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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主要由定

子、转子、梭板三大部件组成。其中定子由定子筒

体和两个端盖组成，转子由圆柱轴和一个直径较

大长度较短的同轴圆柱体组成，在转子上开了两

个与轴心对称的梭板槽；梭板由两片同形同质的

类似长方形板子组成，安装在上述定子的梭板槽

内。两个端盖呈镜像对称结构。在一个定子筒体

内表面、两个定子端盖安装好后互为共轭的两个

内表面和一个定子的两个侧面以及转子轴表面

形成了在定子两边的两个共轭腔体。定子端盖的

一个径向和轴向方向上设计制作了一个进气点

火腔体，定子端盖的另一边设计制作一个流体排

出腔体，火花塞点燃喷入进气腔体的混合气体，

爆燃气体推动梭板进而推动转子进而带动转子

轴转动输出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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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其特征在于，该发动机主要由定子、转子、梭板三大

部件组成：其中定子由圆筒状筒体和筒体两端的定子端盖组成，此两个端盖具有相同尺寸，

但正好呈镜像对称结构，而端盖在轴向上以厚度划分为四个区域，一个较薄区域，一个较厚

区域，这两个区域以轴心中心对称分布在互为180°方向上，第三第四区域由较薄区域和较

厚区域之间的两个过渡曲面区域构成，这4个区域所占角度在360°圆周必须两两对称，在一

个端盖的两个过渡曲面的一个曲面上设计制作有一进气爆燃腔，也可称之为高压流体注入

腔，另一曲面设计制作有一废气，或做功后的流体排出腔；转子由一根直径较小长度较长的

圆柱轴和一个直径较大长度较短的同轴圆柱体——转子组成，在转子轴向上开了两个与轴

心对称的梭板开口；梭板由两片同形同质的类似长方形板子组成，两个梭板分别安装在转

子的两个梭板开口内，它们安装于定子内共轭双腔中，既可以与转子同步做轴向圆周运动，

又可以因为两个定子端盖的内表面形成的共轭双腔的约束做轴向往复运动；定子端盖的一

个厚薄区域的过渡曲面区域上在径向和轴向方向上设计制作了一个进气点火腔体，它与定

子外壳预留的进气口和火花塞安装位置相通，同时也与由定子筒体内壁、定子侧壁、梭板一

侧面以及定子端盖内表面过度面、较薄面之间形成的腔体相连；定子端盖的另一个厚薄区

域的过渡曲面区域上设计制作一个流体排出腔体，该腔体与上述腔体相连，也与定子上预

留的流体出口相连，由于一个完整的本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在其内部由一个定子筒

体内表面、两个定子端盖安装好后互为共轭的两个内表面和一个定子的两个侧面以及转子

轴的轴表面形成了在定子两边的两个共轭腔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其特征在于，当定子两端两个定子

端盖上的两个进气腔体内从进气口喷入的油气混合气体分别被与它们同腔体上安装的电

火花塞点火爆燃后，爆燃气体急剧膨胀推动离它最近的梭板做远离爆燃区域运动，而梭板

只能在转子口子和共轭腔体共同限制下做轴向往复运动和转子轴径向的圆周运动，进而带

动转子轴做旋转运动输出动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其特征在于，如果去掉电火花塞和

其配套的安装孔，只保留进气通道，就直接将本发动机变为了共轭双腔流体发动机，这些流

体包括水、油、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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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燃气发动机(内燃机)以及流体发动机(类似于水轮机)。具体

是一种通过共轭双腔、转子及其转子上安装梭板(或梭摆)来实现燃气爆燃转化为转子动能

输出或者水势能(或者其它压力流体)转化为动能输出的空间结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发动机采用气缸活塞加曲轴连杆方式传动，由于活塞压缩到气缸底部，火花

塞点火爆炸做功时，活塞连杆和曲轴几乎在一条直线上，用力学原理分析此时的爆燃对活

塞产生的推力能做有用功的效能几乎为零，它只能依靠曲轴和惯性飞轮的惯性传递到活塞

连杆和曲轴产生的角度才能做少量的有用功，并且随着角度的增大，当活塞连杆和曲轴之

间的夹角为直角时，气缸内油气混合气体被火花塞点燃时爆燃产生的动能才能完全作用于

发动机动力输出，产生有用功极值，但从力学角度分析还是有一个沿连杆传出动力的反方

向作用力作用在活塞上，使活塞有一个径向反作用力施加在与其配合的气缸壁上，增大活

塞与气缸之间的摩擦力而消耗一部分能量，何况气缸活塞连杆曲轴发动机无法做到使活塞

的连杆和曲轴永远成直角状态做功，当然就无法使气缸内油气爆炸产生的能量完全作用发

动机输出而产生有用功，致使较大的能量被活塞、连杆和曲轴之间的撞击和摩擦消耗掉了。

使目前全世界主流的传统气缸活塞式发动机热效率在30‑38％，最高的燃油利用率(热效

率)也才仅仅达到41％。再有就是正因为传统活塞连杆和曲轴之间角度的不断变化，导致传

递能量效能太低，迫不得已只能增加活塞动能把活塞做的很大，同时加入惯性飞轮导致尺

寸、重量大大增加进而使整机变得笨重不堪。

[0003] 长期以来，减少发动机尺寸、零部件数量、增加发动机运行可靠性、提高发动机热

效能、降低生产成本和使用成本，是发动机工程师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和追求。虽然在上述目

标中取得了一定进步，但由于传统发动机本身先天原理、结构条件所限，气缸活塞连杆曲轴

各个部件缺一不可，不可能取得任何革命性进步。倒是汪克尔转子发动机(三角转子发动

机) 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燃气发动机许多年来的垄断地位，其优势方面，与四冲程活塞式发

动机相比，转子发动机的运动零件要少得多。双转子发动机主要有三个运动零件：两个转子

和一个输出轴。即使最简单的四缸活塞式发动机也至少有40个运动零件，包括活塞、连杆、

凸轮轴、气门、气门弹簧、摇臂、正时皮带、正时齿轮和曲轴等等。运动零件的减少意味着转

子发动机的可靠性更高。这就是为什么某些飞机制造商(包括空中客车在内)倾向于使用转

子发动机而非活塞式发动机的原因。但它也有许多缺陷：制作成本高、润滑困难、维修成本

维修难度都很高，使用寿命低、燃烧不充分导致污染较大等等。

[0004] 而水轮机则是以混流式(弗朗西斯水轮机)为主导，水能转化率最高可达95％。虽

然已经很成熟了，但如果能够更进一步把效率提升到96％以上，对整个社会进步也是一个

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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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彻底摒弃传统气缸活塞连杆曲轴发动机(以下简称传统发

动机)动力产生传递方式和水轮机动力产生传递方式，用本实用新型的共轭双腔梭板转子

内燃发动机和共轭双腔梭板转子流体发动机(以下合二为一简称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

机，或简称本发动机)取代它们，由于本实用新型的发动机或水转机主要是由定子、转子、梭

板三大组件组成，因此发动机的零部件数量、体积和重量比传统发动机少了五分之四以上，

正因结构部件极少，整机可靠性和寿命就有极大提高，生产成本更是会大大降低。也就是可

以大幅提高发动机燃油热效率和水力发电水势能利用率，达到用及少量的零部件、极低的

空间占用率和生产使用成本来达成本实用新型的目的。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如下：

[0007] 本实用新型的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主要由三大部分：定子、轴转子、梭板(或

梭摆)外加附件构成。其它附件与传统活塞气缸发动机附件相同，例如进气阀、火花塞等。

[0008] 1、定子：如图7、图9、图10所示，定子是由图7定子外壳和图9、图10两个端盖组成。

两个端盖中间都有一个和轴转子相配套的中心轴孔8，每个端盖在轴孔轴向上分一厚一薄

两个厚度区域，两个厚度区域之间平滑过渡，过度面为3、9，此平滑过渡曲面3、9是以径向为

一垂直线过度的，以使该曲面在动配合中能与梭板(图11)(或梭摆，以下都以梭板代指梭板

或梭摆进行简述)的端头端面1或3进行滑动配合，同时还能有效密封。每个端盖过度面3、9

上都制作一个进气点火爆燃腔7，一个排气腔4和排气孔5。图9图10中端盖的薄区域面2、过

度面3、9与图8轴转子的转子端面3、6之间形成一个腔体，而端盖厚的部分表面6与图8轴转

子的转子端面3、6接触实施滑配合。两个端盖的厚薄部分旋转180°后进行配合安装，这就在

定子端盖之内形成了一个共轭腔体，把转子安装进去，由于转子的隔离，定子两个端盖之间

的一个共轭腔体被转子分开形成了共轭双腔结构。在定子对应于两个端盖的进气点火爆燃

腔位置安装进气阀(与传统发动机相似的进气单向阀)和电火花塞各一个，在对应于端盖的

排气腔各开一个排气孔。

[0009] 2、轴转子：如图8，在一根与定子端盖中心孔配合直径的转轴2外面，制作安装一个

有一定宽度的转子3、6，转子3、6在与转子轴线对称的部位各开一个平行于轴线的开口4、7，

称为梭板口或梭板槽。此开口的缝隙大小，要与下面提到的梭板之间达到动配合尺寸即可。

[0010] 3、梭板：如图11，设计制作与轴转子的两个径向对称的梭板口缝隙(或空隙)尺寸

进行滑配合的板子(或摆子)，可以使它在轴转子相应开口中沿着开口方向左右穿梭般移

动。这个板子称之为梭板。

[0011] 4、本发动机工作原理：如图1‑6所示，在轴转子13的两个径向对称的梭板口缝隙

(或空隙)  中各安装了一个梭板12、15后，再将其装配到定子两个端盖4、10中，转动轴转子

13，两个梭板12、15除了会和转子13做同步旋转运动外，还会在两个端盖4、10之间的共轭双

腔  2、14中沿轴向做来回穿梭运动。反过来，朝一个方向沿转子13切向推动梭板12、15，轴转

子13受到梭板12、15切向的推力，就会沿受力方向转动。上述这个推动力可以是被火花塞 

7、17点火的油气混合爆燃气体(相当于活塞气缸中被火花塞点燃的油气混合爆燃气体做

功)  做功而来，此时的梭板12、15被爆燃气体推动部分面积的功能相当于传统发动机中的

活塞功能。它直接施加作用力作用于轴转子的转子上13，而转子13与转子轴3为相对固定的

刚体，因此这个由上述梭板12、15产生的推动力就直接作用在转子轴3上直接输出做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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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本实用新型可称为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内燃发动机；若去掉点火系统，将上述推动力变

为其它流体，例如高压水、高压油、高压空气等，就可以称之为相应的共轭双腔梭板转子流

体发动机。统称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

[0012] 5、工作原理具体描述：如图1‑6，第一次点火做功：当在装配好的本发动机的2个进

气口5、  18输入燃油(或燃气)、空气混合气体后并由火花塞7、17点火爆燃，无论此时梭板

12、15  在定子中的哪个位置，都可以对两个梭板12、15之一或全部施加巨大推力推动转子

13旋转进而带动转子轴3旋转对外做功。当此次点火被爆燃气体推动的梭板12、15做功并使

转子  13旋转接近180°时，此梭板12、15开始转过定子端盖上预先制作的排气孔排气位(图

9、  10中的4)，爆燃气体从与此对应的排气孔8、9排出。此时另一个梭板15、12又进入到预先

设置好的爆燃位6、20，进入又一轮点火爆燃进入下一个做功输出进程。第二次及第n次点火

做功：在转子轴3上指定位置设计制作有与定子1相配套的角度位置指示触发器，用以精确

定位点火时刻和角度，使得转子梭板12、15在每转一周的相同位置被爆燃气体推动旋转做

功。同理，当此次点火被爆燃气体推动的梭板12、15做功并使转子旋转接近180°时，此梭板

12、15开始转过定子端盖4、10上预先制作的排气孔排气位(图9‑10的4位)，爆燃气体从此排

气孔排出。此时另一个梭板15、12又进入到预先设置好的爆燃位6、20，又一轮点火爆燃推动

这一梭板15、12进入下一个做功输出进程。如此不断循环，就形成了本发动机特有的“进气/

点火爆燃‑推动梭板绕轴心旋转带动转轴做功输出动能‑排气”三步动作做功循环。精确设

定转轴上上述角度最佳触发器位置，就可实现发动机输出最大最稳定动能的目的。除了梭

板与转子开口配合面的滑配合和梭板与定子端盖共轭双腔内壁面之间的滑配合以及转子

轴与定子轴孔之间的轴承滚动配合的微小摩擦力消耗以外，本发动机没有任何别的能量损

耗。因此可以使燃油利用率上升到50‑60％以上甚至更高。这是燃油燃气发动机史上的一次

革命。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主视图。(指定本图为摘要附图)

[0014] 图2是本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B‑B向剖视图。

[0015] 图3是本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俯视图。

[0016] 图4是本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俯视图的C‑C向剖视图。

[0017] 图5是本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主视图A‑A向剖面图。

[0018] 图6是本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主视图D‑D向剖面图。

[0019] 图7是本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定子3D示意图。

[0020] 图8是本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轴转子3D示意图。

[0021] 图9是本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定子左端盖3D示意图。

[0022] 图10是本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定子右端盖3D示意图。

[0023] 图11是本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梭板3D示意图。

[0024] 图12是本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轴转子与梭板装配3D示意图。

[0025] 图1～图12是本实用新型总体装配结构到各个部件之间外观展示和相互关系描述

组合和分解图。具体是：图7是定子结构示意图，其中1是定子内壁圆柱面，用以安装定子端

盖(如图9图10所示)，2、6是流体进入口通道，3、7是做功后流体排出通道，4是定子外壳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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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5、9是电火花塞安装孔，8是定子座，这个可有可无，在实际设计使用中根据需要可以设

计为任何需要的结构形式，这里为了直观了解，设计了这么一个简易定子座；图  8是轴转子

结构示意图，其中1、5是键槽，2是轴面，3、6是转子左端面(右端面未标注)，  4、7是转子上呈

180°轴向对称的两个开口(梭板槽)，用以容纳配合如图11所示的梭板；图9图10是定子端盖

结构示意图(本实用新型的共轭双腔关键点)，其中1是端盖与定子内壁(图7的内壁1面)相

配合的圆柱面，2是端盖薄壁面，6是厚壁面，此面与图8所示的3、  6面相贴合，3、9是薄壁厚

壁之间的过渡曲面，7是进气点火腔体(或者高压流体进入腔体)，  4、5是做功后的废气或流

体排出腔体和通道；图11是梭板结构示意图，其中1、2是梭板两个端头的端线曲面，它们用

于安装在装配体中后，是起到与如图9图10中所示的定子端盖2、  3、6、9内表面曲面相配合

并在该曲面上进行滑动并密封的作用，而4、2面的其中一个面例如4面与如图8的轴面2接触

沿轴向进行左右滑配合，一个面例如2面是与图7所示的内表面1接触进行左右轴向和径向

圆周转动时的滑动配合。先将图9的定子左端盖圆柱面1装配到图7定子相对应内圆柱面1的

左端，再将图11的梭板两片装配在图8轴转子的两个配套梭板槽4和7内，形成图12所示装配

单元。此图12中1是轴转子的转子轴，2是键槽，3、4  是转子开了梭板槽后分成的转子的两个

半块，5是转子右端面，7是转子上的梭板槽，此时梭板6和梭板8在转子梭板槽中可以左右上

下滑动(滑配合)。将该装配单元从已经在左端安装了端盖的定子右面安装进上述定子中，

此时图12中的两片梭板6、8由于受到定子圆筒内壁的限制，只能在轴线左右方向滑动。再将

图10所示的定子右端盖圆柱面1和轴孔8装配到上述装配好了装配单元的定子右端，完成本

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所有主件装配，如图1、图3所示。再安装图1、图3中编号为5、18所

示的汽油空气混合气体喷嘴和安装编号为7、  17所示的电火花塞，再把编号为8、9的废气出

口连接外部管道，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系统。

至于润滑系统、散热系统，可以直接在定子套上面开孔注入润滑油，在定子对相应的内壁加

工润滑槽，使定子内壁与转子外壁、梭板之间产生有效润滑，在定子端盖轴孔内壁以及端盖

整个内壁也加工润滑槽，通过事先做好的与其相连接的注油孔施加润滑液，使端盖轴孔与

转子轴之间以及端盖内表面与梭板端头接触面之间有效润滑。而散热方面，可以在定子壳

外面制作数量足够的散热片，并可以把实心转子轴换成空心转子轴，同时在动力输出轴的

另一端轴上安装一个叶轮风扇强力降温。上述的润滑系统、散热系统，乃是传统发动机常规

配套系统，十分成熟，与本实用新型的精要不相干，仅仅一笔带过，不做赘述。工作时，只需

要像传统发动机那样控制进气喷嘴5、8喷进的油气混合气体并用电火花塞7、17点火，此时

的爆燃气体在图1‑6的编号为6的腔体中急剧膨胀，推动梭板12左边突出转子的左端面部

分，此时梭板受力方向，就是垂直于轴转子轴向的切面圆的切线方向推动转子13向该方向

旋转运动，带动转子轴3做同向圆周运动。同理，与编号为12径向对称的梭板15突出转子13

右端面部分，受到该梭板相对应的定子右端盖10相应对称位置预留的爆燃腔体20爆燃气体

的反向推动，同时与梭板12对转子做功，使转子轴3 同时受对称推力的推动旋转做功，输出

动力。本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整个原理十分简单、清晰明了，结构简单合理，除了梭板

与转子上开出的梭板槽、梭板端头与定子端盖内腔壁、转子圆周面与定子内腔、定子端盖轴

孔与转子轴面之间有极小的滑动摩擦损耗外，没有任何能量损失。因此与传统气缸活塞式

发动机比起来，效能比将大大提高，达到50‑60)％以上甚至更高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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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专利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27] 实施例1：参阅图1‑12，本实用新型的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主要分为三大部

分，第一部分为定子，它是一个金属筒体如图7中标号为1的部分，外加两个结构相同镜像对

称的定子端盖如图9图10构成；第二部分为转子，它是由一轴如图8中标号为2的轴上另加一

个在转子上开两个梭板口子(梭板槽)组成，如图8标号为3和6的便是转子开口4、7  后的转

子的两个剩余部分；第三部分是两片如图11所示的梭板。首先把图9中的定子端盖安装在图

7所示的定子的左端头后，再把两片梭板安装在图8所示的转子轴上相应开口4和7  内如图

12所示，然后把图12的这个装配子部件装配在刚刚安装了左端盖的定子内，最后把图10的

定子右端盖安装在上述装配体的右端，得到图1、图3这两个图所示的本实用新型的总装配

体。至于该总装配体中的进气部件、电火花塞、出气口等附件，图中有所表达，仅仅是为了表

述本实用新型原理时，因有关联，故而也绘制并表达出来。本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结构

原理和工作原理是：在图1‑6中，安装在定子1中的定子端盖4和端盖10，他们各有一个厚薄

区域以及厚薄区域之间的过渡区域，如图9、图10所示，在他们的两个过渡区域  3和9中，分

别开有一个进气腔体7和一个出气腔体4和出气孔5，该端盖的进气腔体7对应于图7所示的

定子壳体上的进气开孔2和6，以及火花塞安装位置5和9，该端盖的出气腔体  4和出气孔5对

应于图7所示的定子壳体上的出气孔7和3，而图9‑10中定子端盖的较厚部分小端面6，它们

分别对应于如图8转子的两个端面之一的3和6和对应的另一面相贴合，这样，图9图10中定

子端盖薄的一面2加上两个过度斜面3和9就与转子两个端面3(图8)  和5(图12)之间，加上

图12的轴面1和图7的内圆柱内表面1之间，就形成了如图1‑6中的2个轴向互成180°对称的

共轭腔体2和14，此腔体又被梭板12和15分隔开，被两个梭板分隔开的左右两个共轭空腔2、

6或者20、14始终有一部分处于进气区域，一部分处于出气区域。所以无论梭板12、15在什么

位置，第一次进气点火都可以推动梭板进而推动转子转子轴转动做功输出动能。而梭板12

和15的长度为定子13的宽度加定子端盖4或10的最薄部位内面如图9图10的表面2到转子左

面(或者右面)表面(也就是到图8的3/6表面或者图12的5表面)的距离，梭板的这个长度也

是图1中看到的两个定子端盖4和10的过度面径向切面之间的距离。这样，无论转子13转到

什么角度，梭板12、15始终在共轭双腔中与两个端盖的内表面接触并密封被它分隔的腔体2

和6，如图1图5所示。本实用新型运转原理描述：观察图1‑图6，当人们控制进气喷嘴5和18喷

进油气混合气体到左右端盖制作的相应的进气腔体6和20中并用电火花塞7和17点火，此时

的爆燃气体在腔体6和20中急剧膨胀，推动编号为12、15的梭板沿着梭板受力方向，也就是

垂直于轴转子13轴向的切面圆的切线方向推动编号为13的转子向该方向运动，带动转子轴

3做同向圆周运动。即转子轴3同时受到梭板12、15反向对称推力的推动旋转做功，输出动力

(旋转方向在图5中是顺时针转动，在图6中是逆时针转动，实际上两个推力在转子切面圆上

反向，但却是推动转子旋转方向相同)。在此过程中，梭板12和15除了会随着转轴的转动，受

定子端盖4和10内曲面的共轭变化(图9图10的2、3、6、9面)的限制影响，还会相对于定子轴

向左右穿梭运动，这就使梭板12、15受到的爆燃推力面面积发生增加、保持、减小三个变化，

传出的动力也发生增加、极值、衰减三个阶段。但因这三个阶段动能的变化比较小加上时间

交替十分迅速，转子每转一周，就有两个这样的变化进程，因此从统计学说来，它可以输出

一个较为稳定的动力平均峰值供人们使用。如果在同一根轴上制作多个转子13并安装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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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梭板和多组定子端盖4和10，并将每组端盖在轴向上旋转指定经过精确计算的安装角

度，就组成了多双腔共轭转子发动机(对应于传统发动机的多缸发动机组)，而体积仅仅是

轴向加长了一点，与传统多缸发动机庞大的体积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样输出的动

力不仅更加平稳，而且更加强劲。

[0028] 实施例2：本实用新型的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如图1‑图12，如果将定子1上的

火花塞7、17去掉并将此安装孔5、9(图7)去掉，就形成了一个流体发动机。原先的进气嘴5、8

的位置上改为流体输入口输入流体，例如高压空气、高压液压油、高压水(包括只要具有落

差势能的河水)等等，就可以推动梭板12、15带动转子13进而带动转子轴3旋转做功输出动

能。可以用于替代水轮机等各种流体转化动能等领域。

[0029] 实施例3：上述的本实用新型的共轭双腔梭板转子发动机，可以把梭板变形，变为

梭摆，以图1图3为例，去掉12、15两个梭板，把它们换为两个梭摆，该梭摆由一大一小两个圆

柱面，圆柱面中间用两个过度平面或曲面相切相连组成，小的圆柱面在轴转子转轴转动方

向的前面，大的圆柱面在轴转子转轴转动方向的后面，两个圆柱面轴心都指向轴转子转轴

轴心，大的圆柱面以小的圆柱面轴心可做左右来回摆动，摆动到左端盖内表面相接触时，其

圆柱面右面与过度平面或曲面的相交边沿正好与转子右面平齐，反之，梭摆同样以梭摆小

圆柱为圆心，大圆面摆动到右面定子右端盖内表面相接触时，其圆柱面左面与过度平面或

曲面的相交边沿正好与转子左面平齐，这样可以保证梭摆在转子转到任意角度时，都能使

梭摆大圆柱面能与实施例1所述的梭板功能一样，使大圆柱面摆动到共轭腔内部部分起到

梭板该部分相同功效；同时，转子上的开口也制作为跟梭摆相匹配的结构和形状。

[0030]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实用新型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

且在不背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实用新

型。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实用新

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

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实用新型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

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31]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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