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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柱塞水泵，包括两个由水缸 （11、 12 ) 和油缸 （12、22 ) 构成的柱塞组 （1、2 ) 。每个柱塞组 （1、2 )
的水缸活塞与油缸活塞同步位移，且与每个水缸缸筒 （111、2 11) 的水 口均连通设置有由外至缸筒内腔单向
导通的进水单向阔 （13、23 ) 、由缸筒内腔至外部出水 口单向导通的出水单向阔 （14、24 ) 。两个所述油缸
( 12 、22 ) 配置成在控制阔的控制下交替伸缩 。此柱塞水泵突破了传统水泵的结构原理 ，采用两只油缸
( 12、22 ) 交替前进、后退，从而带动两个水缸活塞交替动作，进而分别实现两种工作状态的切换。与现有

技术相比，此柱塞水泵在连续无间歇供水的基础上，能够有效提高输出流量及用水压力。在此基础上，还提
供一种该柱塞水泵的液控系统。



一种柱塞水泵及其液控 系统

本 申请要 求 于 2011 年 09 月 14 日提 交 中国专利局 、 申请 号为

201110272366.0, 发 明名称为"一种柱塞水泵及其液控 系统" 的中国专利 申

请的优先权 ，其全部 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本申请 中。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工程机械技术，特别涉及一种柱塞水泵及其液控 系统。

背景技术

随着商用及民用超高层建筑整体 高度的不断攀升，其消防系统的难题

之一是供水难度 。众所周知 ，大多数消防水源提供的消防用水，都需要 消

防水泵进行加压 ，以满足灭火时对水压和水量的要求。比如 ，以移动设备

消防车为例，其通常安装消防泵为消防水枪 、消防水炮等灭火终端提供压

力水。显然，性能良好的消防泵对灭火战术的制定、灭火方法的实施都起

到决定性作用。

现有技术中，用来供水的消防泵主要有 离心式水泵和柱塞式水泵两种

类型；受 自身结构限制，两者通常只能将水送到百米左右的高度 ，在超 高

层建筑发生火灾后 ，由于供水压力及流量不够，不能及时有效输送水源，

从而无法控制火势蔓延，往往造成非常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其中，离心式

水泵在工作过程 中存在泄漏和回流问题 ，随着 出水压力的增加 ，泄漏和回

流量同步增加 ，出水压力《艮难达到高压消防泵额定压力不小于4.0MPa 的标

准，工作效率降低；而柱塞式水泵的工作原理限制 了其输 出流量一般都不

超过 lOL/s, 无法满足超 高层建筑消防灭火用水量的要求。

有鉴于此，亟待另辟蹊径针对水泵进行优化设计，以提供满足超 高层

建筑消防灭火用水压力及输 出流量的要求。

发 明内容

针对上述缺 陷，本发 明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柱塞水泵，以

可靠提 高水泵输 出压力及流量，满足超 高层建筑消防灭火的需求。在此基

础上，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该柱塞水泵的液控 系统。



本发 明提供 的柱塞水泵，包括两个 由水缸和油缸构成的柱塞组 ，每个

柱塞组 的水缸活塞与油缸活塞 同步位移 ，且与每个水缸缸筒的水 口均连通

设置有 由外至缸筒 内腔单向导通 的进水单向阀、由缸筒 内腔至外部 出水 口

单向导通 的出水单向阀；两个所述油缸配置成在控制 阀的控制下交替伸缩 。

优选地 ，还 包括水箱，两个所述水缸 内置于所述水箱中。

优选地 ，所述水缸的有杆腔外端部的水缸缸筒侧壁上开设有与所述水

箱连通的通孔。

优选地 ，所述外部 出水 口位于与两个所述 出水单向阀连通的 出水管的

末端。

本发 明提供 的如前所述柱塞水泵的液控 系统 ，包括压力油路和回油油

路 ，所述控制 阀配置成具有 两个工作位置：在第一工作位置 ，压力油路与

第一油缸的无杆腔 、第二油缸的有杆腔连通 ，回油油路与第一油缸 的有杆

腔 、第二油缸的无杆腔连通 ；在第二工作位置 ，压 力油路与第一油缸的有

杆腔 、第二油缸 的无杆腔连通 ，回油油路与第一油缸的无杆腔 、第二油缸

的有杆腔连通 。

优选地 ，所述控制 阀具体为：设 置在第一油缸 的两腔与压力油路和回

油油路之 间的第一液控方向阀，以及设 置在第二油缸的两腔与压力油路和

回油油路之 间的第二液控方向阀；且 ，两个所述油缸均开设有与缸筒 内腔

连通的取信油 口，所述取信油 口位于与无杆腔端部之 间的距 离大于油缸活

塞长度处的缸筒侧壁上；且所述第一油缸的取信油 口与所述第一液控方向

阀和第二液控方向阀的控制油 口连通 ，以驱动第一液控方向阀和第二液控

方向阀分别位于第一工作位置和第二工作位置 ，所述第二油缸的取信油 口

与所述第一液控方向阀和第二液控方向阀的控制油 口连通 ，以驱动第一液

控方向阀和第二液控方向阀分别位于第二工作位置和第一工作位置。

优选地 ，还 包括分别设置在两个油缸与相应液控方向阀之 间的两个取

信 阀，每个取信 阀的进油 口与相应油虹 的取信油 口连通 、压 力平衡油 口与

相应油缸 的有杆腔的油 口连通 、出油 口与相应液控方向阀的控制油 口连通 。



优选地，两个所述油缸的缸筒底部均设置有沿活塞收回方向单向导通

的緩冲旁路，所述緩冲旁路的出油口通过油缸缸筒底部与缸筒内腔连通，

所述緩冲旁路的进油口通过与缸筒底部之间的距 离大于油缸活塞长度处的

缸筒侧壁与缸筒内腔连通。

优选地，经所述第一液控方向阀与第一油虹连通的压力油路由第一泵

供油，经所述第二液控方向阀与第二油缸连通的压力油路由第二泵供油；

且，在两个泵的出液口与回油油路之间均设置有溢流阀。

优选地，所述溢流阔具体为电控溢流阀。

本发明提供的柱塞水泵包括两个由水缸和油缸构成柱塞组，每个柱塞

组的水缸活塞与油缸活塞同步位移，即液控双柱塞水泵；由于与每个水缸

缸筒的水口均连通设置有由外至缸筒内腔单向导通的进水单向阀、由缸筒

内腔至外部 出水口单向导通的出水单向阔，并且两个所述油缸配置成在控

制阀的控制下交替伸缩。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突破 了传统水泵的结构

原理，采用两只油缸交替前进、后退，从而带动两个水缸活塞交替动作，

进而分别实现两种工作状态的切换：其一，与第一水缸缸筒的水口连通的

进水单向阔非导通、出水单向阔导通，与第二水缸缸筒的水口连通的进水

单向阔导通、出水单向阔非导通，此状态下，第一水缸缸筒排水、第二水

缸缸筒吸水。其二，与第一水缸缸筒的水口连通的进水单向阔导通、出水

单向阔非导通，与第二水缸缸筒的水口连通的进水单向阔非导通、出水单

向阀导通；此状态下，第一水虹虹筒吸水、第二水虹虹筒排水。本发明的

水缸活塞与水缸缸筒之间能够实际可靠的密封结构，可有效防止内泄；因

此，通过上述结构优化设计，本发明在连续无间歇供水的基础上，能够有

效提高输出流量及用水压力，经生产试验，本方案完全能够满足超高层建

筑消防灭火用水压力8.0MPa 及输出流量40L / S的要求。

在本发明的优选方案中，在水缸的有杆腔外端部的水缸缸筒侧壁上开

设有与水箱连通的通孔，一方面，该通孔可用来平衡水缸活塞运动过程中

水缸缸筒有杆腔中容积变化产生的压力，也就是说，当水缸活塞在缸筒内

前进时，水缸活塞有杆腔侧容积变大产生真空，外部水通过该通孔进入；



反之 ，水缸活塞在缸筒 内后退时，水缸活塞有杆腔侧容积变小产生压力，

水则从该通孔 中压 出。另外 ，水可以从通孔进 、出，从 而冷却与水虹活塞

连接 的油缸活塞杆 ，而活塞杆又能够对液压油进行冷却 ，从 而有效控制 了

液压 系统的散热。

在本发 明所提供柱塞水泵液控 系统的优选方案 中，两个油缸均开设有

与缸筒 内腔连通 的取信油 口，该取信油 口配置成位 于相应油虹完全伸 出时

刻的无杆腔侧；且第一液控方向阀的控制油 口与第一油缸的取信油 口连通 ,

第二液控方向阀的控制油 口与第二油紅 的取信油 口连通 。也就是说 ，当活

塞伸 出至行程终端时，相应驱动活塞伸 出的压 力油液将反馈 至另一油缸 的

方向阀的控制端 ，进而驱动其 阀芯换 向，反之 亦然；从 而通过液力 自动控

制两个油缸 的交替伸 出、收回，具有工作可靠的特点。优选采用取信 阀设

置在相应取信油 口与控制 阀之 间，可进一步提 高液动换 向的工作可靠性；

同时，当油缸活塞接近伸 出极 限位置时，无杆腔的压力油液可经取信 阀单

向流动至有杆腔 ，进而避免伸 出终端产生冲击，影响 系统工作 的稳定性。

本发 明提供 的柱塞水泵及其液控 系统适用于任意消防设备及 系统。

附图说 明

图 1 是具体 实施方式中所述柱塞水泵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 2 是具体 实施方式中所述水缸缸筒的结构示意 图；

图 3 是具体 实施方式中所述柱塞水泵液控 系统的原理 图。

图中：

第一柱塞组 1、第一 7J 缸 11、第一 7J 缸缸筒 111、第一油缸 12、取信

油 口 121 、第一油虹活塞 122 、第一进水单向阀 13、第一 出水单向阀 14、

第二柱塞组 2、第二水缸 2 1、第二水缸缸筒 211 、第二油缸 22、取信油 口

221 、第二油虹活塞 222 、第二进水单向阀 23、第二 出水单向阀 24、水箱 3、

出水管 4、第一液控方向阀 5 1、第二液控方向阀 52、第一取信 阀 6 1、第二

取信 阀 62、第一泵 7 1、第二泵 72、第一溢流阀 81、第二溢流阀 82、通孔

9。



具体 实施方式

本发 明的核 心是提供一种结构优化 的液控双柱塞水泵，包括 两个 由水

缸和油缸构成柱塞组 ，每个柱塞组的水缸活塞与油缸活塞 同步位移 ，且与

每个水缸缸 筒的水 口均连通设 置有 由外至缸 筒 内腔单 向导通 的进水单 向

阀、由缸筒 内腔至外部 出水 口单向导通 的出水单向阀；两个所述油缸配置

成在控制 阀的控制下交替伸缩。与现有技术相 比，本发 明能够可靠提 高水

泵输 出压 力及流量 ，从 而满足超 高层建筑消防灭火的需求。

不失一般性 ，下面结合说 明书附图具体说 明本实施方式。

请参见 图 1, 该示 出了本实施方式所述柱塞水泵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第一柱塞组 1 由第一水缸 11 和第一油缸 1 组成 ，第二柱塞组 由第

二水缸 21 和第二油缸 22 组成。如 图所示，两者 的油缸活塞杆 的伸 出端均

与相应 的水缸活塞连接 ，以实现每个柱塞组的水缸活塞与油缸活塞 同步位

移 。整体布置而言，水缸与油缸可如 图所示的同轴设置 ，也可以大致平行

设置，显然，同轴设 置的结构 实现较为筒单 ，且动力传递的能效最佳 ，故

为最优方案 。

与第一水缸缸筒 111 的水 口连通设置有第一进水单向阀 13 , 以实现 由

外至缸筒 内腔单向导通 ；同时，与第一水缸缸筒 111 的水 口连通设置有第

一 出水单向阀 14, 以实现 由缸筒 内腔至外部 出水 口单向导通 。同样 ，与第

二水缸缸筒 211 的水 口连通设置有第二进水单向阀 23 , 以实现 由外至缸筒

内腔单向导通；同时，与第二水缸缸筒 211 的水 口连通设置有第二 出水单

向阀 24, 以实现 由缸筒 内腔至外部 出水 口单向导通 。由于两个油缸配置成

在控制 阀的控制下交替伸缩 ，因此两个水缸活塞分别在 两个油缸活塞的带

动下同步交替伸缩。具体地 ，外部 出水 口位于与两个 出水单向阀连通的 出

水管 4 的末端 ，用于与用水管路连通 。

具体操作过程为：控制第一油缸 12 的无杆腔进油、有杆腔 回油，同时，

第二油虹 22 的有杆腔进油、无杆腔 回油；此状 态下，第一进水单向阀 13

非导通 、第一 出水单向阔 14 导通 ，第一水缸 11 排水，第二进水单向阀 23

导通 、第二 出水单向阔 4 非导通 ，第二水缸 2 1 吸水。控制第一油缸 12



的无杆腔 回油 、有杆腔进油，同时，第二油缸 22 的有杆腔回油 、无杆腔进

油；此状 态下，第一进水单向阀 13 导通 、第一 出水单向阀 14 非导通 ，第

一水缸 11 吸水 ，第二进水单向阔 3 非导通 、第二 出水单向阔 24 导通 ，第

二水缸 2 1 排水。由于在水缸活塞与水缸缸筒之 间能够实际可靠的密封结

构 ，可有效防止 内泄；因此 ，本发 明在连续无 间歇供水的基础上 ，能够有

效提 高输 出流量及用水压力。

另外 ，水箱 3 可以与水缸 固定连接 为一体 。图中所示，第一水缸 11

和第二水缸 2 1 均置于水箱 3 中，水缸缸筒与油缸缸筒之 间均通过连接 法兰

与水箱 3 壁 固定连接 。显然，只要其水 口位于水箱 3 的水位线下方就可以

满足吸水的基本需要 。

进一步结合 图 2 所示，该 图是本 实施方式所述水缸缸筒的结构示意图。

每个水缸的有杆腔外端部 的水缸缸筒 （111 、 211 ) 侧壁上开设有与水箱 3

连通的通孔 9。应 当理解 ，通孔 9 可设 置为多个且沿水缸缸筒 （111 、 211 )

周向均布 。

该通孔 9 可用来平衡水缸活塞运动过程 中水缸缸筒 （111 、 211 ) 有杆

腔 中容积变化产生的压力，当水缸活塞在缸筒 内前进时，水缸活塞有杆腔

侧容积变大产生真 空，外部水通过该通孔 9 进入 ；反之 ，水缸活塞在缸筒

内后退时，水缸活塞有杆腔侧容积变小产生压力，水则从该通孔 9 中压 出。

另外 ，水可以从通孔 9 进 、出，从 而冷却与水缸活塞连接 的油缸活塞杆 ，

而活塞杆 又能够对液压油进行冷却散 热。

除上述柱塞水泵，本方案还提供一种该柱塞水泵的液控 系统 ，请参见

图 3 , 该 图是柱塞水泵液控 系统的原理 图。

该液控 系统的压 力油路 P 和回油油路 T 可以选用 系统压 力油路 、回油

油路 ，也可以独立设 置相应油泵提供柱塞水泵所需的压 力油液。基 于第一

油缸 12 和第二油缸 22 的功能需要 ，控制 阀配置成具有 两个工作位置：在

第一工作位置，压力油路 P 与第一油缸 12 的无杆腔 、第二油缸 22 的有杆

腔连通 ，回油油路 T 与第一油缸 1 的有杆腔 、第二油缸 的无杆腔连通 ，

以此控制第一油缸 12 的无杆腔进油 、有杆腔回油 ，第二油缸 22 的有杆腔



进油、无杆腔回油；在第二工作位置，压 力油路 P 与第一油缸 12 的有杆腔 、

第二油虹 的无杆腔连通 ，回油油路 T 与第一油虹 1 的无杆腔 、第二油

缸 22 的有杆腔连通 ，以此控制第一油缸 12 的无杆腔回油、有杆腔进油，

第二油缸 的有杆腔回油、无杆腔进油。

需要说 明的是 ，上述控制 阀的具体配置可以为一个方向控制 阀，也可

以配置为两个方向控制 阀，即，具体为：设置在第一油缸 12 的两腔与压 力

油路 p 和回油油路 T 之 间的第一液控方向阀 5 1 , 以及设置在第二油虹 2

的两腔与压力油路 P 和回油油路 T 之 间的第二液控方向阀 52。显然，配置

为两个方向控制 阀与每个油缸相应设 置 ，可进一步利于优化 系统控制性能。

进一步地 ，第一油缸 12 的缸筒上开设有与缸筒 内腔连通的取信油 口

121 , 该取信油 口 121 与无杆腔端部之 间的距 离 W 大于第一油缸活塞 122

的长度 L ; 同样 ，第二油缸 22 的缸筒上开设有与缸筒 内腔连通的取信油

口 221 , 该取信油 口 221 与无杆腔端部之 间的距 离大于第二油缸活塞 222

的长度 。也就是说 ，当活塞伸 出至行程终端时，相应取信油 口的压 力为驱

动活塞伸 出的油液压 力，以控制两个方向阀在 两个工作位置之 间切换 。具

体如 图 3 所示，第一油虹 1 的取信油 口 121 与第一液控方向阀 5 1 的右侧

控制油 口和第二液控方向阀 52 的左侧控制油 口连通 ，以驱动第一液控方向

阀 5 1 和第二液控方向阀 52 分别位于第一工作位置和第二工作位置，第二

油虹 的取信油 口与第一液控方向阀 5 1 的左侧控制油 口和第二液控方向

阀 52 的右侧控制油 口连通 ，以驱动第一液控方向阀 5 1 和第二液控方向阀

5 分别位于第二工作位置和第一工作位置。

本方案还 包括两个取信 阀，第一取信 阀 6 1 位于第一油缸 1 与液控方

向控制 阀之 间，第二取信 阀 62 位于第二油虹 与液控方向控制 阀之 间。

如 图所示 ，每个取信 阀的进油 口 A 与相应油缸的取信油 口连通 、压 力平衡

油 口 B 与相应油虹 的有杆腔的油 口 C 连通 、出油 口 D 与相应液控方向阀的

控制油 口连通 。如此设置，可进一步提 高液动换向的工作可靠性；同时，

当油缸活塞接近伸 出极 限位置时，取信 阀的压力平衡油 口 B 与回油油路 T

连通 ，取信 阀的进油 口 A 与 系统压力油路 P 连通 ，因此 ，无杆腔的压 力油



液可经取信 阀单向流动至有杆腔 ，进而避免伸 出终端产生冲击，影响 系统

工作 的稳定性。

同样 ，为避免油缸在收回极 限位置产生不必要 的刚性冲击。本方案可

以在两个油缸的缸筒底部均设置有沿活塞收回方向单向导通 的緩冲旁路 。

具体如 图所示，緩冲旁路 的出油 口 E 通过油缸缸筒底部与缸筒 内腔连通 ，

緩冲旁路 的进油 口 F 通过与缸筒底部之 间的距 离大于油缸活塞长度处的缸

筒侧壁与缸筒 内腔连通 。同理 ，当油缸活塞接近收回极 限位置时，緩冲旁

路 的出油 口 E 与回油油路 T 连通 ，緩 冲旁路 的进油 口 F 与压 力油路 P 连通 ，

因此 ，此时有杆腔的压力油液可经緩 冲旁路上的单向阀流动至无杆腔 ，避

免收回端产生冲击。

如前所提及 ，压 力油路 P 可以采用独立的油泵分别为两个油缸提供压

力油液 ，以较好 的适应柱塞水泵的功能需要 。如 图所示 ，经第一液控方向

阀 5 1 与第一油虹 1 连通的压 力油路 由第一泵 7 1 供油，经第二液控方向阀

52 与第二油缸 22 连通的压 力油路 由第二泵 72 供油；且 ，在 两个泵的出液

口与回油油路之 间均设 置有溢流阀 （第一溢流阀 81 和第二溢流阀 82 ) , 以

可靠保持 两个供油压力处于恒定状态。

溢流阔 （第一溢流阔 81 和第二溢流阔 82 ) 优选采用 电控溢流阔，如

图所示 ，当其控制 阀未得 电时，该溢流阀的进液 口经由该控制 阀构成泄油

通路 ，即 自泵的 出液 口输 出的压 力油液直接 回流至油箱 ，当其控制 阀得 电

时，溢流阔起到定压溢流和安全保护作用。实际设计时，两个溢流阔的调

定压力选择一致 ，使得 两个油缸处于相 同的工作环境 ，确保 两者之 间可靠

的动作切换 。

以 上 所述仅为本发 明的优选 实施方式，并不构成对本发 明保护范围的

限定。任何在本发 明的精神和原则之 内所作 的任何修改、等 同替换和改进

等 ，均应 包含在本发 明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之 内。



权 利 要 求
1、一种柱塞水泵，其特征在于，包括两个 由水缸和油缸构成的柱塞组 ，

每个柱塞组 的水缸活塞与油缸活塞 同步位移 ，且与每个水缸缸筒的水 口均

连通设 置有 由外至缸筒 内腔单向导通 的进水单向阀、由缸筒 内腔至外部 出

水 口单向导通的 出水单向阀；两个所述油缸配置成在控制 阀的控制下交替

伸缩。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柱塞水泵，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水箱，两个

所述水缸 内置于所述水箱中。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柱塞水泵，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缸的有杆腔

外端部的水缸缸筒侧壁上开设有与所述水箱连通 的通孔 。

4、根据权利要求 2 或 3 所述的柱塞水泵，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部 出水

口位于与两个所述 出水单向阀连通的 出水管的末端。

5、如权利要求 1 - 4 中任一项所述柱塞水泵的液控 系统 ，其特征在于，

包括压 力油路和回油油路 ，所述控制 阀配置成具有 两个工作位置：在第一

工作位置，压力油路与第一油缸 的无杆腔 、第二油缸的有杆腔连通 ，回油

油路与第一油缸 的有杆腔 、第二油缸 的无杆腔连通 ；在第二工作位置，压

力油路与第一油虹的有杆腔 、第二油虹 的无杆腔连通 ，回油 油路与第一油

缸的无杆腔 、第二油缸 的有杆腔连通 。

6、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柱塞水泵液控 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

阀具体为：设置在第一油缸 的两腔与压 力油路和回油油路之 间的第一液控

方向阀，以及设 置在第二油虹的两腔与压力油路和回油油路之 间的第二液

控方向阀；且 ，

两个所述油缸均开设有与缸筒 内腔连通 的取信油 口，所述取信油 口位

于与无杆腔端部之 间的距 离大于油缸活塞长度处的缸筒侧壁上；且所述第

一油虹 的取信油 口与所述第一液控方向阀和第二液控方向阀的控制油 口连

通 ，以驱动第一液控方向阀和第二液控方向阀分别位于第一工作位置和第

二工作位置 ，所述第二油虹 的取信油 口与所述第一液控方向阀和第二液控

方向阀的控制油 口连通 ，以驱动第一液控方向阀和第二液控方向阀分别位

于第二工作位置和第一工作位置。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柱塞水泵液控 系统 ，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分

别设置在两个油缸与相应液控方向阀之 间的两个取信 阀，每个取信 阀的进

油 口与相应油虹 的取信油 口连通 、压 力平衡油 口与相应油虹 的有杆腔的油

口连通 、出油 口与相应液控方向阀的控制油 口连通 。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柱塞水泵液控 系统 ，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

油缸的缸筒底部均设 置有沿活塞收回方向单向导通 的緩 冲旁路 ，所述緩 冲

旁路 的 出油 口通过油缸缸筒底部与缸筒 内腔连通 ，所述緩冲旁路 的进油 口

通过与缸筒底部之 间的距 离大于油缸活塞长度处的缸筒侧壁与缸筒 内腔连

通 。

9、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的柱塞水泵液控 系统 ，其特征在于，经所述第

一液控方向阀与第一油缸连通的压力油路 由第一泵供油 ，经所述第二液控

方向阀与第二油缸连通的压 力油路 由第二泵供油；且 ，在两个泵的 出液 口

与回油油路之 间均设置有溢流阀。

10、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柱塞水泵液控 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溢

流阀具体为电控溢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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