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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发明提供一种油泵转子组件。该油泵转子组

件中的内外转子齿形采用滚圆沿固定的基圆上

纯滚动，滚圆上一固连点所形成的内摆线的包络

曲线与圆弧组成。根据本发明的油泵转子组件，

以适当的参数设定内外转子齿型，并设定适当的

啮合间隙，避免传统转子泵内转子齿顶的鼓棱和

顶切，有效解决传统转子泵工作时齿顶啮合磨

损、振动、噪声以及啮合困油等问题，与此时同时

增大油泵排量和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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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油泵转子组件，其特征在于：包括布置在壳体(30)转子腔内的内转子(10)和外

转子(20)；

所述内转子(10)的齿廓型线为半径均为r3且中心在内摆线C上的一组轨迹圆Ⅰ(3)的包

络曲线C＇；所述内摆线C为滚圆Ⅰ(1)内切于基圆Ⅰ(2)作无滑动的滚动时，滚圆Ⅰ(1)圆周上一

个定点M的轨迹；所述滚圆Ⅰ(1)的半径为r1；所述基圆Ⅰ(2)的半径为r2；

所述外转子(20)的齿廓型线为半径均为r7且中心在内摆线D上的一组轨迹圆Ⅱ(7)的包

络曲线D＇；所述内摆线D为滚圆Ⅱ(5)内切于基圆Ⅱ(6)作无滑动的滚动时，滚圆Ⅱ(5)圆周

上一个定点N的轨迹；所述滚圆Ⅱ(5)的半径r5；所述基圆Ⅱ(6)的半径r6；

所述内转子(10)具有n个齿；所述外转子(20)具有n+1个齿；所述内转子(10)和外转子

(20)的中心距为a；其中，n为大于等于3的自然数；r1＝r5＝a；r2＝nr1；r6＝(n+1)r5；r3+r7＝

2a；

油泵转子组件啮合时，内转子(10)齿顶旋转至与外转子(20)齿根部重叠时形成包络而

不形成封闭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油泵转子组件，其特征在于：r3＝r7。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油泵转子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内转子(10)和外转子

(20)的啮合间隙为t；r7-r3＝t。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油泵转子组件，其特征在于：r3＝a-t/2，r7＝a+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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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油泵转子组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液压传动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油泵转子组件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转子泵采用圆弧与摆线啮合方式工作，包括采用短幅外摆线等距曲线形成

有n(n≥3的自然数)个齿的内转子与采用圆弧形成有n+1个齿的外转子，和形成有吸入流体

的吸入端口与用于排放流体的排出端口的外壳。油泵工作时，相啮合的油泵转子组件旋转，

通过改变相啮合的转子与具有吸入端口和排出端口的壳体形成的容积变化来吸入和排放

流体。

[0003] 具有上述构成的油泵结构简单紧凑，被广泛用于液压传动系统中，特别是汽车发

动上的润滑油泵和自动变速器油泵大都是采用这种结构。但此种结构的油泵存在不可克服

的缺陷，即在内转子齿顶与齿侧过渡曲线的曲率半径很小，造成过渡曲线的曲率半径变化

过急形成鼓棱或形成顶切，在油泵工作时，相啮合的内转子过渡曲线部分易于磨损并造成

啮合冲击，引起噪声。传统的做法是修去内转子的鼓棱或顶切部分避免过渡曲线的磨损，但

同时也破坏了内外转子啮合的连续性，在转子高速旋转时会发生振动和噪声。另一方面，当

上述结构油泵的内转子齿顶旋转至与外转子齿根部时形成封闭腔而发生困油现象并引起

噪声，这是传统转子泵不可避免的，同时该封闭腔还将排油腔流体输入进油腔，减少了排量

并降低效率。上述缺点使传统的转子泵在越来越注重噪音的液压系统中应用受到了限制。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油泵转子组件，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0005] 为实现本发明目的而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这样的，一种油泵转子组件，包括布置在

壳体转子腔内的内转子和外转子。

[0006] 所述内转子的齿廓型线为半径均为r3且中心在内摆线C上的一组轨迹圆Ⅰ的包络

曲线C＇。所述内摆线C为滚圆Ⅰ内切于基圆Ⅰ作无滑动的滚动时，滚圆Ⅰ圆周上一个定点M的轨

迹。所述滚圆Ⅰ的半径为r1。所述基圆Ⅰ的半径为r2。

[0007] 所述外转子的齿廓型线为半径均为r7且中心在内摆线D上的一组轨迹圆Ⅱ的包络

曲线D＇。所述内摆线D为滚圆Ⅱ内切于基圆Ⅱ作无滑动的滚动时，滚圆Ⅱ圆周上一个定点N

的轨迹。所述滚圆Ⅱ的半径r5。所述基圆Ⅱ的半径r6。

[0008] 所述内转子具有n个齿。所述外转子具有n+1个齿。所述内转子和外转子的中心距

为a。其中，n为大于等于3的自然数。r1＝r5＝a。r2＝nr1。r6＝(n+1)r5。r3+r7＝2a。

[0009] 进一步，r3＝r7。

[0010] 进一步，所述内转子和外转子的啮合间隙为t。r7-r3＝t。

[0011] 进一步，r3＝a-t/2，r7＝a+t/2。

[0012]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是毋庸置疑的：

[0013] 1)内外转子型线光滑连续，避免了内转子齿顶鼓棱或顶切，运行更为平稳，不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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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噪声低；

[0014] 2)油泵转子组件啮合时，内转子齿顶旋转至与外转子齿根部重叠时形成包络而不

形成封闭腔，避免困油。同时增大油泵的排量，提高了效率；

[0015] 3)可通过改变转子的设计参数，形成不同排量的系列油泵，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油泵转子组件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内转子型线形成图；

[0018] 图3为外转子型线形成图；

[0019] 图4为A处局部放大图；

[0020] 图5为内转子齿根与外转子齿顶啮合状态图；

[0021] 图6为B处局部放大图。

[0022] 图中：内转子10、外转子20、壳体30、滚圆Ⅰ1、基圆Ⅰ2、轨迹圆Ⅰ3、滚圆Ⅱ5、基圆Ⅱ6、

轨迹圆Ⅱ7。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不应该理解为本发明上述主题范围仅

限于下述实施例。在不脱离本发明上述技术思想的情况下，根据本领域普通技术知识和惯

用手段，做出各种替换和变更，均应包括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0024] 实施例1：

[0025]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油泵转子组件，包括布置在壳体30转子腔内的内转子10和外转

子20。

[0026] 所述内转子10的齿廓型线为半径均为r3且中心在内摆线C上的一组轨迹圆Ⅰ3的包

络曲线C＇。所述内摆线C为滚圆Ⅰ1内切于基圆Ⅰ2作无滑动的滚动时，滚圆Ⅰ1圆周上一个定点

M的轨迹。所述滚圆Ⅰ1的半径为r1。所述基圆Ⅰ2的半径为r2。

[0027] 所述外转子20的齿廓型线为半径均为r7且中心在内摆线D上的一组轨迹圆Ⅱ7的

包络曲线D＇。所述内摆线D为滚圆Ⅱ5内切于基圆Ⅱ6作无滑动的滚动时，滚圆Ⅱ5圆周上一

个定点N的轨迹。所述滚圆Ⅱ5的半径r5。所述基圆Ⅱ6的半径r6。

[0028] 所述内转子10具有n个齿。所述外转子20具有n+1个齿。所述内转子10和外转子20

的中心距为a。其中，n为大于等于3的自然数。r1＝r5＝a。r2＝nr1。r6＝(n+1)r5。r3＝r7＝a。在

本实施例中，油泵转子组件无间隙啮合。参见图5和图6，油泵转子组件啮合时，内转子10齿

顶旋转至与外转子20齿根部重叠时形成包络而不形成封闭腔，避免困油。

[0029] 本实施例以一种更优的曲线形成内外转子的齿型，避免传统转子泵内转子齿顶的

鼓棱和顶切，有效解决传统转子泵工作时齿顶啮合磨损、振动、噪声以及啮合困油等问题，

与此时同时增大油泵排量和提高效率。

[0030] 实施例2：

[0031]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油泵转子组件，包括布置在壳体30转子腔内的内转子10和外转

子20。

[0032] 参见图1，所述内转子10与外转子20共轭啮合。所述内转子10具有6个齿，所述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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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20具有7个齿。所述外壳30具有用于吸入流体的吸入端口和用于排放流体的排出端口。内

转子10与外转子20共轭定比传动。内转子的中心为Oi，外转子的中心为Oo，内转子10和外转

子20的中心距为a。

[0033] 参见图2，所述内转子10的齿廓型线形成过程如下：滚圆Ⅰ1与固定的基圆Ⅰ2相内切

并作纯滚动，滚圆Ⅰ1上一点M的轨迹形成内摆线C。内摆线C是闭合的，并且内摆线C有6个尖

峰(即尖角，曲线不可微分)。以摆线C上的点为中心的轨迹圆Ⅰ3形成的内包络曲线C′作为内

转子10的齿根型线，同时以6个尖峰处的轨迹圆Ⅰ3圆弧作为齿顶型线。

[0034] 参见图3，所述油泵转子组中外转子20的齿廓型线形成过程如下：滚圆Ⅱ5在固定

的基圆Ⅱ6相内切并作纯滚动，滚圆Ⅱ5上一点N的轨迹形成内摆线D。内摆线D是闭合的，并

且内摆线D有7个尖峰(即尖角，曲线不可微分)。以摆线D上的点为中心的轨迹圆Ⅱ7形成的

内包络曲线D′作为外转子20的齿顶型线，同时以7个尖峰处的轨迹圆Ⅱ7圆弧作为齿根型

线。

[0035] 参见图4，在本实施例中，内转子10与外转子20中心距为a＝2.1mm，啮合间隙t＝

0.08mm。滚圆Ⅰ1的半径r1＝2.1mm，基圆Ⅰ2的半径r2＝6×2.1mm＝12.6mm。轨迹圆Ⅰ3的半径r3

＝2.1mm-0 .04mm＝2.06mm。滚圆Ⅱ5的半径r5＝2.1mm。基圆Ⅱ6的半径r6＝7×2 .1mm＝

14.7mm。轨迹圆Ⅱ7的半径r7＝2.1mm+0.04mm＝2.14mm。

[0036] 本实施例以适当的参数设定内外转子齿型，并设定适当的啮合间隙，避免传统转

子泵内转子齿顶的鼓棱和顶切，有效解决传统转子泵工作时齿顶啮合磨损、振动、噪声以及

啮合困油等问题，与此时同时增大油泵排量和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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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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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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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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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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