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10070133.0

(22)申请日 2015.02.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459550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5.05.06

(73)专利权人 北京华创朗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100176 北京市大兴区经济技术开发

区西环南路18号汇龙森科技园A319

(72)发明人 韩志军　郇延文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科亿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350

代理人 汤东凤

(51)Int.Cl.

F16K 1/00(2006.01)

F16K 1/36(2006.01)

F16K 1/46(2006.01)

F16K 1/42(2006.01)

F16K 31/04(2006.01)

F16K 31/50(2006.01)

审查员 赵鹏

 

(54)发明名称

大孔径气体介质电动阀门

(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大孔径气体介质电动阀

门，外壳体上分别安装有基板和辅助基板，基板

设置于辅助基板的上方，基板上设有通气口，基

板与辅助基板之间设有若干导向柱，导向柱上滑

动安装有压板和用于控制通气口开闭的闸板，压

板与闸板之间设有弹性元件，压板连接有驱动其

上下往复运动的直线驱动装置，压板上设有上限

位置传感器，辅助基板上设有下限位置传感器。

本发明应用于气体通道密封，相比球阀，蝶阀，闸

阀，不仅更加轻便，而且大幅提高了阀门的密封

性能，可制作各种大管径阀门，适于各种通风管

路，彻底解决了闸板阀应用在气体流体上尤其是

大口径阀门应用在气体流体上无法实现密封的

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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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孔径气体介质电动阀门，其特征在于，包括外壳体，所述外壳体上分别安装有基板

和辅助基板，所述基板设置于所述辅助基板的上方，所述基板上设有通气口，所述基板与辅

助基板之间设有若干导向柱，所述导向柱上滑动安装有压板和用于控制所述通气口开闭的

闸板，所述压板与闸板之间设有弹性元件，所述压板连接有驱动其上下往复运动的直线驱

动装置，所述压板上设有用于检测所述压板与闸板之间相对位置的上限位置传感器，所述

辅助基板上设有用于检测所述压板与辅助基板之间相对位置的下限位置传感器；

所述导向柱的数量有四个，所述弹性元件包括四个与所述导向柱一一对应的弹簧，每

一所述弹簧均套设于对应的所述导向柱上；

所述弹簧承受压力。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孔径气体介质电动阀门，其特征在于，所述闸板与基板的通气

口之间设有弹性密封垫圈。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孔径气体介质电动阀门，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板的下表面设有

密封油槽，所述密封油槽内设有密封油脂。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孔径气体介质电动阀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直线驱动装置包括

固定安装于所述压板上的螺母，所述螺母内安装有丝杠，所述丝杠连接有减速电机，所述减

速电机固定安装于所述辅助闸板上。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孔径气体介质电动阀门，其特征在于，所述压板与闸板之间设

有连接销。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大孔径气体介质电动阀门，其特征在于，所述闸板上设有用于密

封所述丝杠与闸板之间空隙的密封帽。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孔径气体介质电动阀门，其特征在于，所述闸板上设有用于上

限位置传感器损坏后对减速电机进行保护的第一机械限位开关，所述辅助基板上设有用于

下限位置传感器损坏后对减速电机进行保护的第二机械限位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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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孔径气体介质电动阀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阀门技术领域，特别是指一种大孔径气体介质电动阀门。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的的阀门有多种，如球阀、蝶阀、闸板阀等，这些阀门，像球阀，蝶阀主

要针对液体闸控，用于气体闸控显得十分笨重，价格高昂，密封性也不够。闸板阀用在气体

流体的开启和闭合时，由于结构的原因，根本不能实现密封功能，且大口径的阀门很少，成

本昂贵。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出一种大孔径气体介质电动阀门，应用于气体通道密封，相比球阀，蝶

阀，闸阀，不仅更加轻便，而且大幅提高了阀门的密封性能，可制作各种大管径阀门，适于各

种通风管路，彻底解决了闸板阀应用在气体流体上尤其是大口径阀门应用在气体流体上无

法实现密封的技术难题。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大孔径气体介质电动阀门，包括外壳体，所述外

壳体上分别安装有基板和辅助基板，所述基板设置于所述辅助基板的上方，所述基板上设

有通气口，所述基板与辅助基板之间设有若干导向柱，所述导向柱上滑动安装有压板和用

于控制所述通气口开闭的闸板，所述压板与闸板之间设有弹性元件，所述压板连接有驱动

其上下往复运动的直线驱动装置，所述压板上设有用于检测所述压板与闸板之间相对位置

的上限位置传感器，所述辅助基板上设有用于检测所述压板与辅助基板之间相对位置的下

限位置传感器。

[0005] 优选的，所述闸板与基板的通气口之间设有弹性密封垫圈。

[0006] 优选的，所述基板的下表面设有密封油槽，所述密封油槽内设有密封油脂。

[0007] 优选的，所述直线驱动装置包括固定安装于所述压板上的螺母，所述螺母内安装

有丝杠，所述丝杠连接有减速电机，所述减速电机固定安装于所述辅助闸板上。

[0008] 优选的，所述压板与闸板之间设有连接销。

[0009] 优选的，所述闸板上设有用于密封所述丝杠与闸板之间空隙的密封冒。

[0010] 优选的，所述导向柱的数量有四个，所述弹性元件包括四个与所述导向柱一一对

应的弹簧，每一所述弹簧均套设于对应的所述导向柱上。

[0011] 优选的，所述闸板上设有用于上限位置传感器损坏后对减速电机进行保护的第一

机械限位开关，所述辅助基板上设有用于下限位置传感器损坏后对减速电机进行保护的第

二机械限位开关。

[0012] 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由于大孔径气体介质电动阀门的外

壳体上分别安装有基板和辅助基板，基板上设有通气口，导向柱上滑动安装有压板和闸板，

压板与闸板之间设有弹性元件，压板连接有驱动其上下往复运动的直线驱动装置，压板上

设有上限位置传感器，辅助基板上设有下限位置传感器。工作时，减速电机带动丝杠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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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压板上的螺母，将丝杠的旋转运动转变为压板的上下运动，压板通过弹簧推动闸板上

下移动，从而实现阀门的开启和闭合。当需要闭合阀门时，减速电机轴带动丝杠旋转，在压

板上有与丝杠配套的螺母，丝杠引起压板向上移动，而四根导向柱保证了压板在运动时的

平衡，在闸板移动到顶部时，压板压住弹簧，弹簧压住闸板，闸板与基板的通气口之间有弹

性密封垫圈，垫圈周围涂有密封油脂，闸板压住垫圈之后，气路关闭。上限位置传感器检测

压板跟闸板之间到达确定的相对位置，弹簧蓄积足够的压力能够压实密封通气口，传感器

给出信号，控制减速电机停止转动，这样闸板将通气口密封闭合以后，压板不再继续运动，

既能保证闸板压实，又能避免造成机械损坏。当需要开启阀门时，电机轴做反向转动，同样，

下限位置传感器在压板到达给定位置时，给出信号，电机停止转动，实现了阀门的开启。

[0013] 本发明在结构上应用弹簧有以下妙处，第一、保证了闸板需要的压力，与四根导向

柱配合，让闸板受力均匀；第二、能够给电机运转留出足够的反应空间，电机多转一圈或少

转一圈都能保证密封效果，并且有效保护阀门质量和寿命；第三、通过压板闸板连接销，给

弹簧一个初始压力，让闸板和压板保持一个正方体的相对位置，这样丝杠旋转时，闸板压板

可以在导向柱上自由滑动，不会卡住，本发明人通过创造性思维设计出了这种电动阀的叠

板密封结构，该阀门的密封取决于闸板与弹性密封垫之间的压力，密封垫有一定弹性，只要

闸板能达到一定压力，能做到良好密封，大幅提高了阀门的密封性能。

[0014] 由于基板的下表面设有密封油槽，进一步补充加强弹性密封垫的密封效果。

[0015] 由于闸板上设有密封冒，可以有效的密封丝杠与闸板间的空隙。

[0016] 由于闸板上设有第一机械限位开关，辅助基板上设有第二机械限位开关，若上限

位置传感器损坏,当压板与闸板过份接近时,第一机械限位开关常闭触点断开,减速电机停

止供电；若下限位置传感器损坏时,压板与辅助基板过份接近,第二机械限位开关常闭触点

断开,减速电机停止供电,这样可以更好保护阀门不受损坏。

[0017] 综上所述，本发明应用于气体通道密封，相比球阀，蝶阀，闸阀，不仅更加轻便，而

且大幅提高了阀门的密封性能，可制作各种大管径阀门，适于各种通风管路，彻底解决了闸

板阀应用在气体流体上尤其是大口径阀门应用在气体流体上无法实现密封的技术难题，在

阀门领域具有深远的意义。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其中：1、外壳体；2、基板；3、辅助基板；4、导向柱；5、压板；6、闸板；7、上限位置传感

器；8、下限位置传感器；9、弹性密封垫圈；10、密封油槽；11、密封冒；12、螺母；13、丝杠；14、

减速电机；15、连接销；16、弹簧；17、第一机械限位开关；18、第二机械限位开关。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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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2] 如图1所示，大孔径气体介质电动阀门，包括外壳体1，外壳体1上分别安装有基板2

和辅助基板3，基板2设置于所述辅助基板3的上方，基板2上设有通气口，基板2与辅助基板3

之间设有若干导向柱4，导向柱4上滑动安装有压板5和用于控制通气口开闭的闸板6，压板5

与闸板6之间设有弹性元件，压板5连接有驱动其上下往复运动的直线驱动装置，压板5上设

有用于检测所述压板5与闸板6之间相对位置的上限位置传感器7，辅助基板3上设有用于检

测所述压板5与辅助基板3之间相对位置的下限位置传感器8。闸板6与基板2的通气口之间

设有弹性密封垫圈9。

[0023] 为了进一步补充加强弹性密封垫的密封效果，基板2的下表面设有密封油槽10，密

封油槽10内设有密封油脂。闸板6上设有用于密封丝杠与闸板6之间空隙的密封冒11。

[0024] 本实施例中，直线驱动装置包括固定安装于压板5上的螺母12，所述螺母12内安装

有丝杠13，所述丝杠13连接有减速电机14，减速电机14固定安装于辅助闸板6上。

[0025] 另外，压板5与闸板6之间设有连接销15，给弹簧16一个初始压力，让闸板6和压板5

保持一个正方体的相对位置，这样丝杠13旋转时，闸板6和压板5可以在导向柱4上自由滑

动，不会卡住。

[0026] 本实施例中，导向柱4的数量有四个，弹性元件包括四个与导向柱4一一对应的弹

簧16，每一弹簧16均套设于对应的导向柱4上。

[0027] 此外，闸板6上设有用于上限位置传感器7损坏后对减速电机14进行保护的第一机

械限位开关17，辅助基板3上设有用于下限位置传感器8损坏后对减速电机14进行保护的第

二机械限位开关18。若上限位置传感器7损坏,当压板5与闸板6过份接近时,第一机械限位

开关17常闭触点断开,减速电机14停止供电；若下限位置传感器8损坏时,压板5与辅助基板

3过份接近,第二机械限位开关18常闭触点断开,减速电机14停止供电,这样可以更好保护

阀门不受损坏。

[0028] 其工作过程如下：

[0029] 减速电机14带动丝杠13旋转，通过压板5上的螺母12，将丝杠13的旋转运动转变为

压板5的上下运动，压板5通过弹簧16推动闸板6上下移动，从而实现阀门的开启和闭合。当

需要闭合阀门时，减速电机14轴带动丝杠13旋转，在压板5上有与丝杠13配套的螺母12，丝

杠13引起压板5向上移动，而四根导向柱4保证了压板5在运动时的平衡，在闸板6移动到顶

部时，压板5压住弹簧16，弹簧16压住闸板6，闸板6与基板2的通气口之间有弹性密封垫圈9，

垫圈周围涂有密封油脂，闸板6压住垫圈之后，气路关闭。上限位置传感器7检测压板5跟闸

板6之间到达确定的相对位置，弹簧16蓄积足够的压力能够压实密封通气口，传感器给出信

号，控制减速电机14停止转动，这样闸板6将通气口密封闭合以后，压板5不再继续运动，既

能保证闸板6压实，又能避免造成机械损坏。当需要开启阀门时，电机轴做反向转动，同样，

下限位置传感器8在压板5到达给定位置时，给出信号，电机停止转动，实现了阀门的开启。

[0030] 本发明在结构上应用弹簧16有以下妙处，第一、保证了闸板6需要的压力，与四根

导向柱4配合，让闸板6受力均匀；第二、能够给电机运转留出足够的反应空间，电机多转一

圈或少转一圈都能保证密封效果，并且有效保护阀门质量和寿命；第三、通过连接销15，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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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簧16一个初始压力，让闸板6和压板5保持一个正方体的相对位置，这样丝杠13旋转时，闸

板6和压板5可以在导向柱4上自由滑动，不会卡住，本发明人通过创造性思维设计出了这种

电动阀的叠板密封结构，该阀门的密封取决于闸板6与弹性密封垫之间的压力，密封垫有一

定弹性，只要闸板6能达到一定压力，能做到良好密封，大幅提高了阀门的密封性能。

[0031] 综上所述，本发明应用于气体通道密封，相比球阀，蝶阀，闸阀，不仅更加轻便，可

以安装对接管壁很薄的通风管路，而且大幅提高了阀门的密封性能，可制作各种大管径阀

门，适于各种通风管路，彻底解决了闸板阀应用在气体流体上尤其是大口径阀门应用在气

体流体上无法实现密封的技术难题，在阀门领域具有深远的意义。

[003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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