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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汽车用变排量摆片式机油泵》标准包括以下部分： 

——第一部分：术语； 

——第二部分：技术规范； 

——第三部分：试验方法和装置。 

本部分是标准的第二部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苏州赫尔拜斯泵业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苏州赫尔拜斯泵业有限公司、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江苏省汽车工程学会、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无锡柴油机厂、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清研再制造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家港清研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苏州斯丹达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罗金、赵祥伟、王微、董金聪、徐海英、李建文、陈维余、李彩萍、徐强、张

腾龙、胡建峰、薛绍军、王玉、穆青木。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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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用变排量摆片式机油泵 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变排量摆片式机油泵的分类、基本参数、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

储存。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发动机、变速箱用变排量摆片式机油泵，其它用途的摆片式液压油泵或以其它液

体为工作介质的摆片泵也可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JB/T 7039  液压叶片泵 

T/CSAE 124.3  汽车用变排量摆片式机油泵  试验方法和装置 

3  分类、基本参数 

3.1  分类 

3.1.1  按驱动方式分为以下两类： 

a) 机械摆片泵；  

b) 电子摆片泵。 

3.1.2  按输出模式分为以下两类： 

a) 单压输出变排量摆片泵； 

b) 双压输出变排量摆片泵。 

3.2  基本参数 

 基本参数包括： 

a) 主液压腔理论排量； 

b) 高压腔理论排量； 

c) 主液压腔额定流量； 

d) 高压腔额定流量； 

e) 主液压腔额定压力； 

f) 高压腔额定压力； 

g) 额定转速。 

4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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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壳体质量 

泵壳体经目视检查不得有裂纹。 

4.2  主动轴转动灵活性 

按 T/CSAE 124.3-2020，5.1 的规定进行主动轴转动灵活性试验，不应有卡死现象。 

4.3  转速特性 

按 T/CSAE 124.3-2020，5.2 的规定进行转速特性试验，绘制流量、压力、扭矩及输入机械功率与

转速的关系曲线图。 

4.4  热怠速压力 

按 T/CSAE 124.3-2020，5.3 的规定进行热怠速压力试验，出口压力不应低于许用压力，许用压力

限值不低于 1.5 bar或按客户要求。 

4.5  万有特性 

按 T/CSAE 124.3-2020，5.4 的规定进行万有特性试验，绘制流量、扭矩、输入机械功率、容积效

率及总效率与压力的关系曲线图。 

4.6  容积效率和总效率 

按 T/CSAE 124.3-2020，5.4 的规定进行万有特性试验，在额定转速、额定泵出口压力时，容积效

率及总效率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１  容积效率和总效率 

类型 
额定压力 

Bar 

效率 

% 

容积效率 总效率 

机械摆片泵 

p≤10 ≥95 ≥70 

10＜p≤60 ≥85 ≥65 

60＜p≤180 ≥80 ≥60 

电子摆片泵 
p≤60 ≥80 ≥58 

60＜p≤180 ≥72 ≥54 

注 1：测试流体温度为 90 ℃。 

注 2：单压输出模式下测试。 

注 3：测试转速为 2000 rpm。 

4.7  压力脉动 

按 T/CSAE 124.3-2020，5.5 的规定进行压力脉动试验，出口压力脉动振幅值应不大于±2 bar或满

足客户要求。 

4.8  迟滞损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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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T/CSAE 124.3-2020，5.6的规定进行迟滞损失试验，迟滞损失率应≤10 %。 

4.9  变排量转换时间 

按 T/CSAE 124.3-2020，5.7 的规定进行变排量转换时间试验，变排量时从最大排量到最小排量的

转换时间≤200 ms。 

4.10  压力建立时间 

按 T/CSAE 124.3-2020，5.8 的规定进行压力建立时间试验，压力建立时间应小于 10 s 或满足客户

要求。 

4.11  冷启动特性 

按 T/CSAE 124.3-2020，5.9 的规定进行冷启动压力试验，绘制压力、扭矩及转速与时间的关系曲

线图。 

4.12  耐久性 

按 T/CSAE 124.3-2020，5.10的规定进行耐久性试验，总效率降低值应小于 5 %。 

4.13  噪声 

按 T/CSAE 124.3-2020，5.11 的规定进行噪声试验，在油泵转速 1000rpm，泵出口压力 1.5bar时，

结果应不大于 70 dB或满足客户要求。 

4.14  清洁度 

按 T/CSAE 124.3-2020，5.12 的规定进行清洁度试验，每 1000 cm
2
零件表面杂质质量应小于 4 mg，

最大杂质尺寸应小于 600 μm或满足客户要求。 

5   检验规则 

除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外，其它按 JB/T 7039-2006 第9章的规定执行。试验的项目和方法见表2。 

表2  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 

试验类别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试验频率 

型式试验 

1 热怠速压力 T/CSAE 124.3-2020，5.3 

按JB/T 7039-2006  

第9章要求 

2 容积效率和总效率 T/CSAE 124.3-2020，5.4 

3 压力建立时间 T/CSAE 124.3-2020，5.8 

4 耐久性 T/CSAE 124.3-2020，5.10 

出厂检

验 

1 壳体质量 目视检查 全检 

2 主动轴转动灵活性 T/CSAE 124.3-2020，5.1 全检 

3 热怠速压力 T/CSAE 124.3-2020，5.3 全检 

4 容积效率和总效率 T/CSAE 124.3-2020，5.4 按客户要求 

5 压力脉动 T/CSAE 124.3-2020，5.5 按客户要求 

6 迟滞损失率 T/CSAE 124.3-2020，5.6 按客户要求 

7 变排量转换时间 T/CSAE 124.3-2020，5.7 按客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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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试验类别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试验频率 

出厂检验 

8 压力建立时间 T/CSAE 124.3-2020，5.8 按客户要求 

9 耐久性 T/CSAE 124.3-2020，5.10 按客户要求 

10 噪声 T/CSAE 124.3-2020，5.11 按客户要求 

11 清洁度 T/CSAE 124.3-2020，5.12 按客户要求 

6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6.1  标志 

6.1.1  外壳上应有二维码或条形码标志，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产品名称； 

b) 产品物料号； 

c) 制造商； 

d) 生产批号； 

e) 生产日期。 

6.1.2  标志的方式及位置应在产品文件中规定或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6.2  包装 

6.2.1 应放置在干燥、防尘、防潮、防振的包装箱内。包装箱上应标明以下标志： 

a） 小心轻放； 

b） 向上； 

c） 防雨； 

d） 防晒； 

e） 堆码层数极限； 

f） 禁止翻滚。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按 GB/T 191的规定执行。产品包装、标志也可按供需双方协议执行。                              

6.2.2 包装箱上应包含以下信息： 

a） 品名； 

b） 型号； 

c） 数量； 

d） 制造商； 

e） 地址； 

f） 净质量； 

g） 总质量。 

6.2.3 包装箱内宜包含以下随机文件： 

a） 装箱单； 

b） 产品合格证； 

c） 使用说明书； 

d） 出厂检验报告。 

6.3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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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过程中应摆放稳实，采取防止碰撞的保护措施。装卸和运输时不应用抛掷、滑动、电磁搬运等

方式。 

6.4  储存 

6.4.1 宜储存在通风、清洁、干燥的室内。 

6.4.2 储存期间，应做防锈处理，6个月内不应发生锈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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