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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目录中的技术说明用作常规信息。装配、运行和维护时务必注意操作说明书以及产品上注明的提
示。

保留修改技术参数、选型和订购参数、附件和可供货性的权利。

所有尺寸均以毫米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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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用领域
RICKMEIER 齿轮泵用于液压、润滑系统，以及用于输送各类油或是润滑液的装置。。

典型应用领域

一般机械制造 汽车制造 仪器制造

工程机械 矿山技术设备

化工设备制造

柴油发动机 印刷机

电动机制造

汽车技术

燃气涡轮机 减速机 铸造技术

木材加工技术

工业减速机制造

制冷技术 压缩机制造 电厂技术

发动机制造

造纸机 泵制造

造船

纺织机械

压缩机制造

水力涡轮机

风力发电

轧钢工业 机床

水泥设备制造

典型输送介质

废油 ATF 油

钻孔润滑油

柴油

乳剂

齿轮油

燃料油 液压油

发动机油

聚二醇油 聚α烯烃油

切削油 重油

热传递媒介油

拉深润滑油 其他输送介质请咨询

图 1: 应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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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说明描述

3.1 结构

图 2: UNI 泵机

1 带管接口的外壳 2 轮罩

3 驱动轮轴 4 内齿圈

3.2 产品说明
RICKMEIER UNI泵总是沿一个流动方向进行介质泵送。这一特性使UNI泵适用于所有不允许反向流动
的应用场合。如果驱动轴旋转方向相反，泵会自动切换，同时保持单一的流动方向。相比其他的解
决方案，该巧妙的设计和使用最少数量的零件，使其更具有明显优势。

RICKMEIER UNI泵的一大特点是结构型式非常紧凑，因此可以安装在狭小空间（如风电机舱、船舶齿
轮箱或燃气发电机）与其他解决方案相比，
RICKMEIER UNI泵即使在高粘度状态下，流动阻力也较小，即内部压力损失很小。

RICKMEIER UNI泵没有密封件和阀门等易损件，因此维护成本很低，即使长时间运行，也无需进行维
护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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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原理

图 3: 内啮合齿轮泵的输送原理

UNI泵是内啮合式齿轮泵，因此是旋转式排量泵。驱动齿轮轴和内齿圈转动时，齿间空隙中所积聚的
介质会从吸入侧被输送到压力侧，并在该处通过互相啮合的齿轮被压出到压力侧。吸入侧和压力侧
通过一个密封片密封。流动介质的输送导致齿轮泵吸入侧产生压降。由于齿的不断啮合，流动介质
通过不断流入来补偿压降，从而形成连续的输送过程。

该过程对于气态和液体的介质执行方式都相同。因此齿轮泵可以自行给吸入侧排气，直到整个管内
都填满液体输送介质为止。

提示

以下条件下无法给吸入侧排气：
- 吸入侧不密闭，无法建立负压。
- 吸入侧管道系统或容器中的压力过低，从而不允许输送介质补入。存在真空或液位远低于齿轮泵
时，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传动液槽中的通风装置传动液槽中的油出口

图 4: 轴承油出口和持续通风装置

为支持系统排气，所有 UNI 泵机在压力侧都有直径为 1.5 mm 的持续通风装置。 
此外，建议在系统的压力管路中配置一个通风阀。

提示

RICKMEIER UNI泵没有轴密封圈，因为它们是为直接连接（例如在传动装置外壳上）而设计的。齿轮
泵的轴承油由驱动侧的滑动轴承和带孔的驱动齿轮轴流出，进入积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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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请确保，在切换旋转方向的时候，无论吸入管还是压力管都必须处于不带压力的状态。
请确保，在额定运行模式下齿轮泵出口侧的压力至少为 1 bar（压力计测定）。

提示

必须通过一个外部限压阀保护齿轮泵。

5 旋转和流量方向

A
A A

B
B B

图 5: 旋转和流量方向

A 流向箭头 B 旋转方向箭头

齿轮泵的旋转方向是任意的，并且通过齿轮泵上的旋转方向箭头进行了标记。

齿轮泵的流量方向始终不变，并且通过齿轮泵端盖上的流量方向箭头进行了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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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准规格和派生型
RICKMEIER UNI 泵机的可变模块化系统确保了可实现不同材料、壳体和功能派生型。

除了标准规格之外，由于齿轮泵的多样化、可变的类型，使其能够适应具体的应用。

6.1 材料

标准 替代方案

壳体 – EN-GJL-250 (GG-25)

轮轴 – 经硬化处理的表面渗碳钢
(16MnCrS5)

O 形环 – FKM – HNBR

– EPDM

– 其它，请咨询

滑动轴承 – P10/DU 型复合轴承 – 无铅和无有色金属的滑动轴
承

– 其它，请咨询

腐蚀防护 – 双组份油漆 RAL5002 – 不同的涂层材料和结构，请
咨询，例如类似于
DIN EN ISO 12944-C4

表格 1: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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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外壳派生型
默认情况下，根据DIN ISO 6162设计带有SAE法兰的管道接口。

可根据客户具体要求，也可以根据任意应用选择交付的外壳派生型。

标准 替代方案（任意形状的客户定制解决方案）

符合DIN ISO 6162且带米制 SAE 法兰的法兰泵

示例 R4.5（SAE 2，公称通径 50）

带螺纹选入孔的法兰泵（螺纹）

示例 R4.5/45

示例 R6.0（SAE 2.1/2，公称通径 65）

用于装入的插接泵

示例 R4.5/45

板式构造泵

示例 R4.0/35

表格 2: 外壳规格派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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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驱动方案
标准规格的 UNI 泵机配备圆柱形轴端和滑键。

为了与客户接口适配，可以提供不同结构型式的轴端，或者也可以配置小齿轮或联轴器。

标准 替代方案

圆柱形，带滑键

示例 R6.0/80

带额外轴承装置的驱动轮

示例 R4.5/54

带联轴器

示例 R4.5/45

表格 3: 驱动方案规格派生型

6.4 辅助轴承
可选， 例如在轴颈或小齿轮传动装置上有更高的径向负荷时，可以在泵机外壳中设额外的轴承。
此外，可以为特殊的应用情况设计单独的辅助轴承单元。

图 6: 带额外辅助轴承的 UNI 泵（例如 R6.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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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止回阀
更改转动方向切换 UNI 泵机时，抽吸侧和压力侧必须不带压力。为确保这一点，可以选择将一个止
回阀作为特殊型式集成到泵机的压力接头上。

图 7: 压力侧带止回阀的 UNI 泵（例如 R6.0/160）

6.6 噪声优化
RICKMEIER UNI 泵机与其他结构型式相比噪音更低。 
如果是输送介质空气含量较高，通常会导致明显的噪音。UNI泵可选择配置泵壳内部的额外加工，使
其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明显降低声压级。

视运行参数和空气含量的不同，声压级最高可降低15dB(A)。齿轮泵的输送性能和效率不会因此受到
负面影响，但如果是不含空气的输送介质，则这种修改预计不会减少噪音。

提示

作为 UNI泵的替代产品，我们的标准R5系列可配备UNI阀用于特定应用。通过集成在端盖上的弹簧式
换向阀，实现改变旋转方向后，保持单一流向的作用。

图 8: 带 UNI 阀的 R5 标准结构型式（示例 R4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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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名称和配置

7.1 型号代码
RICKMEIER UNI 泵机按以下代码命名：

Rx.x / xxx FL  - Z  -
K
V

Gxxx  -
SAExxx
DNxxx

UNI  - SDxxx  - SO

型号
几何排量 [cm³]
结构型式
轴端
接口尺寸
旋转方向
插塞直径
特殊规格

图 9: 型号代码

7.2 泵选择
根据下面的选择表，您可以勾选配置所需的泵规格。您可以将填写好的表格与您的要求一起发送给
我们。

很多应用只需粗体字所述的标准规格即足够。如果需要关于所提及选装件和派生型的更多信息，请
与我们联系。

当然，我们也可以为齿轮泵的设计提供支持。这种情况下，请与我们联系；请使用下面“泵设
计”一章中的表格。

7.2.1 结构尺寸（型号）/ 几何排量 Vg

R4.5 35 39 45 54 63

R6.0 80 100 125 160

请选择一个几何排量 Vg [cm
3]！

7.2.2 外壳变体版本

SAE 法兰泵（SAE 法兰）

G 法兰泵（螺纹接口）

SD 插接泵

板式构造泵（无管道）

其他

→ 请选择一个结构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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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驱动方案/轴端

Z 带滑键的圆柱形轴端

K 锥形轴端

V 齿部 (DIN 5480)

其他

→ 请选择一种轴端！

7.2.4 材料

壳体 EN-GJL-250 (GG-25)

O 形环 FKM

替代方案：HNBR, EPDM，其它请咨询

滑动轴承 P10/DU 型复合轴承

替代方案：不含铁基金属及有色金属的滑动轴承，其它请 
咨询

涂层 双组份油漆 RAL 5002

替代方案：其他色调，涂层材料和结构，请咨询

→ 请选择O 形环、滑动轴承的材料和涂层！

7.2.5 其它选装件

辅助轴承/单元 适用于更高的轴颈径向负荷

压力接口中的止回阀 用于无压力切换

噪声优化 适用于空气含量较高的输送介质

→ 请选择其它需要的可选规格！更多信息或若要协商规格细节，请与我们联系。

关于泵选择的其它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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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泵设计
如果您希望我们提供技术设计或要在下一章所述极限范围之外将设备投入运行，请为我们提供以下
数据：

所需的输送量（持续）： L/min

转速：

– 持续 rpm

– 最小/最大 rpm

入口压力（压力计）：

– 持续 bar

– 最小/最大 bar

出口压力（压力计）：

– 持续 bar

– 最大 bar

环境温度：

– 持续 °C

– 最小/最大 °C

输送介质温度：

– 持续 °C

– 最小/最大 °C

运动黏度：

– 持续 mm²/s

– 最小/最大 mm²/s

输送介质：

关于泵设计的其它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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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技术参数

8.1 使用限制
下面将介绍标准规格 UNI 泵机允许的最大运行条件。如果需要超过或低于这些数值范围，请联系
RICKMEIER。

作为保证长使用寿命和最高运行可靠性的前提条件，输送介质应具有润滑性，并且尽可能干净且无
腐蚀性，但无论如何不能有硬质混合物。

此外，下列范围也适用：

特性 最小 最大

输送介质 运动黏度 5 mm2/
s 1)

100000 mm2/s 1)

污染度
（依据 ISO 4406:1999，最高）

21/19/17

气体含量（不可溶解，最大值） 10 Vol. % 2)

温度（FKM 密封件） -40 °C 100 °C

入口压力（DIN 24312 标准的持续压力）3) -0.5 bar
 4)

0 bar

表格 4: 使用限制 

1) 根据应用和运行条件，可有较低或较高的黏度，请联系我们。
2) 输送介质中未溶解的气体可能导致噪声增加。
3) 压力计
4) 短时也可以更低（例如在启动状态下），请与我方联系。

8.2 运行数据

结构尺寸 输送容量 允许的最大运行参数 标准值

参见图例 1)

工作压力 2) 转速 输送流量 功率需求 声压级 3)

Vg
[cm3]

p
[bar]

n
[1/min]

Q
[dm3/min]

P
[kW]

Lp(A)
[dB(A)]

R4.5 35 25 2200 49 0,7 70

39 54 0,8

45 63 0,9

54 25 2200 76 1,1 67

63 89 1,2

R6.0 80 25 2200 113 1,6 76

100 141 2,0

125 25 2200 176 2,5 72

160 226 3,2

表格 5: 技术参数 

1) 转速 = 1450 rpm，黏度 = 33 mm²/s，工作压力 = 5 bar 

2) 低转速时避免高工作压力。在额定运行模式中必须确保，泵出口侧的压力至少为 1 bar（压力计）。如果要
为您的应用情况测定允许的最小转速，请与我们联系。
3) 给出的声压级数值适用于 UNI 泵机在试验台上的无气穴运行（与泵机的距离：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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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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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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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输送流量 vs 转速（数值适用于运动黏度 = 100 mm²/s 和出口压力 p2 = 12 bar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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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UNI泵尺寸表
下面几页展示的是基础UNI泵的尺寸。如果有关于设计以及特殊规格的问题，请联系我们。

9.1 结构尺寸 R4.5

排量 [cm³] 35 / 39 / 45 / 54 / 63

重量 [kg] 大约 16

吸入和压力接口法兰尺寸 SAE 2



TB3-6NNN-112_CN • 00 19 / 19

9.2 结构尺寸 R6.0

排量 [cm³] 80 / 100 / 125 / 160

重量 [kg] 大约 40

吸入和压力接口法兰尺寸 SAE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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