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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流体泵的阀组件，包括：阀体；入口

盘，入口盘可移动地设置在阀体中；出口盘，出口

盘可移动地设置在阀体中；以及阀座，阀座被固

定在阀体内。阀座包括：第一孔口，所述第一孔口

被限定为在阀座的径向中心部分中轴向地穿过

阀座；以及一个或多个第二孔口，一个或多个第

二孔口设置成至少部分地围绕第一孔口。入口盘

被偏压成处于沿着阀座的第一表面抵靠阀座的

闭合位置中，入口盘的闭合位置覆盖阀座的一个

或多个第二孔口。出口盘被偏压成处于沿者阀座

的第二表面抵靠阀座的闭合位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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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流体泵的阀组件，包括：

阀体；

入口盘，所述入口盘可移动地设置在所述阀体中；

出口盘，所述出口盘可移动地设置在所述阀体中；以及

阀座，所述阀座被固定在所述阀体内，并且包括：第一孔口，所述第一孔口被限定为在

所述阀座的径向中心部分中轴向地穿过所述阀座；以及一个或多个第二孔口，所述一个或

多个第二孔口设置成至少部分地围绕所述第一孔口，

其中，所述入口盘被偏压成处于沿着所述阀座的第一表面抵靠所述阀座的闭合位置

中，所述入口盘的闭合位置覆盖所述阀座的一个或多个第二孔口，并且

其中，所述出口盘被偏压成处于沿着所述阀座的第二表面抵靠所述阀座的闭合位置

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阀组件，其中，所述阀座包括沿着所述阀座的第一表面限定的

凹槽，所述一个或多个第二孔口中的每一者设置在所述凹槽中。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阀组件，其中，所述入口盘在处于所述闭合位置中时设置在所

述凹槽之上并且覆盖所述凹槽。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阀组件，其中，所述凹槽具有环状形状，其具有在所述第一孔

口与所述一个或多个第二孔口之间的径向内边缘。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阀组件，其中，所述阀座包括从所述阀座的第二表面延伸的第

一座环，所述第一座环设置在所述第一孔口与所述一个或多个第二孔口之间，并且形成所

述阀座的第二表面。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阀组件，其中，所述出口盘在处于所述闭合位置中时接触所述

第一座环。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阀组件，还包括出口弹簧，所述出口弹簧定位在所述阀体内以

将所述出口盘偏压抵靠所述第一座环。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阀组件，其中，所述第一座环包括沿轴向方向延伸得比所述第

一座环的其他部分更远的突起，所述出口盘在处于所述闭合位置中时接触所述突起。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阀组件，其中，所述阀座还包括从所述阀座的第二表面延伸的

第二座环，所述第一座环和所述第二座环彼此同心，并且所述第二座环定位在所述一个或

多个第二孔口的径向向外处。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阀组件，还包括：入口室，所述入口室被至少部分地限定在所

述第一座环与所述第二座环之间的空间中；泵室，所述泵室被至少部分地限定在所述第一

孔口中以及所述第一座环内的在所述出口盘上游的空间内；以及出口室，所述出口室被限

定在所述第一座环与所述出口盘之间的接触区域的下游。

11.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阀组件，其中，所述第一座环和所述第二座环由可压缩的弹

力材料构造而成。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阀组件，还包括止动线，所述止动线设置成至少部分地围绕

并且邻近于所述第二座环，所述止动线由不可压缩的材料构造而成，并且其尺寸被设计成

以便限制所述第一座环和所述第二座环的压缩量。

13.一种用于流体泵阀组件的阀座，所述阀组件具有入口阀和出口阀，所述阀座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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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构件，所述盘构件具有：第一孔口，所述第一孔口被限定为在所述盘构件的径向中心

部分中轴向地穿过所述盘构件；以及多个第二孔口，所述多个第二孔口设置成至少部分地

围绕所述第一孔口并且被限定为轴向地穿过所述盘构件，所述第一孔口被构造成提供通向

所述出口阀的流体路径，并且所述第二孔口被构造成提供通向所述入口阀的流体路径。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阀座，还包括沿着所述盘构件的表面限定的环状凹槽，所述

第二孔口设置在所述凹槽中，所述凹槽的径向内边缘在所述第一孔口的径向向外处。

15.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阀座，还包括第一座环和第二座环，所述第一座环和所述第

二座环沿着所述盘构件的表面设置并且从所述盘构件的表面延伸，所述第一座环和所述第

二座环是同心的，其中，所述第一座环和所述第二座环限定入口室的至少一部分，其用于穿

过所述入口阀的流体，并且所述第二环限定出口室的至少一部分，其用于穿过所述出口阀

的流体。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阀座，其中，所述第一座环设置在所述第二孔口的径向向外

处，并且所述第二座环设置在所述第一孔口与所述第二孔口之间。

17.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阀座，其中，所述第一座环和所述第二座环由弹力的可压缩

材料构造而成。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阀座，还包括止动线，所述止动线设置成至少部分地围绕并

且邻近于所述第二座环，所述止动线由不可压缩的材料构造而成，并且其尺寸设计成以便

限制所述第一座环和所述第二座环的压缩量。

19.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阀座，其中，所述第二座环包括沿着所述第二座环的轴向外

表面的突起，使得所述突起从所述盘构件延伸得比所述第二座环的其他部分更远，所述突

起限定用于所述出口阀的接触表面。

20.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阀座，其中，所述突起沿着所述第二座环的径向内部分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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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式入口和出口止回阀座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本申请要求2017年7月3日提交的以下临时申请的权益：申请号62/528,348、名称为“组

合式入口和出口止回阀座（Combined  Inlet  and  Outlet  Check  Valve  Seat）”的申请; 申

请号62/528,345、名称为“非对称弹簧阀盘（Asymmetric  Spring  Valve  Disk）”的申请; 申

请号62/528,356、名称为“螺线管的液压阻尼（Hydraulic  Damping  of  a  Solenoid）”的申

请; 申请号62/528,412、名称为“燃料泵阀构造及组件（Fuel  Pump  Valve  Configuration 

and  Assembly）”的申请; 申请号62/528,351、名称为“燃料泵螺线管组件方法（Fuel  Pump 

Solenoid  Assembly  Method）”的申请; 以及申请号为62/528,417、名称为“燃料输送单元

组件及操作（Fuel  Sending  Unit  Assembly  and  Operation）”的申请。这些临时专利申请

的内容通过引用整体并入本文中。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用于燃料泵的入口阀和出口阀，并且特别地涉及一种用于入口阀和出

口阀的阀座。

背景技术

[0003] 先前或现有的止回阀具有阀座，并且是典型的球弹簧/针弹簧式止回阀。其将弹簧

和球用作动态密封元件。此动态密封元件抵靠金属阀座来密封，所述金属阀座的几何形状

与动态密封元件匹配以形成密封。此阀座是单向流动的，其中流体的速度将有助于推压抵

靠使弹簧压缩的球。球开始抬升离开阀座，并且流体的流动开始。流体将流动穿过阀座孔或

孔口，并且围绕球流动并经过正将压力施加到球的弹簧。只要流体正在流动，球就抬升离开

阀座，从而允许流动，直到在止回阀的两侧上达到相等压力。概括地说，这种类型的止回阀

具有一个孔口，所述孔口是密封着的并且仅提供一个流动方向。

[0004] 因为仅使用一个孔口/孔，所以需要液体有高的速度以在阀的尺寸增大时保持阀

打开（以在某些应用中允许更大的流量）。当阀的尺寸增大以便允许更大的流量时，必须增

大孔口以允许穿过阀座的流量更大。这种类型的止回阀具有有限的流量，尤其是在高频率

和高流量时。当此孔口增大时，球尺寸因此也必须增大。当球尺寸增大时，质量也增大了，这

需要更大的流体速度以保持球打开。阀元件的质量越大，阀响应就越慢。响应越慢，阀的最

大操作频率就越低。在这种典型设计下耐久性是一个问题，因为止回阀的每一次致动都将

重质量的球送入到阀座中。在多次致动后，会在孔口上沿密封带看到磨损。这种磨损有时会

使孔口尺寸增大，从而降低流体跨过止回阀的可能的速度。导致性能的动态转变，这会负面

地影响依赖于阀的性能的装置。

发明内容

[0005] 根据示例实施例，这里公开了一种用于流体泵的阀组件，所述阀组件包括：阀体；

入口盘，所述入口盘可移动地设置在所述阀体中；出口盘，所述出口盘可移动地设置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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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体中；以及阀座，所述阀座被固定在所述阀体内。所述阀座包括：第一孔口，所述第一孔口

被限定为在所述阀座的径向中心部分中轴向地穿过所述阀座；以及一个或多个第二孔口，

所述一个或多个第二孔口设置成至少部分地围绕所述第一孔口。所述入口盘被偏压成处于

沿着所述阀座的第一表面抵靠所述阀座的闭合位置中，所述入口盘的闭合位置覆盖所述阀

座的一个或多个第二孔口。所述出口盘被偏压成处于沿着所述阀座的第二表面抵靠所述阀

座的闭合位置中。

[0006] 所述阀座可包括沿着所述阀座的第一表面限定的凹槽，所述一个或多个第二孔口

中的每一者设置在所述凹槽中。所述入口盘在处于所述闭合位置中时设置在所述凹槽之上

并且覆盖所述凹槽。所述凹槽可具有环状形状，其具有在所述第一孔口与所述一个或多个

第二孔口之间的径向内边缘。

[0007] 在一个方面中，所述阀座包括从所述阀座的第二表面延伸的第一座环。所述第一

座环设置在所述第一孔口与所述一个或多个第二孔口之间，并且形成所述阀座的第二表

面。所述出口盘在处于所述闭合位置中时接触所述第一座环。出口弹簧可定位在所述阀体

内以将所述出口盘偏压抵靠所述第一座环。所述第一座环可包括沿轴向方向延伸得比所述

第一座环的其他部分更远的突起，所述出口盘在处于所述闭合位置中时接触所述突起。

[0008] 所述阀座还可包括从所述阀座的第二表面延伸的第二座环。所述第一座环和所述

第二座环可彼此同心，并且所述第二座环定位在所述一个或多个第二孔口的径向向外处。

所述第一座环和所述第二座环由可压缩的弹力材料构造而成。

[0009] 在另一方面中，入口室被至少部分地限定在所述第一座环与所述第二座环之间的

空间中，泵室被至少部分地限定在所述第一孔口中以及所述第一座环内的在所述出口盘上

游的空间内，所述出口室被限定在所述第一座环与所述出口盘之间的接触区域的下游。

[0010] 所述阀组件还可包括止动线（stop  wire），所述止动线设置成至少部分地围绕并

且邻近于所述第二座环。所述止动线由不可压缩的材料构造而成，并且其尺寸被设计成以

便限制所述第一座环和所述第二座环的压缩量。

[0011] 在另一方面中，公开了一种用于流体泵阀组件的阀座，所述阀组件具有入口阀和

出口阀。所述阀座包括：盘构件，所述盘构件具有：第一孔口，所述第一孔口被限定为在所述

盘构件的径向中心部分中轴向地穿过所述盘构件；以及多个第二孔口，所述多个第二孔口

设置成至少部分地围绕所述第一孔口并且被限定为轴向地穿过所述盘构件。所述第一孔口

被构造成提供通向所述出口阀的流体路径，并且所述第二孔口被构造成提供通向所述入口

阀的流体路径。

[0012] 在一个方面中，环状凹槽被限定成沿着所述盘构件的表面，所述第二孔口设置在

所述凹槽中，所述凹槽的径向内边缘在所述第一孔口的径向向外处。

[0013] 在另一方面中，第一座环和第二座环沿着所述盘构件的表面设置并且从所述盘构

件的表面延伸。所述第一座环和所述第二座环是同心的。所述第一座环和所述第二座环限

定入口室的至少一部分，其用于穿过所述入口阀的流体，并且所述第二环限定出口室的至

少一部分，其用于穿过所述出口阀的流体。

[0014] 所述第一座环设置在所述第二孔口的径向向外处，并且所述第二座环设置在所述

第一孔口与所述第二孔口之间。所述第一座环和所述第二座环由弹力的可压缩材料构造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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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在另一方面中，所述第二座环包括沿着所述第二座环的轴向外表面的突起，使得

所述突起从所述盘构件延伸得比所述第二座环的其他部分更远，所述突起限定用于所述出

口阀的接触表面。所述突起沿着所述第二座环的径向内部分设置。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根据示例实施例的燃料泵的阀组的一部分的截面图；

图2是图1的燃料泵的阀组部分的放大透视图；

图3是图1的燃料泵的阀组部分的截面图;

图4是图1的阀组的阀座的透视俯视图；

图5是图1的阀组的阀座的透视仰视图；

图6是图1的阀组的阀座和入口盘的透视俯视图；

图7是其内具有图1的阀组的燃料泵的示意图；以及

图8是图1的阀组的止动线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示例实施例通常涉及用于燃料泵的阀组或阀组件，燃料泵将燃料泵送到具有汽油

燃烧发动机的设备（诸如，两轮或四轮车辆）的燃料管线中。燃料泵被构造成浸没在车辆或

燃料泵作为其一部分的其他设备的燃料箱内。泵由所述设备的ECU控制。阀组包括具有组合

式阀座的入口止回阀和出口止回阀。阀组操作性地连接到螺线管动力组或组件以形成燃料

泵。

[0018] 示例实施例涉及燃料泵的阀组。泵以适当的压力提供从燃料箱向燃料管线（未示

出）“输送”的经过滤的、按体积计量的燃料。该“输送”的燃料使燃料管线保持处于适当的压

力，以用于通向燃料管线的另一端的燃料喷射器（未示出）。这允许移除返回管线、管路过滤

器（inline  filter）和压力调节器。泵由电子控制单元（ECU）命令并且通常与也由ECU（未示

出）控制的燃料喷射器的时序同步地运行，其在适当的时间致动以提供燃料。

[0019] 要理解的是，本文中对“上游”和“下游”的引用是相对于燃料流动穿过阀组泵的方

向而言的。

[0020] 如图1至图3所示，阀组或阀组件12包括泵体25、衬套26、以及保护阀30，衬套26至

少部分地设置于泵体25中并具有通孔，柱塞24在通孔中可移动地位移，并且保护阀30设置

在泵体25内。柱塞24连接到螺线管动力组的衔铁（armature）（未示出），以使得保护阀30受

到与阀组12连接的动力组的控制。泵体25包括限定在其内的燃料入口通路32（图1），经过保

护阀30的流体在燃料入口通路32中流动。泵体25还包括一个或多个流体出口通路34，燃料

在离开泵体25之前经过流体出口通路34。在燃料入口通路32和燃料出口通路34之间设置有

入口盘36、阀座38和出口盘40。阀座38固定地设置在泵体25内。在图2和图3中最佳地看到

的，入口盘36的一部分可移动地设置在衬套26和阀座38之间，并且出口盘40设置在阀座38

的下游。出口弹簧42设置在泵体25内以使出口盘40偏压抵靠阀座38。入口盘36和阀座38用

作阀组12的入口止回阀，并且出口盘40、出口弹簧42和阀座38用作阀组12的出口止回阀。

[0021] 用于保持燃料的多个室在泵体25内。参照图1至图3，入口室44至少部分地形成在

燃料入口通路32内位于入口盘36的上游。泵室46至少部分地限定在柱塞24设置于其中的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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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26的通孔内，并且包括在入口盘36下游以及在出口盘40上游的空间。出口室48设置在出

口盘40的下游，并且至少部分地限定在燃料出口通路34内。

[0022] 大体上柱形的柱塞24与衬套26的纵向轴线同轴地设置。为了减小或最小化泵室46

的体积，在燃料泵操作的某些部分期间柱塞46的末端位于入口盘36的“止动”表面下方并且

非常靠近阀座38，而在其他时间，柱塞46位于衬套的此类止动件26A上方并且处于与柱塞24

配合的衬套26的紧密空隙内以在操作时形成“密封”。该密封通过具有相对小的直径间隙

（例如，5-15微米）而形成，该直径间隙使得在压缩冲程期间燃料难以泄漏，但通过允许泵室

46中的空气在不需要空气传送到燃料管线中的情况下离开而在燃料泵的灌注（priming）期

间有帮助。

[0023] 在图4和5中最佳地看到的，阀座38是由金属、塑料或类似刚性材料构造而成的盘

或柱形构件。阀座38包括轴向限定或几乎轴向穿过阀座的多个孔口38A。在所图示的示例实

施例中，孔口38A环绕阀座38的径向中心，并且绕该中心均匀分布。孔口38A的数量和尺寸可

取决于阀组12的特定应用而变化。至少一个孔口38A设置在入口室44的正上方。从入口室44

传送到泵室46的燃料穿过孔口38A，并且促使入口盘36的一部分远离阀座38，由此打开入口

止回阀并形成进入到泵室46中的燃料路径。孔口38A环绕孔口38C，孔口38C被轴向地限定穿

过阀座38的径向中心。孔口38C具有比孔口38A的直径更大的直径。

[0024] 阀座38包括沿着阀座的上表面限定的相对浅的凹槽38D。每个孔口38A的下游端位

于凹槽38D内。该凹槽38D至少具有孔口38A的宽度，并且围绕阀座38行进或延伸360度，确保

每个孔口38A位于凹槽38D内。凹槽深度可变化，但通常不超过阀座38D自身厚度的一半。

[0025] 阀座38的顶部是平坦的和/或平面的，并且具有抛光的完成面以有助于密封，因为

入口盘36接触抛光区域。如在图6中最佳地示出的，入口盘36仅覆盖阀座38的顶表面的径向

外部分以及孔口38A连同凹槽38D。孔口38C所位于的阀座38的径向中心部分未被入口盘36

覆盖。阀座38和入口盘36之间的入口界接部是金属对金属的，并且两个部件都是平坦且光

滑的以便提供密封。该入口盘36在凹槽38D的任一侧上与阀座38密封，因此入口盘36的大部

分实际上不触碰阀座38。凹槽38D允许入口盘36和阀座38的顶部之间的减少的接触或最小

接触，以及允许在阀组12的操作期间入口流体压力连通到入口盘36的显著区域，如下面更

详细地讨论的。凹槽38D内的空间和孔口38A中的空间形成入口室44的一部分。

[0026] 如图5所示，阀座38的底表面具有两个径向分开但同心的凸起的座环38B，座环38B

模制到底表面上并且从底表面延伸。座环38B1是径向最外侧的座环38B，其结合在阀座38的

外直径和孔口38A的螺栓圆周（bolt  circle）之间。座环38B2结合在中心孔口38C和孔口38A

之间。该座环38B具有沿着环的内直径添加的额外突起或唇部38E（图3），以便比座环38B2和

座环38B1的其余部分沿轴向方向更加延伸远离入口盘36。沿着该突起38E的是平坦的圆形

出口盘40接触阀座38的底部所处的位置。在图2和3中最佳地看到的，入口室44至少部分地

限定在两个座环38B之间，并且泵室46部分地限定在处于中心孔口38C中的空间和处于内座

环38B2内的空间中。环38由弹力的、弹性的和/或可压缩的材料（诸如，橡胶）构造而成。如图

2和图3所示，座环38B2为出口盘40提供密封表面，并且座环38B1和38B2为阀体25内的壁提

供密封表面，以便至少部分地限定入口室44和燃料入口通路32。

[0027] 如所提到的，入口盘36的一部分能够在衬套26和阀座38之间位移。如图2和图3所

示，衬套26包括止动件26A，当入口盘36与阀座38分离时，入口盘36的一部分接触抵靠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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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26A，这允许燃料从入口室44传送到泵室46。衬套26还包括台阶26B，在所图示的实施例中

台阶26B设置在止动件26A的径向内侧，以便减小衬套26与入口盘36的接触表面，由此当入

口盘36返回到其抵靠阀座38的位置时提供其更容易的分离。

[0028] 参照图6，其描绘了处于堆叠布置的入口盘36和阀座38，入口盘36包括径向内部分

36A以及径向外部分36B。在所图示的示例实施例中，外部分36B固定在阀体25内。在内部分

36A和外部分36B之间连接有多个支腿36C。支腿36C在内部分36A和外部分36B之间延伸并且

被构造成用作弹簧，以允许内部分36A相对于外部分36B抬升或以其他方式升高。在示例实

施例中，在向操作性地联接到阀组12的动力组的螺线管通电期间，导致柱塞24移动远离阀

座38，因此增加泵室46的尺寸并在入口室44与泵室46之间形成压力差。该压力差当超过与

支腿36C相关联的偏压力时，导致入口盘36的内部分36A与阀座38分离并且朝向衬套26移

动，由此允许燃料穿过孔口38A。随后，当螺线管断电时，柱塞24朝向阀座38移动以便减小泵

室46的尺寸并且增加其内的压力，内部分36A移动远离衬套26并且返回到其与外部分36B基

本处于同一平面的初始位置。在示例实施例中，一个或多个支腿36C的尺寸不同从而提供不

对称弹簧，其中，内部分36A的第一区段在内部分36A的其他区段从阀座38抬升之前而被抬

升远离阀座38，并且内部分36A的另一区段在内部分36A的其他区段从衬套26移动至阀座38

之前而从衬套26移动至阀座38。在示例实施例中，每个支腿36C与每个其他支腿36C不同地

被构造。

[0029] 参照图1和图2，出口弹簧42容纳在形状类似于杯子的弹簧保持器52中。出口盘弹

簧保持器52的内表面以大体上柱形形状开始，并且然后在保持器的底部上方的一距离处径

向向内渐缩。由于出口弹簧保持器52的顶部也是出口阀的阀止动件（其设定出口盘40的行

程），所以内表面的渐缩有助于使出口弹簧42居中并且防止弹簧被夹挤。出口弹簧保持器52

的壁厚大部分是恒定的，并且内侧表面上的渐缩在外表面上也类似。在保持器52的外侧上

的该表面渐缩确保了清楚地（clean）压配合到燃料出口通路34中的在阀体25的基部处的三

个肋中。

[0030] 在图2和3中最佳地看到的，阀组12还包括止动线50，止动线50是由不可压缩材料

（诸如，金属或刚性塑料）构造而成的大体环形构件。止动线50设置在阀体25中处于阀座38

的径向外端处，使得止动线50被设置成邻近于座环38B1并且在其径向外侧。止动线50的直

径的尺寸类似于座环38B1的轴向延伸的量，诸如具有略小于此轴向延伸的直径。在止动线

50由不可压缩材料构造而成的情况下，止动线50用于限制座环38B1和38B2的压缩量。尽管

附图将止动环50描绘为具有圆形截面，但要理解的是，止动环可具有不同的截面形状。

[0031] 如在图8中示出的，止动线50大体上是环形的。在示例实施例中，止动线50包括径

向间隙或空间50A，使得止动线50具有半环状或接近环状的形状。止动线50设置在阀体25

中，使得阀体25中的（诸如燃料进口通路32中的）任何捕获的空气气泡能够穿过间隙50A并

且进入泵室46并从阀组件排出，其诸如穿过出口室48和流体外通路34，或穿过上面所讨论

的在衬套26和柱塞24之间的间隙。

[0032] 在燃料泵的正常操作期间，通过向螺线管施加电流来致动螺线管动力组，这建立

了电流产生的磁力，磁力开始移动与柱塞24连接的动力组的衔铁。柱塞24移动远离阀座38，

这增加了泵室46的尺寸并且降低了其内的压力。泵室46中的较低压力跨过入口盘36形成差

别压力。面向入口盘36并且与其相邻的阀座38上的浅凹槽38D允许入口室44的压力被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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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的表面区域，从而增加差别压力并且帮助阀组12抵抗粘性驱动的粘滞作用

（stiction），该粘性驱动的粘滞作用将减缓入口盘36与阀座38的分离。一旦跨过入口盘36

的差别压力超出盘的内部弹簧（即，支腿36C）将盘36抵靠座38保持在入口止回阀的密封位

置中的能力时，入口盘36将打开，内部分36A从阀座38抬升。特别地，跨过入口盘36的差别压

力在由支腿36C形成的非对称弹簧的刚性最低的位置处抬升入口盘36的内部分36A，以便触

发脱离效果并且改善入口盘36的打开时间的可重复性以及缩短该打开时间。为了进一步利

用入口盘36的非对称性，该盘上的非对称弹簧部分的最弱/刚性最低点的径向位置被标记

有凹口36D。该凹口36D用于将入口盘36定向成使盘的刚性最低的部分对准成位于供给入口

室44的燃料入口通路32的正上方。这允许直接来自保护阀30的燃料具有通过阀座38上的流

动孔口38A的大体上直的路径，以及允许直接来自保护阀30的燃料冲击在入口盘36上，从而

提供入口盘36的更大分离，这减少了填充泵室46所需的时间。使入口室44利用设置有燃料

泵的燃料箱来达到压力稳定可能耗费了循环的整个其余部分。在完成衔铁和柱塞24的完整

行程之后，螺线管保持激活/通电达一小段时间，以便允许泵室46完全填充。随着泵室46的

压力接近入口室44的压力，进入的燃料速度降低。当进入的燃料的动量充分减小时，入口盘

36的内部分36A从衬套26的止动件26A脱离并返回到阀座38，这阻止进入的燃料流动到泵室

46中，止动件26A在台阶26B处呈台阶状以减小衬套26与入口盘36的接触表面，这是由于入

口盘36的支腿36C的非对称的刚性特性。

[0033] 当螺线管动力组断电并且螺线管中的磁场衰减时，螺线管的衔铁被校准弹簧推

压，并且柱塞24的所产生的运动增加了泵室46中的压力。当泵室46和出口室48之间的差别

压力超出出口阀弹簧42的负载时，出口盘40与阀座38上的座环38B2的突起38E分离，并且燃

料从泵室46流动到出口室48中。离开泵室46的燃料流在到达燃料出口端口之前转动90度，

其向低质量出口盘40施加动量。添加被设计用以使出口盘40移动的力以允许在小于1毫秒

内的完全流动，燃料流被推压穿过出口盘40的外直径和阀体25的壁之间的小环形域

（annulus）以形成高速，这利用了薄的锋利边缘出口盘40的高曳引（drag）系数的优点。这种

曳引和传递动量导致出口盘40的几乎数字式（打开/关闭）运动。当出口盘40被迫使离开阀

座环38B2时，力将势能添加到出口弹簧42中。离开泵100的燃料在通往出口端口并进入到燃

料管线中的途中穿过三个燃料出口通路34（图1）。在出口弹簧保持器52的基部处还有一个

小孔，其允许保持器内侧和外侧的压力均衡，同时出口盘40被迫使抵靠保持器52的边缘或

顶部处的止动件。压力的这种均衡减小了出口盘42与出口弹簧保持器52的边缘和/或出口

盘止动件的分离时间。出口盘止动件还具有小的接触区域以减少出口盘40和止动件之间的

流体粘滞作用，从而进一步改善分离时间和一致性。当燃料离开出口室48时，柱塞24接近阀

座38。

[0034] 图7是图示出具有联接到阀组12的螺线管动力组或组件100的流体泵10的框图。在

所图示的示例实施例中，流体泵10是燃料泵，但是要理解的是，流体泵10可用于在其他应用

中泵送其他流体。阀组12操作性地连接到螺线管动力组100以用于将燃料从阀组12的流体

入口302泵送到流体出口304。流体出口304被构造成连接到流体管线（未示出）以用于在压

力下供应流体。ECU（未示出）控制螺线管动力组100以使其内的衔铁以往复方式移动，这导

致燃料经由入口室44和入口阀从流体入口302流动到泵室46，并且经由出口室48和出口阀

从泵室46流动到流体出口304，如上面所描述的那样。螺线管动力组100和流体泵10的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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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可包括在上面的交叉引用部分中指出的美国专利申请中描述的特征。

[0035] 示例实施例在以高频操作并且基于使用入口和出口止回式阀的正排量泵的原理

工作的其他流体泵送应用中将是非常有用的。上面所描述的阀构造允许非常紧凑的阀组12

以及对于非常高的流量具有相对小的位移的燃料泵100。空间有限的任何泵送应用将非常

适合于所公开的实施例。

[0036] 阀座38可由模制塑料构造而成，该模制塑料具有将座环38B模制到塑料的二次加

工。阀座38可被光刻并具有用于孔口38A和/或38C的模制橡胶密封环的二次加工。阀座38可

被冲压或压印并具有对橡胶进行模制以形成密封环的二次加工。

[0037] 阀座38可沿着座的顶部的外直径凸起或偏移。这允许入口盘36在不同高度处被夹

持到阀座38。

[0038] 阀座38可类似于上面所描述的内容来被制造，但是作为在座的入口侧上具有金属

对金属的密封界接部的替代，橡胶模制工艺可将橡胶添加到给定高度的每个孔口38A的外

直径。阀座38的平坦度不需要被严格控制，因为围绕每个孔口38A的橡胶环可顺应以容易地

抵靠入口盘36进行密封。当孔口38A的密封表面凸起时，入口盘36可仍然与阀座38齐平。这

意味着入口盘36被弹簧加载抵靠橡胶入口，其给予燃料泵10入口开启（inlet  cracking）压

力。该高度可被调节以便将入口盘的开启压力调节到所期望的数值。

[0039] 在某些情形或设计中，需要控制穿过入口的一定量的泄漏。在该情况中，能够对阀

座的顶部进行二次磨削加工。例如，从盘的正中心开始的径向凹槽能够被磨削到阀座上，该

径向凹槽朝向盘的外侧围绕该部件延伸360度。由磨削导致的凹槽的深度能够被改变以便

使泄漏最小化。这在你控制跨过入口盘和阀座之间的密封表面的沿期望方向的泄漏时是有

帮助的。

[0040] 本文中已经以说明性的方式描述了示例实施例，并且要理解的是，已经使用的术

语旨在具有描述性词语而不是限制性词语的性质。显然，根据上述教导，本发明的许多改进

例和变型例都是可能的。以上描述本质上仅是示例性的，并且因此，在不偏离如所附权利要

求中限定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根据其做出变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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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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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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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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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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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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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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