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CN 10942468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3.05
(21)申请号 201710746102 .1
(22)申请日 2017 .08 .26
(71)申请人 张青珍
地址 726200 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龙驹寨
镇南沟村西沟口西沟27号
(72)发明人 张青珍
(51)Int .Cl .
F16F 9/088(2006 .01)
F16F 9/34(2006 .01)
F16F 9/32(2006 .01)

CN 109424685 A

权利要求书1页

(54)发明名称
一种新型油气弹簧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新型油气弹簧，
上吊环固定
装置的内腔中有一个上半球室，
工作缸筒的上口
处有橡胶油气隔膜，
上半球室和橡胶油气隔膜形
成一个密封的内充高压气的高压气室，
橡胶油气
隔膜、
工作缸筒内壁及位于橡胶油气隔膜下方的
活塞之间围成封闭的无杆腔，
活塞、
活塞杆外壁、
工作缸筒内壁和下壁之间围成环形腔，
活塞杆的
内腔中有气囊和阻尼阀；
阻尼阀的侧壁上开有四
个沿径向均布的第二梯形通孔，
活塞杆的侧壁上
开有四个沿径向均布的与四个第二梯形通孔在
同一径向位置的第一梯形通孔；
气囊内气体的压
强和环形腔液体的压强会产生压差，
气囊被压缩
或膨胀，
实现节流孔面积持续变化，
可增强车辆
的平顺性，
延长油气弹簧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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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新型油气弹簧，
上端是上吊环固定装置(1) ，
中间是固定连接上吊环固定装置
(1)的工作缸筒(5)，
工作缸筒(5)的内腔中有活塞(6)，
活塞(6)固定连接活塞杆(7)上端，
活
塞杆(7)下端向下伸出工作缸筒(5)之外固定连接下吊环固定装置(12) ，
其特征是：
上吊环
固定装置(1)的内腔中有一个上半球室(3) ，
工作缸筒(5)的上口处有橡胶油气隔膜(4) ，
上
半球室(3)和橡胶油气隔膜(4)形成一个密封的内充高压气的高压气室(A) ，
橡胶油气隔膜
(4)、工作缸筒(5)内壁以及位于橡胶油气隔膜(4)下方的活塞(6)之间围成封闭的无杆腔
(B) ，
活塞(6)、
活塞杆(7)外壁、工作缸筒(5)内壁和下壁之间围成环形腔(E) ，
活塞杆(7)为
空心的圆柱形杆件，
活塞杆(7)的内腔中有气囊(15)和阻尼阀(8) ，
整个气囊(15)形成封闭
的气囊腔(C) ，
气囊(15)的上表面与活塞(6)的下底面紧密粘合，
气囊(15)的下表面与阻尼
阀(8)上表面紧密粘合，
阻尼阀(8)、
活塞杆(7)的内侧壁与内下壁之间围成活塞杆内腔(D) ；
阻尼阀(8)是一个开口朝下的圆筒形，
上表面封闭，
阻尼阀(8)的侧壁上开有四个沿径向均
布的第二梯形通孔(10) ，
活塞杆(7)的侧壁上开有四个沿径向均布的第一梯形通孔(9) ，
四
个第一梯形通孔(9)分别与四个所述第二梯形通孔(10)在同一径向位置；
活塞杆(7)的侧壁
上还开有沿径向均布的四个常通孔(14) ，
四个常通孔(14)分别位于四个第一梯形通孔(9)
的正下方；
所述无杆腔(B)、
活塞杆内腔(D)和环形腔(E)中均充有液压油。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油气弹簧，
其特征是：
阻尼阀(8)的侧壁上开有四个沿径
向均布的导向盲槽(21) ，
每两个第二梯形通孔(10)的正中间布置一个导向盲槽(21) ，
每个
导向盲槽(21)均由连续的上段垂直矩形槽、
中间水平矩形槽和下段垂直矩形槽组成，
上段
垂直矩形槽的上端为截止端，
该截止端与第二梯形通孔(10)的上端高度平齐，
下段垂直矩
形槽的下端与阻尼阀(8)下表面连通；
活塞杆(7)的内侧壁上固定设置四个沿径向均布的缓
冲块(22) ，
四个缓冲块(22)分别与四个导向盲槽(21)间隙配合，
四个缓冲块(22)的上表面
与第一梯形通孔(9)上表面平齐。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新型油气弹簧，
其特征是：
导向盲槽(21)的上段垂直矩形槽为
工作区域，
工作区域的上下高度为活塞(6)的最大行程的1/2。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油气弹簧，
其特征是：
活塞杆内腔(D)的容积是环形腔(E)
的容积的两倍。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油气弹簧，
其特征是：
上半球室(3)的直径与工作缸筒(5)
的内径相同，
上半球室(3)的球壁上开有一个气口，
上吊环固定装置(1)的侧壁上开有进气
孔(2)，
气口和进气孔(2)之间连接充气软管(20)。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油气弹簧，
其特征是：
常通孔(14)的轴向位置是在最大压
缩行程时常通孔(14)不被阻尼阀(8)堵住且在最大拉伸行程中常通孔(14)在工作缸筒(5)
底部的上端的范围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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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油气弹簧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悬架系统领域，
具体是一种阻尼可变的油气弹簧。
背景技术
[0002] 在汽车悬架系统中，
油气弹簧是一种性能优良的悬架弹性阻尼元件，
是油气悬架
的核心部分，
兼有阻尼特性和非线性刚度特性，
是以惰性的氮气作为弹性元件，
利用油液的
流动阻力实现减振，
同时利用油液的不可压缩性实现较为准确的运动和力的传递。油气弹
簧具有变刚度特性，
使安装油气悬架的车辆可得到较低的固有振动频率，
从而改善驾驶员
的劳动条件和提高平均车速，
而且油气弹簧还可实现车身高度的调节。
[0003] 现有的油气弹簧有多种结构形式，
分为单气室、双气室、两级压力室等，
单气室油
气弹簧又分为油气分隔式和油气不分隔式。现有的油气弹簧都包括阻尼阀和节流阀这两个
重要的部件，
节流阀多为金属阀片式，
节流面积随压差变化，
这种油气弹簧在重载荷下，
金
属阀片容易产生疲劳、损坏等不良后果；
另外，
阻尼阀上下运动时，
是采用螺旋弹簧作为阻
尼阀的弹性元件带动阻尼阀上下运动，
阻尼阀的运动容易受油液运动的影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油气弹簧在重载荷作用下金属阀片易疲劳损
坏以及阻尼阀的运动容易受油液运动的影响等缺陷，
提供一种实体阀式阻尼可变的新型油
气弹簧，
采用刚性阀体代替传统节流孔金属阀片，
利用气囊作为阻尼阀的弹性元件带动阻
尼阀上下运动。
[0005]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
本发明上端是上吊环固定装置，
中间是固定连接上吊环
固定装置的工作缸筒，
工作缸筒的内腔中有活塞，
活塞固定连接活塞杆上端，
活塞杆下端向
下伸出工作缸筒之外固定连接下吊环固定装置，
上吊环固定装置的内腔中有一个上半球
室，
工作缸筒的上口处有橡胶油气隔膜，
上半球室和橡胶油气隔膜形成一个密封的内充高
压气的高压气室，
橡胶油气隔膜、工作缸筒内壁以及位于橡胶油气隔膜下方的活塞之间围
成封闭的无杆腔，
活塞、
活塞杆外壁、工作缸筒内壁和下壁之间围成环形腔，
活塞杆为空心
的圆柱形杆件，
活塞杆的内腔中有气囊和阻尼阀，
整个气囊形成封闭的气囊腔，
气囊的上表
面与活塞的底面紧密粘合，
气囊的下表面与阻尼阀上表面紧密粘合，
阻尼阀、
活塞杆的内侧
壁与内下壁之间围成活塞杆内腔；
阻尼阀是一个开口朝下的圆筒形，
上表面整个封闭，
阻尼
阀的侧壁上开有四个沿径向均布的第二梯形通孔，
活塞杆的侧壁上开有四个沿径向均布的
第一梯形通孔，
四个第一梯形通孔分别与四个所述第二梯形通孔在同一径向位置；
活塞杆
的侧壁上还开有沿径向均布的四个常通孔，
四个常通孔分别位于四个第一梯形通孔的正下
方；
所述无杆腔、
活塞杆内腔和环形腔中均充有液压油。
[000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07] 1、
采用刚性阀体代替金属阀片，
可以避免油气弹簧在重载荷作用下阀片疲劳、损
坏等，
延长油气弹簧使用寿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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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2、利用气囊作为阻尼阀运动的弹性元件，
有利于阻尼阀的平稳运动，
可增强车辆
的平顺性。
[0009] 3、
运动过程中阻尼阀上梯形通孔与活塞杆上梯形孔重合面积不断变化，
通过阻尼
阀的梯形孔与活塞杆上梯形通孔重合面积大小来实现改变油液节流面积，
从而达到变阻尼
的目的。
弹簧工作时，
气囊内气体的压强和环形腔液体的压强会产生压差，
气囊被压缩或膨
胀，
从而实现节流孔面积持续变化。
[0010] 4、
将活塞杆内腔的容积设计为环形腔的2倍，
可以缩短气囊的压缩膨胀行程，
采用
较低规格的气囊，
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0011] 5、
本发明零部件结构简单，
数量少，
占用空间小，
布置紧凑，
有利于推广运用。
[0012] 6、
本发明油气是分离的，
主要用于重载荷车辆，
工作条件比较差，
采用油气分离式
可以防止在高温高压的工作环境中油液和气体发生物理或化学反应，
导致油气弹簧性能下
降。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一种新型油气弹簧的总体结构剖视图；
[0014] 图2是图1中阻尼阀8的放大的立体结构局部剖视图；
[0015] 图3是图1中阻尼阀8的放大的主视图；
[0016] 图4是图1中活塞6和活塞杆7的放大的连接结构图；
[0017] 图5是图4中活塞杆7的立体结构图。
[0018] 图中：
1 .上吊环固定装置；
2 .进气孔；
3 .上半球室；
4 .橡胶油气隔膜；
5 .工作缸筒；
6 .活塞；
7 .活塞杆；
8 .阻尼阀；
9 .第一梯形通孔；
10 .第二梯形通孔；
11 .活塞杆充油孔；
12 .下
吊环固定装置；
13 .密封圈；
14 .常通孔；
15 .气囊；
16 .螺纹组件；
17 .活塞密封圈；
18 .工作缸
筒充油孔；
19 .螺纹组件；
20 .充气软管；
21 .导向盲槽；
22 .缓冲块；
23 .螺纹孔；
A .高压气室；
B .无杆腔；
C .气囊腔；
D .活塞杆内腔；
E .环形腔。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参见图1的本发明的总体结构剖视图 ，
本发明的上端是上吊环固定装置1，
中间是
工作缸筒5，
下端是下吊环固定装置12，
上吊环固定装置1的下端通过螺纹组件19固定连接
工作缸筒5的上端，
上吊环固定装置1与车架铰接，
下吊环固定装置12与车桥铰接。
[0020] 工作缸筒5的内腔中安装活塞6，
活塞6固定连接活塞杆7的上端，
活塞杆7的下端向
下伸出工作缸筒5之外，
活塞杆7的下端固定连接下吊环固定装置12。在活塞杆7侧壁与工作
缸筒5下底面的结合处用密封圈13密封。
活塞6的外壁与工作缸筒5内壁紧密接触，
中间安装
防漏活塞密封圈17，
活塞6可沿轴向在工作缸筒5内腔中上下移动。
[0021] 上吊环固定装置1上有一个开口朝下的内腔，
该内腔中设置一个上半球室3，
上半
球室3与工作缸筒5之间通过焊接连接形成封闭整体。上半球室3的直径与工作缸筒5的内径
相同，
上半球室3的球壁上开有一个气口，
上吊环固定装置1的侧壁上开有进气孔2，
气口和
进气孔2之间连接充气软管20。在工作缸筒5的上口处安装橡胶油气隔膜4，
使橡胶油气隔膜
4被夹在上半球室3和工作缸筒5中间，
橡胶油气隔膜4四周与上半球室3之间密封连接在一
起，
这样，
由上半球室3和橡胶油气隔膜4形成一个密封的高压气室A，
通过充气软管20对密
4

CN 109424685 A

说

明

书

3/4 页

封的高压气室A内充高压气，
充气完成后，
在进气口2处用气塞密封，
起隔离油液与高压氮气
的作用，
可防止在高温高压工作条件中油液与气体发生物理或化学反应而导致弹簧性能下
降。
[0022] 橡胶油气隔膜4的下方有活塞6，
活塞6、
橡胶油气隔膜4以及工作缸筒5内壁之间围
成无杆腔B，
无杆腔B中充满油液。
活塞6、
活塞杆7外壁、
工作缸筒5内壁和下壁之间围成环形
腔E，
环形腔E中充满油液。
[0023] 活塞杆7为空心的圆柱形杆件，
活塞杆7的内腔中有气囊15和阻尼阀8，
在活塞杆7
的内腔中的上部安装气囊15，
整个气囊15形成气囊腔C，
气囊腔C中要预充气。气囊15的上表
面与活塞6的下底面紧密粘合在一起，
气囊15的下表面与阻尼阀8的上表面紧密粘合在一
起，
防止阻尼阀8在运动过程中脱离气囊15；
阻尼阀8的外侧壁与活塞杆7内侧壁之间采用间
隙配合，
油液进入阻尼阀8与活塞杆7之间可以起到润滑作用。
阻尼阀8、
活塞杆7的内侧壁与
内下壁之间围成活塞杆内腔D，
活塞杆内腔D中充满油液。
[0024] 再参见图2和图3，
阻尼阀8是一个开口朝下的圆筒形，
上表面整个封闭。在阻尼阀8
的侧壁上开有四个沿径向均布的第二梯形通孔10和四个沿径向均布的导向盲槽21，
第二梯
形通孔10和导向盲槽21间隔错开布置，
每两个第二梯形通孔10的正中间布置一个导向盲槽
21。每个导向盲槽21均由连续的上段垂直矩形槽、
中间水平矩形槽和下段垂直矩形槽组成，
形成阶梯状，
导向盲槽21的上段垂直矩形槽的上端为截止端，
该截止端与第二梯形通孔10
的上端高度平齐，
导向盲槽21下段垂直矩形槽的下端为通槽，
即与阻尼阀8下表面连通。第
二梯形通孔10的上端为梯形的短边端，
下端为梯形的长边端。
[0025] 工作缸筒5、
上半球室3、
活塞6、
活塞杆7以及阻尼阀8的中心轴共线。
[0026] 再参见图4和图5，
活塞6与活塞杆7采用螺纹组件16连接，
方便气囊15和阻尼阀8的
安装。
活塞杆7的上端开有螺纹孔23，
用于螺纹组件16的连接。在活塞杆7的侧壁上开有四个
沿径向均布的第一梯形通孔9，
活塞杆7上的这四个第一梯形通孔9分别一一地与阻尼阀8的
四个第二梯形通孔10在同一径向位置。活塞杆7上的第一梯形通孔9与阻尼阀8上相对应的
第二梯形通孔10的重合面积即为可变节流面积。活塞杆7的侧壁上除四个第一梯形通孔9
外，
还开有沿径向均布的四个常通孔14，
四个常通孔14分别位于四个第一梯形通孔9的正下
方。常通孔14的轴向位置应在最大压缩行程时常通孔14不会被阻尼阀8堵住，
而且在最大拉
伸行程中常通孔14在工作缸筒5底部的上端的范围内，
实际位置可根据实际需要设定。
[0027] 在活塞杆7的内侧壁上固定设置四个沿径向均布的缓冲块22，
四个缓冲块22均向
轴心处突出，
四个缓冲块22分别与阻尼阀8上的四个导向盲槽21采用间隙配合安装。
缓冲块
22的上表面与活塞杆上梯形通孔9上表面在同一高度位置，
两者的上表面平齐。
阶梯状的导
向盲槽21，
可防止缓冲块22脱离导向盲槽21，
也可防止在工作中阻尼阀8发生旋转，
以保证
阻尼阀8在运动过程阻尼阀8上的第二梯形通孔10与活塞杆7上的第一梯形通孔9不发生错
位。导向盲槽21上段垂直矩形槽为工作区域，
缓冲块22在安装过程中需转动一定角度，
使得
缓冲块22进入导向盲槽21的工作区域。导向盲槽21的工作区域上段垂直矩形槽的上下端均
为截止端，
缓冲块22在该端可以被限位。导向槽21上段垂直矩形槽的上端截止端可限制气
囊15的膨胀范围，
截止端可限制气囊15的膨胀范围，
导向槽21下段垂直矩形槽的下端通槽，
可方便缓冲块22的安装，
由于缓冲块22到达该端是气囊15压缩的过程，
会受到气囊15的压
缩极限的影响，
限制阻尼阀8的运动行程，
所以这一端无需额外增加限制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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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气室A内充装保存有高压气体，
无杆腔B、
活塞杆内腔D和环形腔E腔中均为液
压油，
高压气室A、
无杆腔B、气囊腔C腔均为封闭腔室。无杆腔B独立成一体，
工作缸筒5上设
有工作缸筒充油孔18连通无杆腔B，
活塞杆7上设有活塞杆充油孔11连通活塞杆内腔D，
活塞
杆充油孔11开在工作缸筒5的外部。对无杆腔B和活塞杆内腔D充油结束后，
均用油塞密封工
作缸筒充油孔18和活塞杆充油孔11。
活塞杆内腔D和环形腔E腔之间通过活塞杆上梯形通孔
9与阻尼阀上梯形通孔10以及常通孔14相通，
常通孔14可保证油气弹簧在工作时具有足够
的阻尼力。
[0029] 活塞杆内腔D的容积是环形腔E容积的两倍，
这使得气囊15的膨胀或压缩的范围为
活塞6的行程的一半，
导向盲槽21的工作区域的上下高度为活塞6最大行程的1/2，
这样的设
计可以减小气囊15的规格，
降低成本。
活塞6和活塞杆7安装时处于静态平衡位置，
气囊15中
的预充气压为油气弹簧在静态平衡时环形腔E中油液的压力。
[0030] 参见图1-5，
本发明工作时，
工作缸筒5内，
高压气室A内的高压气体对上半球室3和
通过无杆腔B内油液的传递对活塞6产生支撑力，
支撑车体重量。当车辆碰到凸起或滚出凹
坑时，
悬架系统的下吊环固定装置12带动活塞杆7推动活塞6上移，
活塞6推动无杆腔B中的
液体压缩高压气室A内的气体，
使高压气室A的容积变小，
压力增大从而承受车体载荷，
刚度
变大。在活塞6上移时，
环形腔E的容积随之增大，
产生负压，
气囊腔C内的气体膨胀推动阻尼
阀8向下运动，
使阻尼阀8上的第二梯形通孔10与活塞杆7上的第一梯形通孔9的重合面积增
大，
产生小阻尼力，
弹性元件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当车辆滚下凸起或滚进凹坑时，
下吊环
固定装置12带动活塞杆7向下运动，
活塞6下移，
高压气室A的容积增大，
气室内膨胀压力减
小，
刚度减小，
而环形腔E的容积减小，
产生正压，
气囊15被压缩，
气囊15收缩的过程中带动
阻尼阀8向上运动，
使阻尼阀8上的第二梯形通孔10与活塞杆7上的第一梯形通孔9的重合面
积减小，
产生大阻尼，
消耗系统振动能量，
使震荡逐渐衰减。因此，
通过气囊15的压缩和膨
胀，
带动阻尼阀8的上下运动，
使得阻尼阀8上的第二梯形通孔10与活塞杆7上的第一梯形通
孔9的重合面积发生变化，
达到变阻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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