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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活塞往复坦克发动机，由L

型两缸垂直平行并联为U型的多排缸串联而成；

改变齿轮组曲轴齿轮(2、6)与输出轴齿轮(4)分

度圆直径之比，可改变输出轴(3)向外界输出的

发动机的标定转速；轴向相邻曲轴段之间和前后

齿轮组曲轴齿轮的外侧，分别设置有离合机构

(7、8)，可根据工况的要求对工作缸采取停缸或

联接的工作。于是，不仅具有L型发动机缸体和曲

轴结构简单，易于制造、维护、造价低、稳定性能

好、热效率高的优点，还具有V型发动机机身短便

于布置的优点；尤其是可以直接调节发动机标定

转速和缸数动力的大小，省去减速或变速装置，

启动方便；当某工作缸发生故障或损坏时，可将

其脱开停止运动而发动机仍可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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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活塞往复坦克发动机，其特征在于：主要由一种U型发动机的发动缸及其动力传

动系统、一种停缸系统、一种标定转速调节系统组合而成；

所述发动缸，由相同L型两缸垂直平行并联成U型的多排双缸串联而成；

发动机动力系统：由左右曲轴(1、5)、输出轴(3)、左右曲轴齿轮轴(2、6)、输出轴齿轮

(4)构成，输出轴(3)设置在左右曲轴中心连线中间的垂线上，可位于两曲轴中心连线的上

面或下面，也可位于中心连线上；

左右曲轴(1、5)同步运动，其标定转速相同且同为制定的某一定值，等同于现有坦克V

型发动机曲轴的标定转速；输出轴(3)的标定转速为本发动机向外界输出的标定转速，由设

计要求确定；

左右曲轴齿轮(2、6)相同，两齿轮圆心距输出轴齿轮圆心的距离相同，且为某一定值，

由曲轴圆心至输出轴圆心的距离得出；左右曲轴齿轮同步运动，其运动方向相反，同为主动

齿轮与输出轴齿轮啮合联接形成齿轮组；

所述齿轮组中，左右曲轴齿轮(2、6)和输出轴齿轮(4)的大小，由设计的输出轴标定转

速与所述曲轴标定转速之比，结合曲轴齿轮圆心至输出轴齿轮圆心的距离作出；

停缸系统：由左右曲轴、齿轮组、相邻曲轴段离合机构(8)、曲轴齿轮离合机构(7)构成；

左右曲轴(1、5)依设计要求同步地划为多个曲轴段，轴向相邻曲轴段之间设有相邻曲

轴段离合机构(8)，可依发动机工况要求对相邻曲轴段进行脱开，或将已脱开的曲轴段联接

起来；

前后齿轮组的左右曲轴齿轮的外侧，设置有曲轴齿轮离合机构(7)，可依工况的要求将

齿轮组中左右曲轴与输出轴齿轮脱开或进行啮合联接；

标定转速调节系统：在上述停缸系统的基础上，将输出轴(3)设计为一整根结构贯穿发

动机各排发动缸且向外界输出一个设计的低标定转速和一个设计的高标定转速；

由设计的输出轴(3)的低标定转速与所述曲轴标定转速之比作出的齿轮组，为低标定

转速齿轮组，设置在机体前面，简称“前齿轮组”；

由设计的输出轴高标定转速与所述曲轴标定转速之比作出的齿轮组，为高标定转速齿

轮组，设置在机体的后面，简称“后齿轮组”；所述前后齿轮组的前后位置可以互换。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活塞往复坦克发动机，其特征还在于：可依其他设备要求，

对所述曲轴标定转速、输出轴标定转速、以及齿轮组中曲轴齿轮圆心距输出轴圆心的距离，

发动缸排数重新设计，使之构成具有同样功能的其他设备的动力装置。

3.发动机标定转速的调节方法，其特征在于：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活塞往复坦克发

动机，在发动机需低标定转速工况工作时，启用后齿轮组左右曲轴齿轮配置的曲轴齿轮离

合机构，将后齿轮组的左右曲轴齿轮与后输出轴齿轮脱开，采用前齿轮组作传动工作；同

理，在发动机需高标定转速工作时，将前齿轮组的左右曲轴齿轮与前输出轴齿轮脱开，随即

启动后齿轮组作传动工作。

4.发动机停缸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活塞往复坦克发动机，

当发动机启动时，只先启动一排发动机工作，随之带动其他缸启动，发动机低工况下工作

时，只用部分缸工作，其余缸停缸休息；

当前排缸或与前排相邻缸发生故障时，将前齿轮组的左右曲轴齿轮与前输出轴齿轮脱

开，用后齿轮组作传动工作；反之，将后齿轮组的左右曲轴与后输出轴齿轮脱开，由前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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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传动工作；

增设备用缸，在某缸发生故障或损坏不能修复或特殊情况需增加动力时，启用备用缸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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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活塞往复坦克发动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内燃机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活塞往复坦克发动机。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坦克动力装置，绝大多数采用V型发动机，其主要原因是增加发动机缸数时，

相对于L型发动机而言，机身短、便于布置、亦能满足坦克的动力要求，但造价昂贵、结构复

杂、维护和修理困难、稳定性能差；由于只有一个标定转速，难以兼顾坦克在低速和高速工

作状态时都能在安全稳定可靠的最大功率下工作，必须设置减速或变速装置，由此，增加了

坦克的固定投资和复杂性，同时还占用了坦克内部宝贵的空间和承载力。

[0003] 尤其在发动机某缸发生故障或遭到损坏，整个发动机就停止工作，导致坦克陷于

瘫痪的境地，此外，发动机启动困难，需耗用较大功率的启动装置，也占用了坦克宝贵的空

间和固定投资费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将我国发明申请：“201711125824.1”公开的“一种U型活塞

往复发动机”、“201711335764.6”公开的“一种活塞往复发动机的停缸系统”以及与本申请

同时提出的发明申请“活塞往复发动机的标定转速调节系统”的技术特征组合起来，即将上

述构成一种坦克发动机组件的技术特征功能组合起来，使之构成一种全面克服现有V型发

动机作坦克动力装置不足之处的一种新类型活活塞往复坦克发动机。

[0005] 一种活塞往复坦克发动机，主要由一种U型发动机的发动缸和动力传动系统、一种

停缸系统、一种标定转速调节系统组合而成；

[0006] 所述发动机的发动缸，由相同L型两缸垂直平行并联为U型的多排双缸串联而成

(见图1示出)；

[0007] 发动机动力系统，由左右曲轴(1、5)、输出轴(3)、左右曲轴齿轮(2、6)、输出轴齿轮

(4)构成；输出轴设置在左右曲轴中心连线中间的垂线上；其上下的位置，可位于两曲轴中

心连线的上面或位于中线连线的下面(如图1中虚线小圆示出)，也可位于中心连线上，如图

1中输出轴(3)示出。

[0008] 左右曲轴(1、5)同步运动，其标定转速相同，且为已制定的某一定值的标定转速，

等同于现有坦克V型发动机曲轴的标定转速；输出轴(3)的标定转速，为本发明发动机向外

界输出的标定转速，此标定转速的数值由设计要求确定。

[0009] 左右曲轴齿轮相同，该两齿轮圆心距输出轴齿轮圆心的距离相同且为某一定值，

此值依曲轴中心至输出轴中心距离得出；两曲轴齿轮同步运动、其方向相反，同为主动齿轮

与输出轴齿轮啮合联接形成齿轮组；

[0010] 齿轮组中，左右曲轴齿轮(2、6)和输出轴齿轮(4)的大小，由设计的输出轴标定转

速与所述曲轴齿轮的标定转速之比，结合已知的曲轴齿轮圆心至输出轴齿轮圆心之间的距

离作出。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09296455 A

4



[0011] 所述停缸系统(如图4示出)：由左在曲轴、前后齿轮组、轴向相邻曲轴段离合机构 

(8)、曲轴齿轮离合机构(7)构成；

[0012] 左右曲轴(1、5)即动力系统的左右曲轴，依设计要求同步地划为多个曲轴段，轴向

相邻曲轴段之间设有相邻曲轴段离合机构(8)，可依发动机工况要求对相邻曲轴段进行脱

开、或将已脱开的曲轴段联接起来；

[0013] 前后齿轮组的左右曲轴齿轮外侧，设置曲轴齿轮离合机构(7)，可依工况要求将左

右曲轴齿轮与输出轴齿轮(4)脱开或联接；

[0014] 相邻曲轴段离合机构(8)和曲轴齿轮离合机构(7)的结构、技术特征和工作原理、

操作方法，详见发明申请“201711335764.6”说明书的记载及其附图的示出。

[0015] 标定转速调节系统：充分利用停缸系统的工作部件和功能，在停缸系统的基础上，

通过以下具体技术手段的改进而成(如图2结合图4示出)：

[0016] 输出轴(3)为一整根结构贯穿发动机各排缸，向外界输出一个低标定转速和一个

高标定转速，该低、高两标定转速由设计要求得出；

[0017] 由上述设计的输出轴低标定转速与所述曲轴标定转速之比作出的齿轮组为低标

定转速齿轮组，设置在机体的前面，简称“前齿轮组”；

[0018] 由上述设计的输出轴(3)的高标定转速与所述曲轴标定转速之比作出的齿轮组，

为高标定转速齿轮组，设置在机体的后面，简称“后齿轮组”。

[0019] 由于上述技术手段建立在停缸系统之上(图2和图5联合示出)，停缸系统的工作部

件、结构、工作原理、总体布置未变，仍具有停缸系统的停缸功能，标定转速的调节方法如

下：

[0020] 发动机需在低标定转速工作时，启用后齿轮组左右曲轴齿轮(2′、6′)配置的曲轴

齿轮离合机构(7)，将后齿轮组左右曲轴齿轮(2′、6′)与输出轴后齿轮(4′)脱开，由前齿轮

组担任传动工作，输出轴(3)就向外界输出发动机的低标定转速；

[0021] 发动机需在高标定转速工作时，启用前齿轮组左右曲轴齿轮(2、6)配置的曲轴齿

轮离合机构(7)，将前齿轮组的左右曲轴齿轮(2、6)与输出轴(4)后齿轮脱开，随即将后齿轮

组左右曲轴齿轮(2′、6′)与输出轴后齿轮(4′)联接，由后齿轮组作传动工作，输出轴就向外

界输出发动机的高标定转速；

[0022] 发动机无论向外界输出低标定转速或高标定转速，即无论采用前齿轮组或后齿轮

组作传动工作，仍照常采用左右曲轴轴向相邻曲轴段配置的“相邻曲轴段离合机构”(8)，根

据具体工况要求对轴向相邻曲轴段进行脱开或联接工作，即对左右曲轴分段后的发动缸进

行停缸或联接为一体的工作。

[0023] 低、高标定转速齿轮组的前后位置可以互换。

[0024] 如上述的一种坦克发动机，将所述曲轴标定转速、输出轴标定转速、发动机工作缸

排数根据其他设备的要求重新作出，可设计成用于其他设备的动力装置。

积极效果

[0025] 由于发动机采用L型发动缸构成，具有L型发动机缸体和曲轴结构简单、易于制造、

造价低、热效率高、低速扭距好，便于装配和维修等优点，同时具有V型发动机，体积长度短

便于布置的优点。

[0026] 左右两缸相同，垂直平行对称，两缸活塞、连杆、曲轴、齿轮等运动件质量相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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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速度相同且运动方向相反，很自然在消除各种不平衡的因素，发动机运转的平稳性能优

于各类活塞往复发动机。

[0027] 通过齿轮组的转化可以很方便地设计出外界要求的合适的标定转速，输出轴可以

设计在两曲轴中心连线的上面或下面，方便与坦克结构衔接配合安装，便于坦克整体结构

的设计。

[0028] 相邻曲轴段离合机构和曲轴齿轮离合机构的设置，可依发动机具体工况要求，将

部分或个别缸停止运转，而不影响发动机继续工作，或将已停止运转的发动缸联成一体的

工作，由此，具有以下的积极效果：

[0029] 发动机某缸发生故障或受到损坏时，可将其脱开处于静止状态，在其他缸仍在继

续工作的情况下进行抢修，然后联结起来继续工作；

[0030] 发动机启动时，只启动一排缸然后依次带动其它缸启动，克服发动机启动困难和

耗用较大功率启动装置的缺陷，减少坦克的固定投资和占用的空间；

[0031] 坦克在低工况时，停止部分缸工作，消除停止缸的机械摩擦危害；而且还可以有效

地节约燃油。

[0032] 由于上述优点，便于增加缸的排数而增加发动机的储备功率，使之在故障缸停缸

后或者特殊情况下具有强劲的动力，保障发动机运转的持续性、稳定性、可靠性和应对特殊

情况的能力。如爬坡、越沟以及高速行驶的能力。

[0033] 由于发动机可输出一个设计要求的低标定转速和一个高标定转速，使坦克无论在

低速或高速下工作时，都有一个稳定可靠安全的最大功率，在停缸技术可调节发动机动力

的配合下，可省去现有设置的减速或变速装置，进而减少了坦克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和固定

投资费用，以及占用的空间和承载力。

[0034] 本发明发动机，将动力输出、停缸、标定转速调节的功能，三位一体地复合为一整

体系统；相对于上述的功能和积极效果而言，结构简单，便于布置、易于实现。

[0035] 根据本发明的结构、技术特征、工作原理，在改变部分工作部件参数后，还可以很

方便地设计成其他设备的动力装置。

[0036]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一种坦克发动机，必将取得显著的经济效果，为我国的坦克动

力装置走向世界前列作出贡献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附图说明

[0037] 图1：并联双缸剖面图；

图2：停缸和标定转速调节系统复合示图；

图3：后齿轮组主视图；

图4：背景技术停缸系统示图；

图5：前齿轮组主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附图示出，对本发明进一步地说明。

[0039] 如图1示出：将相同的L型两缸垂直平行并联为一U型双缸，结合图2示出，将多排U

型双缸串联起来，构成多排U型双缸组成的发动机。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09296455 A

6



[0040] 图1结合图2示出：发动机的动力传动系统，由左、右曲轴(1、5)、输出轴(3)、左、右

曲轴齿轮(2、6)、输出轴齿轮(4)构成；输出轴设置在左右曲轴中心连线中间的垂线上，其上

下位置，可以在两曲轴中心连线的上面或下面，如图1中虚线小圆示出，也可以作在两曲轴

连线上，如图1中实线小圆示出的输出轴(3)，本发明中以图1示出输出轴(3)  作在两曲轴中

心连线上进行表述和附图示出。

[0041] 左、右曲轴齿轮(2、6)相同，其圆心距输出轴齿轮(4)圆心的距离相同，且为一定的

数值不变，此数值由设计的曲轴与输出轴间距得出(图1、2、3、5均有示出)。左、右两曲轴齿

轮(2、6)同步运动，其运动方向相反；同为主动齿轮与输出轴齿轮(4)联接形成齿轮组，如图

2、3、4中示出的前齿轮组和后齿轮组。

[0042] 左右两曲轴(1、5)的标定转速相同，且为已制定的某一定值的标定转速，等同于现

有坦克V型发动机曲轴的标定转速；输出轴的标定转速，为本发明发动机向外界输出的标定

转速，由设计要求的数值确定。

[0043] 齿轮组中左右曲轴齿轮(2、6或2′、6′)和输出轴齿轮(4或4′)的大小，由设计的输

出轴标定转速与所述曲轴齿轮的标定转速之比，然后结合已知的曲轴齿轮圆心与输出轴齿

轮的圆心(即曲轴圆心至输出轴圆心)之间的距离作出。

[0044] 所述停缸系统：由左右曲轴(1、5)、前后齿轮组、轴向相邻曲轴段离合机构(8)、曲

轴齿轮离合机构(7)构成；

[0045] 左右曲轴依设计要求同步地划为多个曲轴段，轴向相邻曲轴段之间，设有相邻曲

轴段离合机构(8)，该机构可依发动机工况要求，对相邻曲轴段进行脱开或将已脱开的曲轴

段联接起来；即可将相邻曲轴段上发动缸的工作脱开使其停止工作或将其脱开后又联接起

来。

[0046] 前后齿轮组的左右曲轴齿轮外侧，设置曲轴齿轮离合机构(7)，可依发动机工况要

求将曲轴齿轮与输出轴齿轮进行脱开或啮合联接的工作；

[0047] 相邻曲轴段离合机构和曲轴齿轮离合机构的结构、技术特征、工作原理、操作方

法，详见发明申请“201711335764.6”说明书的记载及其附图4示出。

[0048] 标定转速调节系统：由上述停缸系统复合以下具体技术手段而成：

[0049] 输出轴(3)为一整根结构贯穿发动机各排缸，向外界输出一个低标定转速和一个

高标定转速，该低、高两标定转速数值由设计要求得出；

[0050] 由设计的输出轴低标定转速与所述曲轴标定转速之比作出的齿轮组，为低标定转

速齿轮组，设置机体的前面，简称“前齿轮组”；

[0051] 由设计的输出轴高标定转速与所述曲轴标定转速之比作出的齿轮组，为高标定转

速齿轮组，设置机体的后面，简称“后齿轮组”；

[0052] 发动机无论向外界输出低标定转速或高标定转速，即无论采用前齿轮组或后齿轮

组作传动工作，仍照常采用所述相邻曲轴段离合机构(7)，根据具体工况要求对相邻曲轴段

进行脱开或联接工作，即对曲轴分段后的发动缸进行停缸或联接为一体地工作。

[0053] 上述本发明发动机，可依其他设备要求，对曲轴标定转速、输出轴标定转速、机体

工作缸排数、齿轮组中齿轮圆心之间的距离等工作参数重新设计，使之成为其他设备的动

力机构。

[0054]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手段与停缸系统复合且没有影响停缸系统的功能，标定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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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节方法如下：

[0055] 发动机需低标定转速工作时，启用后齿轮组左右曲轴齿轮(2′、6′)配置的曲轴齿

轮离合机构(7)，将后齿轮组的曲轴齿轮(2′、6′)与后输出轴齿轮(4′)脱开，由前齿轮组担

任传动工作，输出轴就向外界输出发动机的低标定转速；

[0056] 发动机需高标定转速工作时，启用前齿轮组左右曲轴齿轮(2、4)配置的曲轴齿轮

离合机构(7)，将前齿轮组的左右曲轴齿轮(2、6)与前输出轴齿轮(4)脱开，随即将后齿轮组

的左右曲轴齿轮(2′、6′)与后输出轴齿轮(4′)联接，由后齿轮组担任传动工作，输出轴(3)

就向外界输出发动机的高标定转速；

[0057] 所述低标定转速齿轮组和高标定转速齿轮组的前后位置可以互换。

[0058] 发动机启动时可只启动一排缸，然后带动其他缸启动，发动机低工况下工作时，只

采用部分缸工作，其余部分缸停缸休息。

[0059] 某缸发生故障或损坏时，对其采取停缸，使其余缸继续工作。

[0060] 增设备用缸，在故障缸或损坏缸不能修复，或特殊情况需加大动力时，启动备用缸

工作。

[0061] 当故障或损坏缸为前排缸或为前排相邻缸时，将前齿轮组的曲轴齿轮与前输出轴

齿轮脱开，采用后曲轴齿轮工作；反之，则将后齿轮组的曲轴齿轮与后输出轴齿轮脱开，采

用前齿轮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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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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