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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阀压电泵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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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述了国内外压电泵的研究与进展，通过比较被动阀压电泵与主动阀压电泵的工作原理，
提出了主动阀压电泵潜在的应用价值。依据工作原理，设计、制作了由压电振子分别作为泵驱动源
和进、出口阀的主动阀压电泵，并对泵的驱动信号进行了研究。性能测试结果：在１４０ Ｈｚ下，主动
阀压电泵的最大输出流量为４０ ｍｌ／ｍｉｎ．最大输出压力为１２，２５ ｋＰａ。结果表明：主动阀压电泵的性
能、单向截止性及执行效率明显优于被动闽压电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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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电泵称为无阀压电泵。压电泵是利用复合压电振

１压电泵研究概况

子或压电叠堆等压电驱动元件的逆压电效应工作
的。逆压电效应的基本原理是在压电元件外加一个

近年来，作为一种新型的流体输送装置，压电泵

高电压信号，压电元件就会产生相应的变形；如果给

成为泵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热点。目前为止，世界各

压电元件加一个交变电压，则压电元件就产生周期

地的研究人员已经研发出基于不同工作原理及结构

性振动变形；将产生变形的压电元件和封闭的腔体

形式的多种多样的压电泵。

结合，则腔内会产生相应的容积变化，通过单向阀的

压电泵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国研究人员的关注，

控制，就可以完成流体的定向输送。由于压电泵是

是因为压电泵具有自身特有的优势。压电泵一般由

将压电元件激发的振动直接作用于流体，使其产生

压电驱动元件、泵体、阀片三部分构成，没有阀片的

输出压力和输出流量的一种新型压电驱动机构，它

牧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６—２９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０５７５０９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Ｅｔ（５０７７５０９３）
作者简介：程光明（１９５７一），男．吉林长春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微小型机电液系统研究。
李鹏（１９７９一）．男．吉林敦化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微小型机电液系统研究。

万方数据

排

２

灌

机

械

第２５卷

拓展了压电驱动器的应用领域，是泵的一个新的重

的被动单向阀控式压电泵（简称被动阀压电泵）的

要分支。压电泵将传统泵的驱动源部分、传动部分

基本结构如图１所示：主要由压电振子（金属基片

及泵体三者合为一体，大大简化了泵的结构，克服了

粘接压电陶瓷片组成）、泵体（形成有一定容积的泵

由于运动部件可能导致的泄漏、压力损失、磨损、疲

腔）及两个单向阀组成。工作时给压电振子输入交

劳破坏以及对某些腐蚀性流体所造成的化学破坏。

变的激励信号，压电振子将产生向上或向下的弯曲

由于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压电陶瓷材料能够准确

变形，泵腔体积产生相应的变化，在单向阀的控制

地按照电源的电压和频率工作，因此压电泵的输出

下，流体形成定向流动能力。

流量可以不用节流机构调节，而通过改变电源电压
或频率的方式就能方便且精确地得到控制。同近年
来出现的其他形式的微型泵相比，压电泵是较早也
是研究最多的一种微型泵。同传统泵相比，压电泵
具有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耗能低、无噪声、无
电磁干扰等特点，且适于微小型化，可根据施加电压
或频率精确控制输出流量“。１。因此，在医疗制药、
生物工程、化学分析、电子器件冷却以及燃料供给等
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１。

图１压电片式有阈压电泵

设当压电振子向上弯曲变形，处于泵腔顶端极
值时为工作周期的起始点，根据工作情况，压电泵的

２主动阀压电泵的提出

一个工作周期（压电振子向下和向上弯曲变形的一
个循环过程），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虽然目前压电泵相比其他机械泵结构紧凑，但

１）出口单向阀关闭阶段。压电振子从顶端开

是压电泵的工作性能方面，输出压力和流量仍是有

始向下弯曲变形时，泵腔体积开始增大，由于出口处

限。而且试验研究发现有阀压电泵工作时，泵腔的

单向阀还没有关闭，出口处还将有流体（设流体是

体积变化量大大超过压电泵的流体输出量，虽然定

不可压缩的液体）倒流入泵腔内，随着压电振子变

性分析认为主要是单向阀响应滞后引起的，但是对

形的增加，出口处单向阀逐渐关闭，流体由出口向泵

其工作原理及关键因素，目前还没有进行定量的深

腔内流人情况中止。

入研究。而无阀压电泵虽然可以提高泵的工作频

２）入口处单向阀打开阶段。当压电振子开始

率，但是ｊｉ足之处是泵的截止性能和工作输出压力

继续向下弯曲变形时，泵腔体积进一步增加，泵腔内

下降。对此，需要从压电泵的基本工作原理的角度

的压力会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压电泵腔流体人

出发，研究、探讨提高其工作性能的关键技术，于是

口处的单向阀打开。

人们提出了主动阀压电泵。通过主动控制单向阀的

３）流体进入泵腔阶段。随着压电振子向下弯

开启、关闭动作，可以减少单向阀的滞后现象，提高

曲变形继续增大，泵腔体积将进一步增加，从入口处

压电泵的工作频率，研制出具有更高输出能力的压

将有流体进入泵腔。当压电振子向下弯曲变形达到

电泵；同时通过主动阀的工作控制，可以探讨压电泵

最大时，流体进入泵腔过程完成。

工作时泵腔容积变化量和流体输出量的内在对应关

４）人口单向阀关闭阶段。压电振子向下弯曲

系，了解单向阀的动作和泵腔容积变化相位差异的

变形达到极值后，开始向上变形，则泵腔体积减小，

影响，对压电泵可能产生的工作能力在定量方面获

泵腔内压力增加，流体在压力作用下，开始由泵腔入

得可信的依据；为今后压电泵的高输出能力、小结构

口处的单向阀处反向倒流（单向阀还处于打开状

尺寸研究建立基础。

态），当入口处单向阀完全闭合时，流体倒流停止。

５）出口处单向阀开启阶段。人口处单向阀闭

３主动阀压电泵的初步研究

合后，随着压电振子的进一步向上弯曲变形，泵腔内
压力将进一步提高，当压力达到出口单向阀的开启

３．１主动阀压电泵的工作原理

压力时，泵腔出口单向阀打开。

主动阀压电泵的工作原理与被动阀压电泵相

６）泵腔内流体泵出阶段。压电振子进一步向

似，因此首先介绍被动阀压电泵的工作原理。传统

上弯曲变形，泵腔内的流体在压力驱动下，将由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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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单向阀流出，当压电振子向上弯曲变形达到极值时，

动，主动阀泵即实现了对流体的泵进。

流体输出运动停止。在激励信号的作用下．压电泵

３．３主动阀压电泵的驱动信号

将开始下一个周期的工作循环。
分析以上被动阀压电泵的工作过程，可以了解
到：压电泵工作时，由于单向阀工作时的滞后作用，

进、出口阀如何工作直接影响到泵的性能，而主
动阀泵的进、出口阀又完全根据其驱动信号来动作，
因此对阀的控制信号进行研究十分必要。

在工作阶段１和４中，有流体倒流现象（流体产生与

图３为主动阀压电泵驱动振子驱动信号及进、

所要求的运动方向相反的运动）；在工作阶段２和５

出口阀振子驱动信号的波形图。泵驱动压电振子信

中，由于单向阀的开启需要一定的压力推动，因此压

号采用正弦信号，这是为了降低泵的输出脉动；进、

电振子产生的驱动力将有一定的消耗；在工作阶段

出口阀的信号均采用了占空比为５０％的方波信号，

３和６中，压电泵才能够发挥出所要求的流体输送

这是为使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开启和关闭。该泵在

作用，将流体由人口吸入，再由出口排出，驱动流体

一个工作周期内，用前二分之一周期即０—Ⅳ阶段

定向运动。从提高压电泵工作能力角度出发，应减

来吸水，后二分之一周期即１ｒ一２，ｒｒ阶段来排水。当

小阶段１，２，４．５的工作过程，从而降低这４个阶段

泵处于吸水状态时，进口阀振子的控制信号处于高

所产生的损失。因为压电泵的工作元件是压电振

电平状态，出口阀振子的驱动信号处于低电平状态。

子，压电振子产生的弯曲变形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

当泵处于排水状态时阀振子的控制信号正好相反。

每个工作周期中４个阶段的无功过程，对压电泵的

：

爪

工作性能影响相对较大（与变形较大的容积泵相
比，无功过程比例大）。

／１

／？＼ ７ ｒ

主动阀压电泵与被动阀压电泵的基本结构完全
一致，除了用主动阀替代了被动阀压电泵中的单向

（ａ）驱动扼 子信号

阀。主动阀的开启和关闭完全是由外接驱动信号根
据泵腔体积变化情况的要求来控制的。因此，进、出

口阀的开启和关闭时问可以做到准确自如，这就控
制了阀对于压电振子的滞后性，消除了流体在流经
阀口、开启单向阀时的能量损失，有效地抑制了倒流
现象。
３．２主动阀压电泵的结构
根据上述主动阀压电泵的工作原理，本研究设
计了以圆形压电振子作为驱动源，并由另两个圆形
压电振子作为进出口阀的主动阀压电泵，其结构如
图２所示。阀口与泵腔的密封是通过橡胶圈２来实
现的。

图３主动阀压电泵振于驱动信号

３．４性能测试试验
上压盖橡腔圈２

阀片柱子檬腔圈１

衡量压电泵性能的指标主要是输出流量和输出
压力，而流量和压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驱动振子以
及阀振子的驱动电压和工作频率。为使压电振子发
挥最大工作性能，试验中，根据不同压电振子的自身
特性要求，驱动振子信号的幅值选为±１５０ Ｖ，进、出
口阀振子驱动信号的幅值选为０—８０ Ｖ。因此，在

图２圆形压电振子式主动阎

当驱动振子从最高位向下运动时，泵腔体积增

不同频率的驱动信号下，对主动阀压电泵流量和输
出压力的变化进行了测试，从而验证了主动阀压电

大，压力降低，同时进口阀压电振子打开，液体由进

泵的可行性。

口经过进口阀片振子流人泵腔，随后进口阀片振子

３．５频率一流量特性

关闭；当驱动振子向上运动时，泵腔体积减小，压力

图４表示的是主动阀压电泵的流量随驱动信号

增大，出口阀片振子打开，液体流出。重复以上运

频率的变化。当频率较低时，随着频率的升高，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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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截止性以及执行效率上明显优于被动阀压电泵。
此外，由于主动阀压电泵可对进、出口阀的开启和关
闭进行主动控制，这也为主动控制泵的流量和输出
压力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主动
阀压电泵有助于最大限度的发挥压电泵的工作能

薰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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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具备良好的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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