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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止隔膜泵油液浪费的密封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防止隔膜泵油液浪费的

密封结构，解决现有隔膜泵中骨架油封使用寿命

较短，以及挺杆运动中机架内油液外漏浪费油液

的问题。该结构包括机架、十字头滑套、十字头及

连接体；机架包括中空架体、设在中空架体端面

连接盘，连接盘中部设有通孔；连接体内表面为

锥面，连接体大端安装在中空架体设有连接盘的

一端；十字头包括十字头滑动体和十字头连接

杆，十字头滑动体设在十字头滑套内，十字头连

接杆穿过通孔后伸入连接体内；连接体下部内壁

沿径向设有挡油板，将连接体内腔分为第一腔室

和第一腔室，第一腔室位于靠近中空架体的一

侧；连接体下部内壁开设有位于第一腔室的第一

油道和位于第二腔室的第二油道；第一、第二油

道上均设有螺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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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止隔膜泵油液浪费的密封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1)、十字头滑套(2)、

十字头(3)及连接体(4)；

所述机架(1)包括中空架体(11)、设置在中空架体(11)端面的连接盘(12)，所述连接盘

(12)中部设有通孔；

所述连接体(4)为套筒结构，其内表面为锥面，连接体(4)的大端安装在中空架体(11)

设有连接盘(12)的一端；

所述十字头滑套(2)设置在中空架体(11)内；

所述十字头(3)包括十字头滑动体(31)和十字头连接杆(32)，十字头滑动体(31)设置

在十字头滑套(2)内，十字头连接杆(32)穿过连接盘(12)上的通孔后伸入连接体(4)内，十

字头(3)可相对十字头滑套(2)做往复直线运动；

所述连接体(4)的下部(41)内壁沿径向设有挡油板(8)，将连接体(4)内腔分为连通的

第一腔室(42)和第二腔室(43)，第一腔室(42)位于靠近中空架体(11)的一侧；

所述连接体下部(41)内壁开设有第一油道(5)和第二油道(7)，第一油道(5)位于第一

腔室(42)且远离挡油板(8)设置，第二油道(7)位于第二腔室(43)内且靠近挡油板(8)设置；

所述第一油道(5)和第二油道(7)上均设有螺塞(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防止隔膜泵油液浪费的密封结构，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回收

油道(9)，回收油道(9)包括第一通孔(91)、第二通孔(92)、第三通孔(93)；

所述第一通孔(91)设置在连接体(4)上，其一端开口于第一油道(5)侧壁，其另一端开

口于靠近连接盘(12)的连接体(4)端面位置；

所述第二通孔(92)设置在连接盘(12)正下方；

所述第三通孔(93)设置在十字头滑套(2)上，第三通孔(93)的一端开口于十字头滑套

(2)靠近连接盘(12)的端面，其另一端开口于十字头滑套(2)的下方外表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防止隔膜泵油液浪费的密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体

(4)的大端通过螺栓安装在中空架体(11)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防止隔膜泵油液浪费的密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十字头

(3)材料为铸钢，其外表面喷涂铝青铜合金；

所述十字头滑套(2)材料为碳钢。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防止隔膜泵油液浪费的密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十字头

(3)材料为ZG35CrNiMo；

所述铝青铜合金为ZQAl9‑4铝青铜合金；

所述十字头滑套(2)材料为中碳钢。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一种防止隔膜泵油液浪费的密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体

(4)的顶部设有探测孔(10)；

所述探测孔(10)上设有盖板。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防止隔膜泵油液浪费的密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盘

(12)沿圆周方向设有多个沉孔，通过螺栓穿过沉孔将连接盘(12)与中空架体(11)固定；

所述连接盘(12)沿圆周方向设有多个第一沉孔，通过螺栓穿过第一沉孔将连接盘(12)

与十字头滑套(2)连接；

所述连接体(4)大端端面设有与所述连接盘(12)外端面相适配的环形卡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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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任一所述一种防止隔膜泵油液浪费的密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十字头连接杆(32)包括圆锥段和连接段；

所述圆锥段的大端与十字头滑动体(31)连接，圆锥段的小端与连接段的一端连接；

所述连接段的另一端端部设有用于与柱塞连接的螺纹孔(321)。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一种防止隔膜泵油液浪费的密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体

(4)内表面的斜度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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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止隔膜泵油液浪费的密封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隔膜泵技术，具体涉及一种防止隔膜泵油液浪费的密封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在隔膜泵中，十字头是把曲轴旋转运动通过连杆带动转化为柱塞往复直线运动的

重要部件，具有导向作用。如图1所示，现有一种隔膜泵的局部结构示意图，其包括连杆01、

十字头滑套02、十字头03、十字头销04、柱塞05、挺杆06、机架07、骨架密封08，十字头滑套02

设置在机架07内，十字头03  设置在十字头滑套02内且可相对十字头滑套02做往复直线移

动，十字头03 的一端与挺杆06的一端通过螺栓连接，挺杆06的另一端伸出机架07并与柱塞

05连接，挺杆06的另一端端部与柱塞05之间设有挡污板09，十字头销04  装在连杆01的小头

和十字头上的十字头销孔中，连杆01的大头与隔膜泵的曲轴连接，挺杆的密封采用骨架密

封。

[0003] 在隔膜泵工作过程中，十字头03带动挺杆06做往复直线运动，挺杆密封为动密封，

骨架油封的使用寿命较短；同时，由于十字头03自重和长时间工作导致磨损变形的原因，十

字头03的中心线在工作中会下沉，相应挺杆06也会跟着下沉，使得挺杆06运动过程中，下方

骨架油封承担过多的挺杆重量，长时间导致骨架油封变形，失去密封作用，会导致挺杆06运

动过程中,将机架内的油液带出，浪费油液；骨架油封的损坏难以第一时间发现，出现漏油

现象，才能觉察油封损坏，另外骨架油封的检修、拆卸过程，需要停工检修，影响隔膜泵的正

常工作，进而影响经济效益。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现有隔膜泵中骨架油封使用寿命较短，以及挺杆运动中机架内油液外漏

浪费油液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防止隔膜泵油液浪费的密封结构。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防止隔膜泵油液浪费的密封结构，其特殊之处于：包括机架、十字头滑套、十

字头及连接体；所述机架包括中空架体、设置在中空架体端面的连接盘，所述连接盘中部设

有通孔；所述连接体为套筒结构，其内表面为锥面，连接体的大端安装在中空架体设有连接

盘的一端；所述十字头滑套设置在中空架体内；所述十字头包括十字头滑动体和十字头连

接杆，十字头滑动体设置在十字头滑套内，十字头连接杆穿过连接盘上的通孔后伸入连接

体内，十字头可相对十字头滑套做往复直线运动；所述连接体的下部内壁沿径向设有挡油

板，将连接体内腔分为连通的第一腔室和第二腔室，第一腔室位于靠近中空架体的一侧；所

述连接体下部内壁开设有第一油道和第二油道，第一油道位于第一腔室且远离挡油板设

置，第二油道位于第二腔室内且靠近挡油板设置；所述第一油道和第二油道上均设有螺塞。

[0007] 进一步地，还包括回收油道，回收油道包括第一通孔、第二通孔、第三通孔；所述第

一通孔设置在连接体上，第一通孔的一端开口于第一油道侧壁，其另一端开口于靠近连接

盘的连接体端面位置；所述第二通孔设置在连接盘正下方；所述第三通孔设置在十字头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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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上，第三通孔的一端开口于十字头滑套靠近连接盘的端面，其另一端开口于十字头滑套

的下方外表面。

[0008] 进一步地，所述连接体的大端通过螺栓安装在中空架体上。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十字头材料为铸钢，其外表面喷涂铝青铜合金；

[0010] 所述十字头滑套材料为碳钢。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十字头材料为ZG35CrNiMo；所述铝青铜合金为ZQAl9‑4  铝青铜合

金；所述十字头滑套材料为中碳钢；所述十字头外圆面喷涂铝青铜合金。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连接体的顶部设有探测孔，所述探测孔上设有盖板。

[0013] 进一步地，所述连接盘沿圆周方向设有多个沉孔，通过螺栓穿过沉孔将连接盘与

中空架体固定；

[0014] 所述连接盘沿圆周方向设有多个第一沉孔，通过螺栓穿过第一沉孔将连接盘与十

字头滑套连接；

[0015] 所述连接体大端端面设有与所述连接盘外端面相适配的环形卡槽。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十字头连接杆包括圆锥段和连接段；

[0017] 所述圆锥段的大端与十字头滑动体连接，圆锥段的小端与连接段的一端连接；

[0018] 所述连接段的另一端端部设有用于与柱塞连接的螺纹孔。

[0019] 进一步地，所述连接体内表面的斜度为2～4°。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是：

[0021] 1、本发明防止隔膜泵油液浪费的密封结构将十字头滑动体设置在十字头滑套内，

十字头连接杆伸出机架，且位于连接体内，十字头往复直线运动中，不需要设骨架油封，十

字头连接杆带出的油液落入连接体内，连接体对十字头连接杆带出的油液进行储存，并通

过油道进行收集，可有效避免油液浪费；

[0022] 连接体内设有挡油板，防止柱塞处滴落到连接体内的油液与十字头连接杆带出的

落在连接体上油液混合，造成油液污染。

[0023] 2、本发明取消了现有挺杆密封结构，用十字头连接杆替代挺杆，连接盘上设有供

十字头连接杆穿过的通孔即可，十字头滑动体带动十字头连接杆运动的平稳性，连接体对

油液进行回收利用。

[0024] 3、本发明可设有回收油道，对连接体内十字头连接杆带出的油液进行收集，并通

过回收油道流入机架油池中，形成油液循环。

[0025] 4、本发明十字头连接杆的端面设有螺纹孔，便于与柱塞连接。

[0026] 5、本发明连接体上设有探测孔，便于观察连接体内油液收集情况和十字头、柱塞

正常运转情况。

[0027] 6、本发明十字头采用铸钢材料，十字头外表面喷涂铝青铜合金材料，十字头滑套

采用碳钢材料，增加了十字头与十字头滑套滑履比压，保证摩擦副比压小于许用值，使得十

字头和十字头滑套在运动过程中磨损降低，十字头向下的运动轨迹不明显，提高了柱塞中

的填料寿命问题。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现有隔膜泵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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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图1中，附图标记如下：

[0030] 01‑连杆，02‑十字头滑套，03‑十字头，04‑十字头销，05‑柱塞，06‑挺杆，07‑机架，

08‑骨架密封，09‑挡污板；

[0031] 图2是本发明一种防止隔膜泵油液浪费的密封结构的剖视图；

[0032] 图3是图2的局部示意图；

[0033] 图2和图3中，附图标记如下：

[0034] 1‑机架，11‑中空架体，12‑连接盘，2‑十字头滑套，3‑十字头，31‑十字头滑动体，

32‑十字头连接杆，321‑螺纹孔，4‑连接体，41‑下部，42‑第一腔室，  43‑第二腔室，5‑第一油

道，6‑螺塞，7‑第二油道，8‑挡油板，9‑回收油道，91‑  第一通孔，92‑第二通孔，93‑第三通

孔，10‑探测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6] 如图2所示，一种防止隔膜泵油液浪费的密封结构，包括机架1、十字头滑套2、十字

头3及连接体4；十字头3包括十字头滑动体31和十字头连接杆  32，机架1包括中空架体11、

设置在中空架体11其中一个端面的连接盘12，连接盘12中部设有供十字头连接杆32穿过的

通孔；连接体4为套筒结构，其内表面为锥面，连接体4的大端安装在中空架体11设有连接盘

12的一端；十字头滑套2固定在中空架体11内；十字头滑动体31设置在十字头滑套2内，十字

头连接杆32穿过连接盘12上的通孔后伸入连接体4内，十字头3可相对十字头滑套2做往复

直线运动，十字头连接杆32在连接盘12上通孔内往复移动；连接体下部41内壁沿径向设有

挡油板8，将连接体4内腔分为第一腔室  42和第二腔室43，第一腔室42位于靠近中空架体11

的一侧；连接体下部41  内壁开设有第一油道5和第二油道7，第一油道5位于第一腔室42且

远离挡油板8设置，即图2中的左侧；第二油道7位于第二腔室43内且靠近挡油板8  设置，即

图2中的右侧，；第一油道5和第二油道7上均设有螺塞6。

[0037] 如图3所示，还包括回收油道9，回收油道9包括第一通孔91、第二通孔  92、第三通

孔93，第三通孔93在高度方向上高于第二通孔92，第二通孔92  在高度方向上高于第一通孔

91；第一通孔91设置在连接体4正下方，第一通孔91的一端与第一油道5相通，开口于第一油

道5上部侧壁，其另一端贯穿至连接体4左侧面端面，左侧面为连接盘12相连的侧面；第二通

孔92设置在连接盘12正下方，贯穿连接盘12，主要为流出的油液提供通道进入第一腔室 

42，第二通孔92的两端分别开口于连接盘12的两个表面；第三通孔93设置在十字头滑套2正

下方，第三通孔93的一端开口于十字头滑套2靠近连接盘的端面，其另一端开口于十字头滑

套2的外表面，收集十字头连接杆32带出油液，之后流入机架1油池中，形成油液循环，为了

便于油液的收集，连接体4内表面的斜度为2～4°，优选为2.9°。

[0038] 连接体4的大端通过螺栓安装在中空架体11上，具体为连接盘12沿圆周方向设有

多个沉孔，通过螺栓穿过沉孔将连接盘12与中空架体11固定，同时连接盘12沿圆周方向还

设有多个第一沉孔，通过螺栓穿过第一沉孔将连接盘  12与十字头滑套连接；连接体4大端

端面设有与所述连接盘12外端面相适配的环形卡槽，连接盘卡装在连接体4大端环形卡槽

内，固定效果好。

[0039] 十字头3材料为铸钢，其外表面喷涂铝青铜合金；十字头滑套2材料为碳钢；优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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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头3材料为ZG35CrNiMo；铝青铜合金为ZQAl9‑4铝青铜合金；十字头滑套2材料为中碳钢；

十字头3外圆面喷涂铝青铜合金。

[0040] 十字头连接杆32包括圆锥段和连接段；则连接盘的通过为与十字头连接杆32圆锥

段相适配的锥形孔，圆锥段的大端与十字头滑动体31连接，圆锥段的小端与连接段的一端

连接；连接段的另一端端部设有用于与柱塞连接的螺纹孔321，十字头连接杆32伸入连接体

4的一端端部与柱塞连接。连接体4的顶部设有探测孔10，便于观察连接体4的部件的运动情

况、以及油液收集情况，探测孔10上设有盖板，防止外界杂质进入连接体内。

[0041] 本发明隔膜泵十字头密封结构中十字头3与柱塞采用螺纹连接，通过十字头连接

杆32带动柱塞做往复直线运动，运动过程中，十字头连接杆32和柱塞均位于连接体4内，形

成一个封闭的工作环境。机架1有油池，保证机架1内油液的纯度，通过机架1油液给十字头3

供油，由于动力端(十字头3)和液力端(柱塞)中间有连接体4，使得十字头滑动体31外溅到

十字头连接杆32  上的油落入连接体4内，连接体4上有油路设计，滴落的油会落入第一腔室

42，通过第一油道收集并可以循环利用，不外漏避免油液浪费；并且柱塞组合的柱塞不与介

质直接接触，柱塞运动通过机油润滑，运动过程中机油也会滴到连接体4中，连接体4中间有

挡油板8设计，防止动力端和液力端油液混合，造成油液污染，由于柱塞滴落的油液较小，假

设有少量柱塞的油由于惯性落入第一腔室42内，对第一腔体内的油液基本不会造成污染；

另外，机架内的油液随十字头连接杆32少量落入第二腔室43内，该腔室的油液收集即可，而

且第二腔室43收集随十字头连接杆32带出的油液量少可忽略不计。

[0042] 连接体4：采用铸造封闭性设计，形状类似于圆台型，连接体4内壁为斜面，便于机

油聚集，两个螺塞6保证整体密闭，靠近挡油板的螺塞6主要储存柱塞方向滴的油，由于设有

挡油板8，防止动力端和液力端油液混合，造成油液污染；远离挡油板的螺塞6主要储存十字

头连接杆32带出的油，十字头3  带出的油液相对多，所以设计有回收油道9，油液首先通过

第三通孔93直接回到机架油池内，少量油通过第二通孔92落入第一腔室42，打开螺栓螺塞

(6)，然后通过第一通孔将第一腔室42内的油液回收利用，可注入机架油池内，循环使用，节

省油的损耗。

[0043] 以上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并不将本发明的技术方案限制于

此，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本发明主要技术构思的基础上所作的任何公知变形都属于本发明所

要保护的技术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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