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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机的安装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内燃机的安装结构，能

够有效利用腔室的形状与上方空间来固定构件，

并具有良好的刚性，进而降低内燃机运作时所产

生的放射音。所述内燃机包括进气岐管、设于所

述进气岐管的外面的腔室、与设于所述进气岐管

的外面的进气构件，所述内燃机的安装结构包

括：平坦面，形成在所述腔室的上面；以及突出

部，形成在所述平坦面上，并往所述进气岐管的

上方延伸，并且所述进气构件固定在所述突出部

上而安装在所述腔室与所述进气岐管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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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内燃机的安装结构，所述内燃机包括进气岐管、设于所述进气岐管的外面的腔

室、与设于所述进气岐管的外面的进气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燃机的安装结构包括：

平坦面，形成在所述腔室的上面；以及

突出部，形成在所述平坦面上，并往所述进气岐管的上方延伸，并且

所述进气构件固定在所述突出部上而安装在所述腔室与所述进气岐管的上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燃机的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腔室包括彼此固定的腔

室上盖与腔室下盖，所述平坦面与所述突出部形成在所述腔室上盖的上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燃机的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构件具有固定部，

所述进气构件以所述固定部固定在所述突出部上而安装在所述腔室与所述进气岐管的上

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燃机的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腔室为曲轴箱强制通风

腔室。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燃机的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构件为空气清净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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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机的安装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是有关于一种内燃机的安装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在汽车用内燃机中，众所周知，内燃机通常包括曲轴箱强制通风(Positive 

Crankcase  Ventilation，PCV)腔室、通气腔室(breather  chamber)、进气歧管(intake 

manifold)、节流阀、涡轮、空气清净器(air  cleaner)等构件、以及连接所述构件的多条通

道。上述构件除了通过多条通道彼此连通而引导气体之外，还可以通过固定手段如螺栓等

锁固件进行安装。因此，内燃机的各个构件所设置的安装结构从各个构件的外壳往外延伸

设置而占有很大空间，且所述安装结构的刚性也有待加强。若整体结构的刚性不足，内燃机

运作时所产生的放射音也难以得到抑制。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内燃机的安装结构，能够有效利用腔室的形状与上方空间来

固定构件，并具有良好的刚性，进而降低内燃机运作时所产生的放射音。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内燃机的安装结构，所述内燃机包括进气岐管、设于所述进

气岐管的外面的腔室、与设于所述进气岐管的外面的进气构件，所述内燃机的安装结构包

括：平坦面，形成在所述腔室的上面；以及突出部，形成在所述平坦面上，并往所述进气岐管

的上方延伸，并且所述进气构件固定在所述突出部上而安装在所述腔室与所述进气岐管的

上方。

[0005]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中，所述腔室包括彼此固定的腔室上盖与腔室下盖，所

述平坦面与所述突出部形成在所述腔室上盖的上面。

[0006]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中，所述进气构件具有固定部，所述进气构件以所述固

定部固定在所述突出部上而安装在所述腔室与所述进气岐管的上方。

[0007]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中，所述腔室为曲轴箱强制通风腔室。

[0008]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中，所述进气构件为空气清净器。

[0009] 基于上述，在本实用新型的内燃机的安装结构中，内燃机包括进气岐管、设于进气

岐管的外面的腔室、与设于进气岐管的外面的进气构件，平坦面形成在腔室的上面，突出部

形成在平坦面上，并往进气岐管的上方延伸，进而进气构件固定在突出部上而安装在腔室

与进气岐管的上方。由此可知，突出部位在腔室上方的空间中，因此突出部能够在不增加占

有空间的前提下作为固定手段来固定进气构件，并且突出部一体地形成在腔室的上面上呈

现平坦的区域而具有良好的刚性。据此，本实用新型的内燃机的安装结构能够有效利用腔

室的形状与上方空间来固定构件，并具有良好的刚性，进而降低内燃机运作时所产生的放

射音。

[0010] 为让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特征和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实施例，并配合附图

作详细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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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依照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内燃机的安装结构的立体示意图；

[0012] 图2是依照图1的内燃机的安装结构的区域A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13] 图3是依照图2的内燃机的安装结构的沿着B-B线的局部剖视示意图。

[0014] 附图标记说明：

[0015] 100：内燃机；

[0016] 110：进气歧管；

[0017] 120：腔室；

[0018] 122：腔室上盖；

[0019] 124：腔室下盖；

[0020] 126：平坦面；

[0021] 128：突出部；

[0022] 130：进气构件；

[0023] 132：固定部；

[0024] 132a：开口；

[0025] 134：外壳；

[0026] 140：垫圈；

[0027] A：区域。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图1是依照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内燃机的安装结构的立体示意图，图2是依照图1的

内燃机的安装结构的区域A的局部放大示意图，而图3是依照图2的内燃机的安装结构的沿

着B-B线的局部剖视示意图。请参考图1至图3，在本实施例中，内燃机100包括进气歧管110、

作为腔室120的曲轴箱强制通风腔室、与作为进气构件130的空气清净器，且还包括未示出

的通气腔室、节流阀、涡轮等构件以及连接所述构件的多条通道，其中作为腔室120的曲轴

箱强制通风腔室设于进气岐管110的外面，作为进气构件130的空气清净器设于进气岐管

110的外面，也就是说，进气岐管110、作为腔室120的曲轴箱强制通风腔室、以及作为进气构

件130的空气清净器如图1至图3所示般相邻配置，但本实用新型并不限制内燃机100的具体

组成，其可依据需求调整。

[0029] 具体来说，在本实施例的内燃机100的安装结构中，作为腔室120的曲轴箱强制通

风腔室包括彼此固定的腔室上盖122与腔室下盖124，平坦面126形成在作为腔室120的曲轴

箱强制通风腔室的上面，突出部128形成在平坦面126上，并往进气岐管110的上方延伸。

[0030] 更进一步地说，平坦面126与突出部128形成在腔室上盖122的上面，腔室上盖122

与腔室下盖124彼此固定后构成作为腔室120的曲轴箱强制通风腔室，用于通过未示出的通

道来导入曲轴箱强制气体(PCV  gas)，并且作为腔室120的曲轴箱强制通风腔室能够固定在

进气岐管的外面。如此，平坦面126与突出部128可在制作腔室上盖122的过程中一体地形成

于腔室上盖122上，而无需另外设置固定结构。然而，本实用新型并不限制作为腔室120的曲

轴箱强制通风腔室的具体结构，其可依据需求调整。

[0031] 并且，在本实施例的内燃机100的安装结构中，“平坦面126形成在腔室上盖12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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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指腔室上盖122的上面的至少一部分呈现平坦状，而此处所说的呈现平坦状的区

域即为前述的平坦面126。较佳地，腔室上盖122的上面大致上均为平坦状，也就是说，腔室

上盖122的上面虽然存在凹凸结构，但腔室上盖122的整体呈现略平坦状，以得到范围较广

的平坦面126。然而，只要腔室上盖122的上面的至少一部分呈现平坦状，即可作为前述的平

坦面126来形成突出部128，本实用新型并不限制平坦面126的范围，其可依据需求调整。

[0032] 另外，在本实施例的内燃机100的安装结构中，作为进气构件130的空气清净器具

有固定部132。作为进气构件130的空气清净器以固定部132固定在突出部128上而安装在作

为腔室120的曲轴箱强制通风腔室与进气岐管110的上方。更进一步地说，所述固定部132例

如是从作为进气构件130的空气清净器的外壳134往外延伸的板材等固定结构，并具有供突

出部128插入的开口132a。

[0033] 如此，在将作为进气构件130的空气清净器安装在作为腔室120的曲轴箱强制通风

腔室与进气岐管110的上方的过程中，作为进气构件130的空气清净器以固定部132朝向突

出部128移动，而使突出部128插入固定部132上的开口132a。所述突出部128例如是螺栓

(stud)，而能够在插入开口132a后与固定部132形成固定关系，且作为突出部128的螺栓与

作为固定部132的板材所具有的开口132a之间还能够依据需求设置垫圈140(示出于图2与

图3)。然而，只要作为进气构件130的空气清净器具有供突出部128进行固定的固定结构即

可，本实用新型并不限制固定部132的具体结构，其可依据需求调整。

[0034] 由此可知，在本实施例的内燃机100的安装结构中，由于作为腔室120的曲轴箱强

制通风腔室的腔室上盖122的上面大致上呈现平坦而具有平坦面126，因此将突出部128形

成在平坦面126上的作法能够省略使用额外的固定手段将作为进气构件130的空气清净器

安装在作为腔室120的曲轴箱强制通风腔室与进气岐管110的上方的动作。

[0035] 此外，在本实施例的内燃机100的安装结构中，作为腔室120的曲轴箱强制通风腔

室与作为进气构件130的空气清净器分别设于进气岐管110的外面而彼此相邻，进而作为腔

室120的曲轴箱强制通风腔室与作为进气构件130的空气清净器之间存在空间。如此，形成

在腔室上盖122的平坦面126上的突出部128朝向作为进气构件130的空气清净器延伸，进而

位于作为腔室120的曲轴箱强制通风腔室与作为进气构件130的空气清净器之间的空间，即

位于作为腔室120的曲轴箱强制通风腔室的上方空间。藉由上述构成，将突出部128形成在

腔室上盖122的平坦面126上的作法能够有效利用作为腔室120的曲轴箱强制通风腔室的形

状与上方空间来固定作为进气构件130的空气清净器。

[0036] 再者，在本实施例的内燃机100的安装结构中，由于作为腔室120的曲轴箱强制通

风腔室的腔室上盖122的上面具有范围较广的平坦面126，因此相较于将突出部128形成在

腔室上盖122的侧边或角落的情况，将突出部128形成在腔室上盖122的平坦面126上的作法

能够使突出部128具有良好的刚性。伴随着提高作为腔室120的曲轴箱强制通风腔室的整体

结构的刚性，内燃机运作时所产生的放射音也能得到降低。

[0037] 综上所述，在本实用新型的内燃机的安装结构中，内燃机包括进气岐管、设于进气

岐管的外面的腔室、与设于进气岐管的外面的进气构件，平坦面形成在腔室的上面，突出部

形成在平坦面上，并往进气岐管的上方延伸，进而进气构件固定在突出部上而安装在腔室

与进气岐管的上方。特别是，平坦面与突出部形成在腔室上盖的上面。由此可知，突出部位

在腔室上方的空间中，因此突出部能够在不增加占有空间的前提下作为固定手段来固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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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构件，并且突出部一体地形成在腔室的上面上呈现平坦的区域而具有良好的刚性。据此，

本实用新型的内燃机的安装结构能够有效利用腔室的形状与上方空间来固定构件，并具有

良好的刚性，进而降低内燃机运作时所产生的放射音。

[0038]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

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

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实施

例的技术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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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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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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