和

润滑，会影响泵的使用寿命。

[0004] 有鉴于此，如何对电机轴和轴承进行散热和润滑，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提供了改善

课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泵，能够对电机轴和轴承进行散热和润滑。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泵，包括泵体、电机、叶轮，所述泵体包括泵体

内腔、设于所述泵体下端部的进口和设于所述泵体侧部的出口，所述叶轮设于所述泵体内

腔；所述电机包括电机壳、设于所述电机壳内的隔离套、设于所述隔离套的内腔的转子、设

于所述隔离套外的定子、电机轴；所述隔离套的内腔包括位于转子上方的上腔和位于转子

下方的下腔，所述隔离套包括上端盖、下端盖，所述上端盖设有上容纳槽，所述上容纳槽固

定设有上轴承，所述上容纳槽的内周壁和/或所述上轴承的外周壁设有第一通槽，所述上轴

承与所述上容纳槽的底部之间具有轴向间隙；所述下端盖设有下容纳槽，所述下容纳槽固

定设有下轴承，所述下端盖包括第一中心通孔、旁通孔；所述转子设有轴向通孔；所述电机

轴设有连通通道，所述电机轴穿过所述第一中心通孔与所述叶轮固定连接，

[0007] 所述旁通孔连通所述泵体内腔与所述下腔，所述轴向通孔连通所述下腔和所述上

腔，所述第一通槽连通所述上腔与所述轴向间隙，所述连通通道连通所述轴向间隙与所述

泵体内腔。

[0008] 本发明提供的泵，包括泵体、电机、叶轮，泵体包括泵体内腔，电机包括电机轴、隔

离套、转子，隔离套的内腔包括上腔和下腔，隔离套包括上端盖、下端盖，上端盖设有第一通

槽，上轴承与上端盖的上容纳槽的底部之间具有轴向间隙，下端盖设有旁通孔，转子设有轴

向通孔，电机轴设有连通通道。旁通孔连通泵体内腔与下腔，轴向通孔连通下腔和上腔，第

一通槽连通上腔与轴向间隙，连通通道连通轴向间隙与泵体内腔。本发明的泵，能够对电机

轴和轴承进行散热和润滑。

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本发明所提供泵的结构示意图；

[0010] 图2为图1中下端盖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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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图3为图1中上端盖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4为另一种上端盖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5为图1中转子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6为另一种电机轴的俯视图。

[0015] 图1至图6中：

[0016] 泵体1、进口11、出口12、泵体内腔13、低压区131、高压区132；

[0017] 电机2、转子21、磁钢211、支架212；

[0018] 圆筒部2121、筋条2122、第二中心通孔213、通孔214、定子22；

[0019] 隔离套23、上端盖231、上容纳槽2311、第一通槽2312；

[0020] 内周壁2313、开口部2314、底部2315；

[0021] 下端盖232、下容纳槽2324、第一中心通孔2321、旁通孔2322；

[0022] 环状凹槽2323、下轴承24、上轴承25、滤网26、电机壳27；

[0023] 隔离套内腔28、上腔281、下腔282、轴向间隙2811；

[0024] 电机轴3、连通通道31、径向槽32、第二通槽33、第三中心通孔34；

[0025] 叶轮4、隔板5；

[0026] 内平板部51、第四中心通孔511、外平板部52、凸缘部53。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

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8] 在本文中，“上、下、内、外”等用语是基于附图所示的位置关系而确立的，根据附图

所示产品方位的不同，相应的方向和位置关系也有可能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并不能将其理

解为对保护范围的绝对限定。下文中所述的轴向和径向是指本发明所提供泵的轴方向和径

方向。

[0029] 请参见图1、图2、图3、图4、图5和图6，其中，图1为本发明所提供泵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图1中下端盖的结构示意图；图3为图1中上端盖的结构示意图；图4为另一种上端盖的

结构示意图；图5为图1中转子的结构示意图；图6为另一种电机轴的俯视图。

[0030]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的泵，包括泵体1、电机2、叶轮4。泵体1与电机2通过螺钉

固定连接，当然也可以通过铆接、超声波焊接或激光焊接等方式固定连接。泵体1包括设于

下端部的进口11和设于侧部的出口12。泵体1大致为杯状，其具有容纳部，该容纳部作为泵

体内腔13，叶轮4设于该泵体内腔13内。通过对电机2通电，驱动叶轮4旋转，叶轮4旋转使叶

轮中心形成低压区131，叶轮周围形成高压区132，泵体1的进口设于低压区131，泵体1的出

口12设于高压区132，在离心力作用下，将流体从进口11输送至出口12。

[0031] 电机2包括电机轴3、电机壳27、设于该电机壳27内的隔离套23、设于隔离套内腔28

的转子21、设于隔离套23外的定子22。隔离套内腔28包括位于转子21上方的上腔281和位于

转子21下方的下腔282。隔离套23包括上端盖231、下端盖232以及连接上端盖231、下端盖

232的套筒。上端盖231、下端盖232分别由不锈钢板材切削、冲压制成，套筒由薄壁不锈钢管

材切割制成，再通过焊接固定组成隔离套23。上端盖231设有上容纳槽2311，该上容纳槽

2311通过过盈配合设置有上轴承25，上容纳槽2311的内周壁2313设有第一通槽2312，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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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25的外周壁设有第一通槽2312，亦或上容纳槽2311的内周壁2313以及上轴承25的外周

壁设有第一通槽2312，上轴承25与上容纳槽2311的底部2315之间具有轴向间隙2811，上述

第一通槽2312连通上腔281和轴向间隙2811；同样，下端盖232设有下容纳槽2324，下容纳槽

2324也通过过盈配合设置有下轴承24，下端盖232设有第一中心通孔2321、相对第一中心通

孔2321的轴心对称设置的旁通孔2322，该旁通孔2322连通泵体内腔13和下腔282。转子21设

有通孔214，该通孔214连通上腔281和下腔282。

[0032] 电机轴3设有连通通道31，连通通道31连通轴向间隙2811和泵体内腔13。电机轴3

穿过第一中心通孔2321并与叶轮4固定连接。电机轴3由不锈钢棒材车加工制成，其分别与

下轴承24和上轴承25小间隙配合，出于泵运转稳定性考虑，通常电机轴与轴承的配合间隙

设在0.02-0.08mm的范围内。

[0033] 在本实施例中，通过叶轮4的旋转，使泵体内腔13内的流体依次通过下端盖的232

的旁通孔2322、下腔282、转子21的通孔214、上腔281、上容纳槽2311和/或上轴承25的第一

通槽2312、径向间隙2811、电机轴3的连通通道31，再回到泵体内腔13内，形成一个循环流

道，在本实施例中，下端盖的232的旁通孔2322作为循环流道的进口，位于高压区132，电机

轴3的连通通道31作为循环流道的出口，位于低压区131，循环流道的进口和循环流道的出

口位于泵的不同径向位置，这样才能形成压力差，使流体流经循环流道。通过设置该循环流

道使流体不断流入上轴承25、下轴承24与电机轴3之间的配合间隙进行润滑，降低两者之间

的磨损，提高了泵的运行稳定性，延长了泵的使用寿命。同时流体能够带走上轴承25、下轴

承24与电机轴3之间因摩擦产生的热量，对泵进行散热。

[0034] 进一步的，如图5所示，电机轴3设有第三中心通孔34和径向槽32，径向槽32开设于

电机轴3的远离进口11的一端，第三中心通孔34和径向槽32作为连通通道31。

[0035] 当然，如图6所示，也可以在电机轴3的外缘设置从电机轴3的一端延伸至另一端的

第二通槽33，第二通槽33至少设置2个，且相对电机轴3的轴心对称设置，第二通槽33作为连

通通道31。如此设置，有利于增大流体的通过量，增强散热及润滑效果；且如此设置，当流体

流经第二通槽33时，对电机轴3施加的径向力达到均衡，使泵运行平稳。

[0036] 进一步的，如图5所示，转子21包括磁钢211和支架212，磁钢211为磁性材料，支架

212为塑料材料，两者通过注塑一体成型。支架212包括位于中心的圆筒部2121和从该圆筒

部2121沿径向延伸的筋条2122，相邻筋条2122之间形成径向间隙，该径向间隙形成通孔

214。圆筒部2121设有第二中心通孔213，电机轴3穿过该第二中心通孔213并与圆筒部2121

固定连接。

[0037] 进一步的，如图3、图4所示，上述第一通槽2312从上容纳槽2311的开口部2314沿内

周壁2313轴向或者螺旋状延伸至底部2315。当然，也可以在上轴承25的外周壁设置第一通

槽2312。如此设置，可使流体流经上轴承25和上端盖231之间，能够带走泵运转过程中上轴

承因摩擦产生的热量。

[0038] 进一步的，如图2所示，下端盖232还设置有环形凹槽2323，环形凹槽2323内通过过

盈配合方式嵌合有环形滤网26，该环形滤网26覆盖旁通孔2322，旁通孔2322位于该环形凹

槽2323的底部，旁通孔2322至少设置2个，且相对第一中心通孔2321的轴心对称设置。上述

环形滤网26用于过滤流体中的杂质，使杂质不会卡入下轴承24、上轴承25与电机轴3的配合

间隙中，不会导致电机轴3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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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进一步的，如图1所示，泵还包括隔板5，隔板5由不锈钢板材冲压制成，包括内平板

部51、外平板部52、连接内平板部51和外平板部52的凸缘部53。具体的，内平板部51与下端

盖232通过焊接固定，内平板部51还设有第四中心通孔511，该内平板部51轴向不覆盖旁通

孔2322。泵体1和电机壳27夹置外平板部52，或在泵体1和电机壳27之间先放置密封圈，泵体

1和电机壳27通过密封圈夹置外平板部52。通过外平板部52、隔离套23、电机壳27配合形成

定子腔(未示出)，定子22设于该定子腔内。隔板5使定子腔与泵体内腔13不连通，使流体不

进入定子腔避免烧坏定子22。通过设置凸缘部53有利于增强隔板5的强度，不会因为流体的

冲击力导致隔板5弯曲变形。

[0040] 以上对本发明所提供的泵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中仅针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

行了阐述，以上具体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应当指

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特点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该

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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