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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噪音衰减装置保持在压缩机盖中的方法

(57)摘要

一种压缩机壳体(12)和一种保持用于结合

具有固定在压缩机盖(14 )中的噪音衰减装置

(20)的涡轮增压器使用的方法。铆接工具(40)使

压缩机盖材料变形以保持噪音衰减装置(20)。压

缩机壳体(12)包括坐落在盖(14)中的第一肩部

(24)上的噪音衰减装置(20)，且第二肩部(26)变

形以将噪音衰减装置(20)固定在盖(14)中。将噪

音衰减装置(20)保持在盖(14)中可以包括利用

朝上的进气口部分(16)来安装盖(14)；将噪音衰

减装置(20)放置在进气口部分(16)中并且在第

一肩部(24)上；以及利用铆接工具(40)施加冲击

负载以使压缩机盖材料围绕噪音衰减装置(20)

变形以将其固定在盖(1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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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结合具有噪音衰减装置(20)的涡轮增压器使用的压缩机壳体(12)，所述

压缩机壳体(12)包括在压缩机盖(14)的进气口区段(16)中的第一肩部(24)，其中所述噪音

衰减装置(20)坐落在所述第一肩部(24)上，且所述压缩机壳体(12)包括所述压缩机盖(14)

中更大直径的第二肩部(26)，所述第二肩部(26)变形以将所述噪音衰减装置(20)固定在所

述压缩机盖(14)中；所述噪音衰减装置(20)具有坐落在所述第一肩部(24)上的安装面

(30)，所述第二肩部(26)相对于所述第一肩部(24)沿轴向向外进一步远离压缩机叶轮，所

述第一肩部(24)和第二肩部(26)形成所述进气口区段(16)的内径，所述第二肩部(26)的材

料沿径向向内方向变形，以便与所述噪音衰减装置(20)的安装面(30)接合，从而将噪音衰

减装置(20)固定在压缩机盖(14)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压缩机壳体(12)，其中所述噪音衰减装置(20)是压制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压缩机壳体(12)，其中所述第二肩部(26)包括接合所述安装

面(30)的局部变形。

4.一种适用于结合涡轮增压器使用的将噪音衰减装置(20)保持在具有进气口区段

(16)处的第一肩部(24)和第二肩部(26)的压缩机盖(14)中的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利用所述进气口区段(16)安装所述压缩机盖(14)；

将所述噪音衰减装置(20)抵着所述第一肩部(24)放置；

利用铆接工具(40)施加特定冲击负载在所述第二肩部(26)上；以及

利用所述铆接工具(40)的冲击力使所述第二肩部(26)的压缩机盖材料围绕所述噪音

衰减装置(20)变形以将所述噪音衰减装置(20)固定在所述压缩机盖(14)中的适当位置；

其中，所述噪音衰减装置(20)具有坐落在所述第一肩部(24)上的安装面(30)，所述第

二肩部(26)相对于所述第一肩部(24)沿轴向向外进一步远离压缩机叶轮，所述第一肩部

(24)和第二肩部(26)形成所述进气口区段(16)的内径，所述第二肩部(26)的材料沿径向向

内方向变形，以便与所述噪音衰减装置(20)的安装面(30)接合，从而将噪音衰减装置(20)

固定在压缩机盖(14)中。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铆接工具(40)被垂直安装。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中将所述噪音衰减装置(20)放置在所述第一肩部

(24)上的所述步骤包括将所述噪音衰减装置(20)的安装面(30)放置在所述第一肩部(24)

上。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铆接工具(40)包括被配置成根据冲击提供局

部变形的区域的突出刻压机。

8.一种将噪音衰减装置(20)保持在具有进气口区段(16)处的第一肩部(24)和第二肩

部(26)的压缩机盖(14)中的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利用面朝上的所述进气口区段(16)安装所述压缩机盖(14)；

将所述噪音衰减装置投入所述进气口区段(16)中抵靠所述第一肩部(24)；

利用垂直安装的铆接工具(40)施加冲击负载在所述第二肩部(26)上；以及

利用所述铆接工具(40)的刻压机(42)的冲击力使所述第二肩部(26)的压缩机盖材料

围绕所述噪音衰减装置(20)变形以将所述噪音衰减装置(20)固定在所述压缩机盖(14)中

的适当位置；

其中，所述噪音衰减装置(20)具有坐落在所述第一肩部(24)上的安装面(30)，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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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肩部(26)相对于所述第一肩部(24)沿轴向向外进一步远离压缩机叶轮，所述第一肩部

(24)和第二肩部(26)形成所述进气口区段(16)的内径，所述第二肩部(26)的材料沿径向向

内方向变形，以便与所述噪音衰减装置(20)的安装面(30)接合，从而将噪音衰减装置(20)

固定在压缩机盖(1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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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噪音衰减装置保持在压缩机盖中的方法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在2014年1月31日申请的，题目为“将噪音衰减装置保持在压缩机盖中

的方法”的美国临时申请号61/934,057的优先权及全部权益，其在这里被引用作为参考。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涉及将噪音衰减装置保持在涡轮增压器的压缩机盖进气口中的方法。更具

体地，本发明涉及关于通过使压缩机盖材料变形以保持噪音衰减装置的铆接工具的压缩机

壳体、方法和设备。

背景技术

[0004] 相关技术说明

[0005] 涡轮增压的优点包括增加的功率输出、较低的燃料消耗和减小的污染物排放。发

动机的涡轮增压不再主要从高功率性能方面考虑，而是看作由于较低二氧化碳(CO2)排放

而降低燃料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方式。目前，涡轮增压的主要原因是使用废气能量来降低燃

料消耗和排放。在涡轮增压发动机中，燃烧空气在供给到发动机之前被压缩。发动机吸出与

自然吸气式发动机相同体积的空气燃料混合物，但由于较高的压力，因而，较高的密度，更

多的空气和燃料质量以受控方式被供给到燃烧室中。因此，更多的燃料可以被燃烧，使得发

动机的功率输出相对于速度和排量增加。

[0006] 在废气涡轮增压中，通常被浪费的一些废气能量被用于驱动涡轮机。涡轮机包括

涡轮机叶轮，其被安装在旋转轴上并被废气流可旋转地驱动。涡轮增压机使这种通常被浪

费的废气能量返回至发动机，从而有助于发动机的效率和节省燃料。由涡轮机驱动的压缩

机吸进过滤的环境空气，将其压缩并然后将其供给至发动机。压缩机包括压缩机叶轮，其被

安装在相同的旋转轴上使得涡轮机叶轮的旋转引起压缩机叶轮的旋转。

[0007] 涡轮增压器典型地包括连接至发动机的排气歧管的涡轮机壳体、连接至发动机的

进气歧管的压缩机壳体和将涡轮机和压缩机壳体联接在一起的轴承壳体。

[0008] 本发明集中在涡轮增压器的压缩机端部。压缩机被设计成有助于增加发动机空气

进气歧管中的空气的压力和密度以允许发动机汽缸在每个进气冲程期间摄取更多质量的

空气。压缩机包括允许空气流通向压缩机叶轮的管状进气口。通常，进气口的内壁成锥形，

其可以模制为一体的内壁或者设置为进气口中的插件的壁。

[0009] 环形挡板为插件的一个类型。英国专利2,256,460示出了具有由安装在压缩机壳

体上的环形挡板限定的进气口的一部分的实例。截头锥挡板可以通过固定螺钉或螺栓、通

过压配入壳体或者通过扣式装配接合而安装。由于气流路径的方向的变化，噪音可以被降

低。该挡板衰减了噪声。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涉及将噪音衰减装置保持在涡轮增压器的压缩机盖进气口直径中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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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设备包括使用使压缩机盖材料(比如金属)变形以保持噪音衰减装置的铆接工具。

[0011] 该铆接工具和冲击基座(压)可使压缩机盖材料(即金属)围绕噪音衰减装置变形

并将噪音衰减装置固定在适当位置。铆接工具包括从端部延伸的刻压机。

[0012] 具有固定的噪音衰减装置的压缩机壳体可具有位于压缩机盖的进气口部分中的

第一肩部(该噪音衰减装置坐落于第一肩部上)和位于压缩机盖中第二肩部，第二肩部具有

比第一肩部较大的直径，第一肩部被变形以将噪音衰减装置固定在压缩机盖中。

[0013] 一种将噪音衰减装置保持到具有在进气口部分处的第一肩部和第二肩部的压缩

机盖中的方法可包括以下步骤：安装压缩机盖，其中进气口部分优选面朝上；将噪音衰减装

置放置或投入抵靠第一肩部的进气口部分；使用铆接工具施加冲击载荷；以及以铆接工具

的刻压机的冲击力使第二肩部的压缩机盖材料围绕噪音衰减装置变形而将噪音衰减装置

固定到压缩机盖中的适当位置。

[0014] 这种将噪音衰减装置保持到压缩机盖的方法取消了附加操作的使用，比如，加工

螺纹、钻孔和销连，以及施加粘合剂，这些均是当前保持噪音衰减装置的方法。

[0015] 采用铆接工具以使压缩机盖材料变形而保持噪音衰减设备的优点包括简化设计、

减少加工、加速装配、减少部件以及无粘合剂固化时间。部件不能变松，并且存在较少可以

振动的部件。

附图说明

[0016] 当结合附图进行考虑时通过参考下面的详细描述，将容易认识并更好地理解本发

明的优点，其中：

[0017] 图1是固定在涡轮增压器的压缩机壳体的压缩机盖中的噪音衰减装置的立体图；

[0018] 图2是噪音衰减装置的立体图；

[0019] 图3是图2的噪音衰减装置的立体图的剖面图；

[0020] 图4示出了具有两个肩部的压缩机盖的剖面图；

[0021] 图5是朝待安装在压缩机壳体的压缩机盖中的噪音衰减装置移动的铆接工具的放

大侧视图；

[0022] 图6是朝压缩机壳体的压缩机盖移动的噪音衰减装置的剖面图；

[0023] 图7是坐落在压缩机盖的肩部的噪音衰减装置的安装面的剖面图；

[0024] 图8是具有朝坐落在肩部的噪音衰减装置移动的刻压机的铆接工具的立体图；

[0025] 图9示出了按压到邻近噪音衰减装置的肩部的铆接工具的刻压机的剖面图；

[0026] 图10是固定噪音衰减装置的压缩机盖的变形的剖面图；

[0027] 图11示出了具有刻压机的铆接工具的立体图；以及

[0028] 图12示出了铆接工具上的刻压机的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涡轮增压器是公知的且包括涡轮机和压缩机，其中压缩机叶轮通过涡轮机叶轮经

由旋转轴可旋转地驱动。旋转轴支撑在连接至发动机的排气歧管的涡轮机壳体和连接至发

动机的进气歧管的压缩机壳体12之间的轴承壳体中。

[0030] 如本文通常理解和使用的术语压缩机壳体12，广义地说指的是安放压缩机叶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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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具有进气口部分16的压缩机盖14的部件。图1示出了固定在压缩机壳体12的压缩机盖

14中的噪音衰减装置20。图4示出了具有在空气所流入处的盖14的最外部分处的中空圆柱

形进气口部分16的压缩机盖14。如图4和图6至图10所示，进气口部分16具有外壁22，其中第

一肩部24和第二肩部26形成于外壁22的内表面上。

[0031] 压缩机壳体12具有压缩机盖14，其中第一肩部24作为外壁22(其中坐落有噪音衰

减装置20)的进气口部分16的内径，位于发动机盖14中的第二肩部26具有较大直径，其被变

形以将噪音衰减装置20固定在压缩机盖14中。第二肩部相对于第一肩部24轴向向外定位

(例如，进一步远离压缩机叶轮)。噪音衰减装置20具有坐落在第一肩部24上的环形安装面

30。当第二肩部26被变形时，安装面30通过第二肩部26的变形部分接触和接合。噪音衰减装

置20优选为压制钢，其从安装面30向内使成锥形或向内使成漏斗形以与压缩盖14的内壁32

互补。

[0032] 将噪音衰减装置20保持在涡轮增压器的压缩机盖进气口直径中的方法包括使用

使压缩机盖材料(即，金属)变形的铆接工具40(图11和12)以将噪音衰减装置20保持在进气

口16内。噪音衰减装置20优选地是简单的压制钢设计，其具有如图2和3所示的安装面30，所

述安装面30可位于如图7中所示的互补压缩机盖肩部24上。

[0033] 压缩机盖14具有定位噪音衰减装置20的第一肩部24(宽松公差最初是可接受的)

和形成直径作为铆接工具40的刻压机42定位和按压的托架的第二肩部26。这些肩部24和26

优选地被加工为进气口16的内径来作为压缩机盖14的外壁22的部分。保持噪音衰减装置20

不需要压缩机盖14的任何其它特殊加工。

[0034] 铆接工具40和冲击器(即，基座和/或冲床)可使压缩机盖材料围绕噪音衰减装置

20变形并且将噪音衰减装置20固定在适当位置。如图11和12中所示，铆接工具40可以是硬

化钢圆柱形管，其中轴向突出刻压机42围绕管的直径位于管的一端处。刻压机42可以改变

数量、形状和节距，其中更多刻压机42优选地用于更大直径。在所说明的实施例中，八个刻

压机42等间隔地围绕在管端的周边。刻压机42被塑形成获得压缩机盖14中的正确几何形

状。例如，每一刻压机42具有形成管外表面的延伸部的外表面42a以及凹曲内表面42b。刻压

机外表面42a和内表面42b在线边缘42c处相交。

[0035] 铆接工具40优选地垂直安装在支撑轴机构(诸如心轴)上。心轴可连接至基座类型

的冲击器，诸如用于施加特定冲击负载至铆接工具40的杠杆操作式弹簧加载装置。压缩机

盖14以及噪音衰减装置20至压缩机盖14中的简便放置且接着手动或自动地操作杠杆以致

动铆接工具40允许快速装配。

[0036] 图5示出了朝坐落和保持在压缩机壳体12的压缩机盖14中的噪音衰减装置20移动

的铆接工具40。铆接过程优选地包括利用面向上的进气口部分16安装压缩机盖14，因此噪

音衰减装置20可被简单地投入至进气口部分16中。

[0037] 图6示出了朝压缩机盖14的第一肩部24移动的噪音衰减装置20的部分。噪音衰减

装置20可诸如通过将噪音衰减装置20投入至压缩机盖14的第一肩部24上的适当位置中且

在进气口部分16中来放置在第一肩部24附近以进行装配，所述进气口部分16如图5至10中

所示优选地面向上。

[0038] 图7示出了坐落在压缩机盖14的第一肩部24上的噪音衰减装置20的安装面30。铆

接工具40朝具有坐落其上的噪音衰减装置20的第二肩部26移动如图8中所示。刻压机42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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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肩部26对准。

[0039] 图9示出了被按压至邻近于噪音衰减装置20的第二肩部26中的铆接工具40的刻压

机42。对铆接工具40的冲击迫使刻压机42进入压缩机盖材料中，且铆接工具40使压缩机盖

材料沿径向向内方向局部变形。所变形的材料接合安装面30以将噪音衰减装置20固定在压

缩机盖进气口直径中的适当位置。

[0040] 图10示出了压缩机盖14在第二肩部26处产生的变形，所述变形将噪音衰减装置20

固定至压缩机盖14的外壁22。

[0041] 最小负载运用此保持方法被施加在噪音衰减装置20上使其远离刻压机42。当压缩

机盖14的材料由于铆接工具40变形时，噪音衰减装置20仅通过两部分便牢固地固定至压缩

机盖14，而无需诸如使用粘附剂的其它操作。

[0042] 本发明已通过说明性方式进行了描述，且应当理解的是，所使用的术语旨在描述

含义的本质而非限制本质。鉴于以上教导，本发明可进行许多修改和改变。因此，应当理解

的是，在所附权利要求书的范围内，可以除具体描述的方式之外的方式来实践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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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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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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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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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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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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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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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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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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