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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滚柱燃油泵，包括机壳、位于机壳内且

相对设置的两个弧形磁钢块、位于两个弧形磁钢

块之间的转子、与转子连接的电刷、位于电刷外

部的刷架、与机壳靠近刷架的一端连接的端盖、

与机壳的另一端连接的后盖及位于转子与后盖

之间的滚柱泵组件；后盖上开设有进油口，端盖

上开设有出油口。燃油从后盖的进油口进来，经

过滚柱泵组件，再经过机壳内部腔体，从端盖的

出油口出去。此种结构油泵因为真空度高，吸力

大等特点，可以解决因叶轮泵产生的气阻而不吸

油的问题，油泵及总成可以安装于油箱的外部，

且不受位置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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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滚柱燃油泵，其特征在于：包括机壳、位于机壳内且相对设置的两个弧形磁钢

块、位于两个弧形磁钢块之间的转子、与转子连接的电刷、位于电刷外部的刷架、与机壳靠

近刷架的一端连接的端盖、与机壳远离刷架的一端连接的后盖及位于转子与后盖之间的滚

柱泵组件；后盖上开设有进油口，端盖上开设有出油口，燃油从后盖的进油口进入，经过滚

柱泵组件及机壳的内部腔体，再从端盖的出油口流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滚柱燃油泵，其特征在于：所述后盖朝向转子的内侧面的偏心位

置开设有第一弧形槽，第一弧形槽的一端与进油口连通，所述滚柱泵组件包括轴承、由轴承

转动支撑的端部转轴、与转子轴连接的泵转子、若干滚柱、与后盖固定连接且位于泵转子外

侧的外圈、固定于外圈另一侧的盖板；泵转子位于后盖中部；泵转子的周向面上等间隔地开

设有若干凹槽，每一滚柱位于一个凹槽中；盖板上开设有弧形出油口。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滚柱燃油泵，其特征在于：所述盖板的中部开设有扇形口，且扇

形口的大头端朝向弧形出油口。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滚柱燃油泵，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子的中部沿轴向的两端突出设

置有转子轴，转子轴朝向靠近后盖的末端突出设置有若干限位凸块；泵转子的中部开设有

传动拨叉槽，传动拨叉槽内开设有若干限位槽，转子轴的末端具有传动拨叉，传动拨叉位于

传动拨叉槽中。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滚柱燃油泵，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圈上设置有偏心的圆孔，圆孔

沿第一径向的两端分别开设有第一通孔，后盖面向外圈的一侧对应开设有第一螺孔，一第

一螺钉穿过第一通孔并与第一螺孔螺纹连接。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滚柱燃油泵，其特征在于：所述泵转子与第一径向垂直的第二径

向的两端分别开设有第二螺孔，盖板于弧形出油口的两侧分别开设有第二通孔，一第二螺

钉穿过第二通孔并与第二螺孔螺纹连接。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滚柱燃油泵，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的宽度大于滚柱的直径。

8.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滚柱燃油泵，其特征在于：所述内部腔体与弧形出油口及扇形口

的大头端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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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柱燃油泵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燃油泵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滚柱燃油泵。

背景技术

[0002] 电动燃油泵一般具有两种类型：叶轮式燃油泵及滚柱式燃油泵。其中滚柱式电动

汽油泵是通过在进油口和出油口形成不同的油压的方式来实现汽油的吸排。例如，中国专

利公开了一种滚柱式电动汽油泵(申请号201510842602.6)，包括泵壳，泵壳两侧分别设有

进油口和出油口，泵壳内设有电动机，电动机位于进油口侧的轴上设有转动体，转动体的轴

向中心线偏离泵壳的轴向中心线，转动体周向均布有五个凹槽，每个凹槽内均设有滚动体。

[0003] 汽油泵工作时，由电动机带动转动体和位于转动体凹槽内的滚动体高速运动，在

离心力的作用下，滚动体向外移动并紧靠在与转动体偏心设计的外圈内壁上，同时在滚动

体自身惯性力的作用下，滚动体将总是与转动体凹槽的一个侧面紧贴，从而在滚动体与外

圈内壁之间将形成若干工作腔，当工作腔转到与进油口相通时，位于进油口处的工作腔容

积增大成为低压吸油腔，此时汽油从进油口被吸入工作腔，当充满汽油的工作腔转动离开

进油口后，工作腔的容积不断减小，进而使汽油压力提高，受压过后的汽油经电动机从出油

口流出。

[0004] 从中国专利“一种燃油泵”(申请号201721132665.3)的图1至图3中可以看出，现有

的滚柱式燃油泵在进油口处，转动体5的开槽6与前端盖2一侧的进油口8连通时进油，转动

过程中，工作腔的容积不断减小，直至开槽6与进油口8分离，此时燃油泵从前端盖2至后端

盖3的整个过油通道内为高油压状态，当过油通道转动至与后端盖3上的出油口9连通时，油

压减小，进行排油。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真空度高、吸力大，能够解决因叶轮泵产生的气

阻而不吸油的问题、油泵及整体总成可安装于油箱的外部、安装位置不受限制的滚柱燃油

泵，以解决上述问题。

[0006] 一种滚柱燃油泵，包括机壳、位于机壳内且相对设置的两个弧形磁钢块、位于两个

弧形磁钢块之间的转子、与转子连接的电刷、位于电刷外部的刷架、与机壳靠近刷架的一端

连接的端盖、与机壳远离刷架的一端连接的后盖及位于转子与后盖之间的滚柱泵组件；后

盖上开设有进油口，端盖上开设有出油口，燃油从后盖的进油口进入，经过滚柱泵组件及机

壳的内部腔体，再从端盖的出油口流出。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后盖朝向转子的内侧面的偏心位置开设有第一弧形槽，第一弧形

槽的一端与进油口连通，所述滚柱泵组件包括轴承、由轴承转动支撑的端部转轴、与转子轴

连接的泵转子、若干滚柱、与后盖固定连接且位于泵转子外侧的外圈、固定于外圈另一侧的

盖板；泵转子位于后盖中部；泵转子的周向面上等间隔地开设有若干凹槽，每一滚柱位于一

个凹槽中；盖板上开设有弧形出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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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地，所述盖板的中部开设有扇形口，且扇形口的大头端朝向弧形出油口。

[0009] 进一步地，所述转子的中部沿轴向的两端突出设置有转子轴，转子轴朝向靠近后

盖的末端突出设置有若干限位凸块；泵转子的中部开设有传动拨叉槽，传动拨叉槽内开设

有若干限位槽，转子轴的末端具有传动拨叉，传动拨叉位于传动拨叉槽中。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外圈上设置有偏心的圆孔，圆孔沿第一径向的两端分别开设有第

一通孔，后盖面向外圈的一侧对应开设有第一螺孔，一第一螺钉穿过第一通孔并与第一螺

孔螺纹连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泵转子与第一径向垂直的第二径向的两端分别开设有第二螺孔，

盖板于弧形出油口的两侧分别开设有第二通孔，一第二螺钉穿过第二通孔并与第二螺孔螺

纹连接。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凹槽的宽度大于滚柱的直径。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内部腔体与弧形出油口及扇形口的大头端连通。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滚柱燃油泵包括机壳、位于机壳内且相对设置的

两个弧形磁钢块、位于两个弧形磁钢块之间的转子、与转子连接的电刷、位于电刷外部的刷

架、与机壳靠近刷架的一端连接的端盖、与机壳远离刷架的一端连接的后盖及位于转子与

后盖之间的滚柱泵组件；后盖上开设有进油口，端盖上开设有出油口，燃油从后盖的进油口

进入，经过滚柱泵组件及机壳的内部腔体，再从端盖的出油口流出。如此真空度高、吸力大，

能够解决因叶轮泵产生的气阻而不吸油的问题、油泵及整体总成可安装于油箱的外部、安

装位置不受限制。

附图说明

[0015] 以下结合附图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其中：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滚柱燃油泵的第一视角的拆分示意图。

[0017] 图2为图1中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滚柱燃油泵的第二视角的拆分示意图。

[0019] 图4为泵转子、滚柱及外圈的配合示意图。

[0020] 图5为泵转子、滚柱及盖板的配合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基于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

此处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说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0022] 请参考图1至图3，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滚柱燃油泵包括机壳10、位于机壳10内且相

对设置的两个弧形磁钢块20、位于两个弧形磁钢块20之间的转子30、与转子连接的电刷40、

位于电刷40外部的刷架41、与机壳10靠近刷架41的一端连接的端盖51、与机壳10远离刷架

41的一端连接的后盖52及位于转子30与后盖52之间的滚柱泵组件。

[0023] 后盖52上开设有进油口521，端盖51上开设有出油口511，机壳10内具有内部腔体。

[0024] 转子30的中部沿轴向的两端突出设置有转子轴31，电刷40与转子轴31靠近端盖51

的部分连接。转子轴31朝向靠近后盖52的末端突出设置有若干限位凸块311。

[0025] 后盖52朝向转子30的内侧面的偏心位置开设有第一弧形槽522，第一弧形槽52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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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与进油口521连通。

[0026] 滚柱泵组件包括轴承120、由轴承120转动支撑的端部转轴110、与转子轴31连接的

泵转子130、若干滚柱140、与后盖52固定连接且位于泵转子130外侧的外圈150、固定设置于

外圈150远离后盖52的一侧的盖板160。

[0027] 外圈150上设置有偏心的圆孔152，且圆孔152的直径大于泵转子130的外径，泵转

子130位于圆孔152中。

[0028] 圆孔152沿第一径向的两端分别开设有第一通孔154，后盖52面向外圈150的一侧

对应开设有第一螺孔523，一第一螺钉151穿过第一通孔154并与第一螺孔523螺纹连接。

[0029] 泵转子130的中部开设有传动拨叉槽131，转子轴31的末端具有传动拨叉，传动拨

叉位于传动拨叉槽131中，如此转子轴31转动时可带动泵转子130一同转动。

[0030] 泵转子130的周向面上等间隔地开设有若干凹槽132，凹槽132的宽度大于滚柱140

的直径，每一滚柱140位于一个凹槽132中。

[0031] 泵转子130与第一径向垂直的第二径向的两端分别开设有第二螺孔153。

[0032] 盖板160上远离第一弧形槽522的一侧开设有弧形出油口162，盖板160的中部开设

有扇形口163，且扇形口163的大头端朝向弧形出油口162。

[0033] 盖板160于弧形出油口162的两侧分别开设有第二通孔163，一第二螺钉161穿过第

二通孔163并与第二螺孔153螺纹连接。

[0034] 请参考图4，外圈150的圆孔152的圆心O1相对泵转子130的中心O2偏心设置，如此

当泵转子130的凹槽132转动至与圆孔152的内侧壁完全抵接时，即为外圈150的圆孔152的

圆心O1的远心端，凹槽132、滚柱140及外圈150的内侧壁之间形成的油腔的容积最小；当泵

转子130的凹槽132转动至与圆孔152的内侧壁完全脱离且泵转子130与圆孔152的内侧壁之

间的间隙最大时，即为外圈150的圆孔152的圆心O1的近心端，凹槽132、滚柱140及外圈150

的内侧壁之间形成的油腔的容积最大。

[0035] 由于滚柱140的直径小于凹槽132的宽度，相邻的几个凹槽132可以通过上述间隙

连通。

[0036] 第一弧形槽522位于后盖52朝向外圈150的近心端的一侧，且与凹槽132可活动地

部分地连通。

[0037] 当凹槽132由远心端转向近心端时且凹槽132与第一弧形槽522连通时，油腔的容

积逐渐变大，形成吸油区133；当凹槽132由近心端转向远心端时，油腔的容积逐渐变小，形

成压缩区134。

[0038] 内部腔体与弧形出油口162及扇形口163的大头端连通。

[0039] 请参考图5，当弧形出油口162或扇形口163的大头端与凹槽132连通时，油压变小，

从而将油从出油口511泵出。

[004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滚柱燃油泵包括机壳10、位于机壳10内且相对设

置的两个弧形磁钢块20、位于两个弧形磁钢块20之间的转子30、与转子连接的电刷40、位于

电刷40外部的刷架41、与机壳10靠近刷架41的一端连接的端盖51、与机壳10的另一端连接

的后盖52及位于转子30与后盖52之间的滚柱泵组件；后盖52上开设有进油口521，端盖51上

开设有出油口511。燃油从后盖进油口进来，经过滚柱泵组件，再经过机壳内部腔体，从端盖

出油口出去。此种结构油泵因为真空度高，吸力大等特点，可以解决因叶轮泵产生的气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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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吸油的问题，油泵及总成可以安装于油箱的外部，且不受位置限制。

[0041] 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于局限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任何

在本实用新型精神内的修改、等同替换或改进等，都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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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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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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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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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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