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定速及变速传动装置的能效和生产力

内啮合齿轮泵 
QX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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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XEH 内啮合齿轮泵  100-FL-000175

产品描述

适用于定速及变速传动装置

 � 液压动力单元

 � 塑料加工设备

 � 压力铸造设备

 � 金属成型设备

 � 风力涡轮机

高可靠性 
非补偿结构

QXEH 系列为适用于定速及变速传动装置
的单级内啮合齿轮泵。得益于使用高精
度的齿轮部件及主齿轮轴（主齿轮和轴
共同形成一个组件)，使得齿轮泵能够
即使在低转速下也可实现极低的脉动水
平。QXEH 内啮合齿轮泵提供多种尺寸
供选择（3、4、5 及 6), 在压力等级2
下所有尺寸均可达到250 bar (连续) / 
280 bar (间歇) 的最高运行压力范围

优势

应用示例

 � 提高生产力

 � 节能水平高达 70%

 � 降噪水平高达 20 dB (A)

 � 显著提高运行安全性

 � 降低维护和运行成本

QXEH32 内啮合齿轮泵

主齿轮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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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 紧凑型、非补偿结构

 � 得益于采用主齿轮轴技术，可实现极低的压力和
流量脉动水平

 � 在高速、低速以及反向运行中提供一流的可靠性

 � 在定速及变速传动装置中经过实践验证

 � 即便在高交变载荷下也可确保经久耐用

功能

 � 全新款 QXEH 系列齿轮泵为内有一对齿轮
的单级泵。该系列产品采用对称设计，具
有固定结构的月牙隔板，且齿圈、主齿轮
和月牙隔板之间无需任何密封件。

 � 所有旋转组件的尺寸稳定性都有所增强，
这有助于改善 QXEH 齿轮泵的整体稳定水
平，进而从根本上提高运行性能。

 � 此外，该系列产品通过特殊设计的压力
补偿装置来调节齿圈关键承载区的压力分
布，从而显著改进了齿圈的液压动力润滑
性能。得益于使用经过反复验证的专业齿
形技术,QXEH内啮合齿轮泵具有良好的自
吸性能，并可显著降低运行噪声。

 � QXEM内啮合齿轮单元采用完全对称的低/
高压力区设计，是多象限应用的理想选择齿圈

月牙隔板

主齿轮

高/低压力区
低/高

压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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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XEH 内啮合齿轮泵  100-FL-000175

传统液压装置 高效的现代化液压装置

有有效功率

阀门节流损失

液压泵

电动马达系统

主电源

5 5

传统液压装置

挑战

能量损耗高达 84 %

 � 系统：  举升和下降

 � 此处分析：  负载下降

 � 有效功率:

最低 70% 的有效功率
能量在传动系统内会产生大量损耗：
有时候，输出的有效能量
甚至低于输入能量的 20%！
欧洲新标准“能量传动系统生态设计
– DIN EN 50598-2”综合考虑了
整个系统。

基于生态设计标准 EN 50598-2 的解决方案

提高能效



6

www.bucherhydraulics.comwww.bucherhydraulics.com

3~ 

回收功率 14,4 kW  

潜在功率 16,7 kW   

传动模块 主电源 

节流损失 0,3 kW

能量回收 

马达系统   

泵送损失 2,0 kW

负载压力 100 bar

流量 100 l/min  
负载

QXEH

主电源

辅
助

阀 节流损失
0,3 kW

负载压力 200 bar
流量 50 l/min  

泵送损失
2,0 kW   

3~ 

负载 
潜在功率
16,7 kW   

马达系统  

能量回收 

传动模块 

回收功率 14,4 kW  

Q
X

EM

泵在闭式回路中的
4象限变速应用

泵在开式回路中的
2象限变速应用

节能水平高达 70%
 � 系统：  举升和下降

 � 此处分析:  负载下降

 � 有效功率:

节能水平高达 70%
 � 系统:  双杆油缸, 

  正向及反向负载的举升和下降

 � 此处分析： 负载下降

 � 有效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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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XEH 内啮合齿轮泵  100-FL-000175

类型
泵出口侧的最大运行压力 (bar) 
连续              间歇                        

排量 
cm3/转

最大转速
rpm

QXEH32 250 280 10,0 - 15,6 3800 - 4600

QXEH42 250 280 20,4 - 32,4 3400 - 4000

QXEH52 250 280 39,3 - 63,7 2800 - 3200

QXEH62 250 280 80,2- 160,5 2300 - 2700

技术数据

未来传动系统的风向标

QXEH/M 变速传动装置

应用领域

QX系列内啮合齿轮单元的完美补充

QXEH齿轮泵具有卓越的可靠性，经实践证明
是带反转模式的高动态伺服传动装置的理想
选择。QXEH系列单级齿轮泵的最高运行压力
为 280 bar，在整个QX系列内啮合齿轮单元
产品组合中处于压力等级 2 和 3 之间。

最大运行压力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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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和生产力

高能效 

QXEH 系列为您在所有应用领

域中执行关键项目提供了一
个经济高效的基础平台,有助
于提高能效和生产力。在能
效方面，QXEH 具有一流的机
械效率。非补偿结构可显著
降低机械摩擦。
此外，介质将通过特殊设计
及铸造的吸/送油通道进入齿
轮泵，从而可确保极低的流
量紊动。这些技术特性都有
助于降低能耗。

提高设备生产力 
QXEH 系列产品采用对称结

构，配备固定月牙隔板，无
需使用密封件，因此可确保
最大程度的运行可靠性，进
而提高设备生产力，为用户
带来显著优势。在高动态伺
服驱动系统中，当齿轮泵需
要短暂切换至反向模式以避
免压力峰值时，这一特性的
优势将尤为凸显。QXEH 系列
内啮合齿轮泵的运动部件 封
装在精密制造的泵壳中，其
中包含可自由运行的齿轮，
且月牙隔板中无密封件，因
此泵出口处无需特殊背压。
即便在反向模式下，齿轮泵
也可在出口压力为 1 bar 左
右时维持高效运行。这不仅
有助于改善驱动系统可靠
性，还可为您节省辅助阀的
相关成本和所需能量（传统
齿轮泵需要安装辅助阀来预
防反向运行故障)。

多象限模式

为了支持多象限模式运行，

布赫液压开发了一种特殊设
计：QXEM 系列内啮合齿轮单
元。QXEM 系列产品的核心设
计之一便是对称结构，其高压
和低压区采用完全相同的设
计。该设计具备特殊的计量槽
和润滑系统，以及两个相同尺
寸的抗高压进/出油口，并专
门针对 2 象限和 4 象限模式
而优化，是高压及低压双向旋
转应用的理想选择。

QXEH 变速传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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