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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封闭式转子压缩机，包括内部结构为圆

柱型腔机体（1），在机体（1）圆柱型腔侧壁上开有

进气口（A），机体（1）内壁设置有与进气口（A）连

通的配流道（D）；本发明结构简单、加工制造容

易、运行效率高、节能、通用性广泛；可以制造成

半封闭式或全封闭式空调制冷压缩机应用于中

央空调、冷藏、冷冻机组配套设备及各相关工业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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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封闭式转子压缩机，包括内部结构为圆柱型腔机体(1)，在机体(1)圆柱型腔侧

壁上开有进气口(A)，其特征在于：机体(1)内壁设置有与进气口(A)连通的配流道(D)；机体

(1)内设置有转子单元(8)，转子单元(8)放置在机体(1)圆柱型腔内，转子单元(8)包括转子

体(9)和转子，转子体(9)径向圆柱面与机体(1)圆柱型腔内壁动配合；转子体(9)内开有圆

柱形凹腔，圆柱形凹腔壁厚径向开有吸气口(U)，吸气口(U)吸气时与机体(1)的配流道(D)

连通；转子体(9)左端与主轴(5)联接且与主轴(5)同轴转动；转子体(9)圆柱形凹腔内设置

转子，转子与偏心轴(7)同轴转动；偏心轴(7)轴心O2与圆柱型机体(1)的主轴(5)的轴心O1

形成偏心(e)，

转子体(9)右端面上设置有密闭压盖(14)；密闭压盖(14)上设置有配流排气道(Y)；在

转子上设置有排气配流道(P)，当转子转至排气位置时，排气配流道(P)与配流排气道(Y)连

通；

转子包括两种形式任选其一：复合转子(13)或者柔体转子(18)；复合转子(13)包括转

子轮(10)和旋转活塞(11)；旋转活塞(11)的一端与转子轮(10)通过销轴(M)联接动密封配

合，另一端(N)通过销轴(Q)连接转子体(9)；且旋转活塞(11)另一端(N)与转子体(9)圆柱形

凹腔内圆柱面相切(Q)动密封；

转子轮(10)通过端盖(6)上的偏心轴(7)支撑且与偏心轴(7)同轴转动，转子轮(10)的

外沿径向侧面设置有弧形凹口作为回位槽(H)，回位槽(H)为能够容纳旋转活塞(11)扣进的

结构，转子轮(10)端面上开有排气配流道(P)，排气配流道(P)与回位槽(H)连通，转子轮

(10)径向圆柱面与转子体(9)圆柱形凹腔内圆柱面相切(C)动密封；

转子轮(10)以及旋转活塞(11)均与转子体(9)的左端面(20)以及右端的密封压盖(14)

动密封配合，转子轮(10)和旋转活塞(11)将转子体(9)内圆柱形凹腔分割成两个独立腔室：

第一独立腔室(16)和第二独立腔室(17)；

柔体转子(18)包括柔体转子轮(12)和柔性活动端(15)；柔性活动端(15)的一端与柔体

转子轮(12)一体连接，另一端与转子体(9)圆柱形凹腔内圆柱面相切(Q)动密封；柔体转子

轮(12)的端面上开有排气配流道(P)；

在柔体转子轮(12)径向侧面开有回位槽(H)，回位槽(H)与排气配流道(P)连通；回位槽

(H)为能容纳柔性活动端(15)扣进的结构；

柔体转子轮(12)径向圆柱面与转子体(9)圆柱形凹腔内圆柱面相切(C)动密封；

柔体转子轮(12)及柔性活动端(15)均与转子体(9)的左端面(20)以及右端的密封压盖

(14)动密封配合，柔体转子轮(12)和柔性活动端(15)将转子体(9)内圆柱形凹腔分割成两

个独立腔室：第一独立腔室(16)和第二独立腔室(17)；

工作时，转子体(9)转动，转子体(9)通过旋转活塞(11)或者柔性活动端(15)带动所述

转子轮(10)或者所述柔体转子轮(12)转动，第二独立腔室(17)容积由小变大，有机工质由

进气口(A)、配流道(D)及吸气口(U)被吸入第二独立腔室(17)实现吸气过程；同时，第一独

立腔室(16)容积由大变小；有机工质被压缩并由排气配流道(P)、配流排气道(Y)和排气口

(B)实现排气过程；如此周而复始运动从而实现制冷压缩机吸气、压缩、排气工作过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封闭式转子压缩机，其特征在于：排气口(B)处设置有排

气阀(V)。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封闭式转子压缩机，其特征在于：柔体转子轮(12)内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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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转子轮骨架(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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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封闭式转子压缩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容积式技术领域，主要涉及空调、制冷压缩机；应用于中央空调、冷藏、

冷冻机组配套设备；也可以制造流体增压及真空设备用于各工业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外通常使用的容积式压缩机主要有：往复活塞式、螺杆式、涡旋式。上述

各种容积式压缩机分别存在着以下缺点：结构复杂、噪声、加工制造难度较大、运行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3] 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封闭式转子压缩机；其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设备结构

复杂、噪声、加工制造难度较大、运行效率低的问题。

[0004] 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封闭式转子压缩机，包括内部结构为圆柱型腔机体（1），在机体（1）圆柱型腔

侧壁上开有进气口（A），机体（1）左端设置有端盖(4)  ，右端设置有端盖(6)  ；端盖(6)上设

置有偏心轴（7）；偏心轴（7）轴心O2与圆柱型机体（1）的主轴（5）的轴心O1形成偏心（e），其特

征在于：机体（1）内壁设置有与进气口（A）连通的配流道（D）；

[0006] 机体（1）内设置有转子单元（8），转子单元（8）放置在机体（1）圆柱型腔内，转子单

元（8）包括转子体（9）和转子，转子体（9）径向圆柱面与机体（1）圆柱型腔内壁动配合；转子

体（9）内开有圆柱形凹腔，圆柱形凹腔壁厚径向开有吸气口（U），吸气口（U）吸气时与机体

（1）的配流道（D）连通；转子体（9）左端与主轴（5）联接且与主轴（5）同轴转动；转子体（9）圆

柱形凹腔内设置转子，转子与偏心轴（7）同轴转动；

[0007] 转子体（9）右端面上设置有密闭压盖（14）；密闭压盖（14）上设置有配流排气道

（Y）；  在转子上设置有排气配流道（P），当转子转至排气位置时，排气配流道（P）与配流排气

道（Y）连通；

[0008] 转子包括两种形式任选其一：复合转子（13）或者柔体转子（18）；复合转子（13）包

括转子轮（10）和旋转活塞（11）；旋转活塞（11）的一端与转子轮（10）通过销轴（M）联接动密

封配合，另一端（N）通过销轴（Q）连接转子体（9）；且旋转活塞（11）另一端（N）与转子体（9）圆

柱形凹腔内圆柱面相切(Q)动密封；

[0009] 转子轮（10）通过端盖(6)上的偏心轴（7）支撑且与偏心轴（7）同轴转动，转子轮

（10）的外沿径向侧面设置有弧形凹口作为回位槽（H），回位槽（H）为能够容纳旋转活塞（11）

扣进的结构，转子轮（10）端面上开有排气配流道（P），排气配流道（P）与回位槽（H）连通，

[0010] 转子轮（10）径向圆柱面与转子体（9）圆柱形凹腔内圆柱面相切（C）动密封；

[0011] 转子轮（10）以及旋转活塞（11）均与转子体（9）的左端面（20）以及右端的密封压盖

（14）动密封配合，转子轮（10）和旋转活塞（11）将转子体（9）内圆柱形凹腔分割成两个独立

腔室（16）、（17）；

[0012] 柔体转子（18）包括柔体转子轮（12）和柔性活动端（15）；柔性活动端（15）的一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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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体转子轮（12）一体连接，另一端与转子体（9）圆柱形凹腔内圆柱面相切(Q)动密封；柔体

转子轮（12）的端面上开有柔体转子轮配流道（P）；

[0013] 在柔体转子轮（12）径向侧面开有回位槽（H），回位槽（H）与柔体转子轮配流道（P）

连通；回位槽（H）为能容纳柔性活动端（15）扣进的结构；

[0014] 柔体转子轮（12）径向圆柱面与转子体（9）圆柱形凹腔内圆柱面相切（C）动密封；

[0015] 柔体转子轮（12）及柔性活动端（15）均与转子体（9）的左端面（20）以及右端的密封

压盖（14）动密封配合，柔体转子轮（12）和柔性活动端（15）将转子体（9）内圆柱形凹腔分割

成两个独立腔室：第一独立腔室（16）和第二独立腔室（17）；

[0016] 工作时，转子体（9）转动，转子体（9）通过旋转活塞（11）或者柔性活动端（15）带动

转子轮（10）或者柔体转子轮（12）转动，第二独立腔室（17）容积由小变大，有机工质由进气

口（A）、配流道（D）及吸气口（U）被吸入第二独立腔室（17）实现吸气过程；同时，第一独立腔

室（16）容积由大变小；有机工质被压缩并由配流道（P）、配流排气道（Y）、通过排气口（B）实

现排气过程；如此周而复始运动从而实现制冷压缩机吸气、压缩、排气工作过程。

[0017] 排气口（B）处设置有排气阀（V）。

[0018] 柔体转子轮（12）内设置有转子轮骨架（12-1）。

[0019] 优点效果：本发明提供一种封闭式转子压缩机，本发明结构简单、加工制造容易、

运行效率高、节能、通用性广泛；可以制造成半封闭式或全封闭式空调制冷压缩机应用于中

央空调、冷藏、冷冻机组配套设备及各相关工业领域。

[0020]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原理图；

[0022] 图2为一种工作状态图；

[0023] 图3为起始状态图；

[0024] 图4为复合转子结构图；

[0025] 图5为图4的右视图；

[0026] 图6为柔性转子结构图；

[0027] 图7为柔体转子的实施方式图；

[0028] 图8为内置复合转子的转子单元结构示意图；

[0029] 图9为内置柔性转子的转子单元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0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整体图。

[0031]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一种封闭式转子压缩机，包括内部结构为圆柱型腔机体（1），在机体（1）圆柱型腔

侧壁上开有进气口（A），机体（1）左端设置有端盖(4)  ，右端设置有端盖(6)  ；端盖(6)上设

置有偏心轴（7）；偏心轴（7）轴心O2与圆柱型机体（1）的主轴（5）的轴心O1形成偏心（e），其特

征在于：机体（1）内壁设置有与进气口（A）连通的配流道（D）；

[0033] 机体（1）内设置有转子单元（8），转子单元（8）放置在机体（1）圆柱型腔内，转子单

元（8）包括转子体（9）和转子，转子体（9）径向圆柱面与机体（1）圆柱型腔内壁动配合；转子

体（9）内开有圆柱形凹腔，圆柱形凹腔壁厚径向开有吸气口（U），吸气口（U）吸气时与机体

（1）的配流道（D）连通；转子体（9）左端与主轴（5）联接且与主轴（5）同轴转动；转子体（9）圆

柱形凹腔内设置转子，转子与偏心轴（7）同轴转动；吸气口（U）设置在旋转活塞（11）或者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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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活动端（15）运动方向（如图1中箭头方向）的后方；吸气过程结束时，吸气口（U）与机体（1）

圆柱型腔闭合动密封（如图3所示的位置，即在配流道（D）上有一段断开，断开的位置正好是

吸气过程结束的位置，就像图3中所示的那样，吸气过程结束时吸气口（U）刚好处在该断开

位置，使得吸气口（U）与机体（1）圆柱型腔闭合动密封，当重新开始下一轮的吸气时，吸气口

（U）从该断开部分转出，使得吸气口（U）重新与配流道（D）连通。）

[0034] 转子体（9）右端面上设置有密闭压盖（14）；密闭压盖（14）上设置有配流排气道

（Y）；  在转子上设置有排气配流道（P），当转子转至排气位置时，排气配流道（P）与配流排气

道（Y）连通；

[0035] 转子包括两种形式任选其一：复合转子（13）或者柔体转子（18）；复合转子（13）包

括转子轮（10）和旋转活塞（11）；旋转活塞（11）的一端与转子轮（10）通过销轴（M）联接动密

封配合，另一端（N）通过销轴（Q）连接转子体（9）；且旋转活塞（11）另一端（N）与转子体（9）圆

柱形凹腔内圆柱面相切(Q)动密封；

[0036] 转子轮（10）通过端盖(6)上的偏心轴（7）支撑且与偏心轴（7）同轴转动，转子轮

（10）的外沿径向侧面设置有弧形凹口作为回位槽（H），回位槽（H）为能够容纳旋转活塞（11）

扣进的结构，转子轮（10）端面上开有排气配流道（P），排气配流道（P）与回位槽（H）连通，

[0037] 转子轮（10）径向圆柱面与转子体（9）圆柱形凹腔内圆柱面相切（C）动密封；

[0038] 转子轮（10）以及旋转活塞（11）均与转子体（9）的左端面（20）以及右端的密封压盖

（14）动密封配合，转子轮（10）和旋转活塞（11）将转子体（9）内圆柱形凹腔分割成两个独立

腔室（16）、（17）；

[0039] 柔体转子（18）包括柔体转子轮（12）和柔性活动端（15）；柔性活动端（15）的一端与

柔体转子轮（12）一体连接，另一端与转子体（9）圆柱形凹腔内圆柱面相切(Q)动密封；柔体

转子轮（12）的端面上开有柔体转子轮配流道（P）；

[0040] 在柔体转子轮（12）径向侧面开有回位槽（H），回位槽（H）与柔体转子轮配流道（P）

连通；回位槽（H）为能容纳柔性活动端（15）扣进的结构；

[0041] 柔体转子轮（12）径向圆柱面与转子体（9）圆柱形凹腔内圆柱面相切（C）动密封；

[0042] 柔体转子轮（12）及柔性活动端（15）均与转子体（9）的左端面（20）以及右端的密封

压盖（14）动密封配合，柔体转子轮（12）和柔性活动端（15）将转子体（9）内圆柱形凹腔分割

成两个独立腔室：第一独立腔室（16）和第二独立腔室（17）；

[0043] 旋转活塞（11）及柔体转子轮（12）通过销轴（N）与转子体（9）凹腔底面（左端面

（20））上的销孔（F）以及密闭压盖（14）上的销孔（G）配合连接构成转子单元（8）；

[0044] 工作时，结合图10的一种实施方式，当电机（3）启动，转子体（9）转动，转子体（9）通

过旋转活塞（11）或者柔性活动端（15）带动转子轮（10）或者柔体转子轮（12）转动，第二独立

腔室（17）容积由小变大，有机工质由进气口（A）、配流道（D）及吸气口（U）被吸入第二独立腔

室（17）实现吸气过程，同时，第一独立腔室（16）容积由大变小；有机工质被压缩并由配流道

（P）、配流排气道（Y）、通过排气口（B）实现排气过程；如此周而复始运动从而实现制冷压缩

机吸气、压缩、排气工作过程。

[0045] 排气口（B）处设置有排气阀（V）。

[0046] 柔体转子轮（12）内设置有转子轮骨架（12-1）。

[0047] 本发明广泛应用于中央空调、冷藏、冷冻机组配套设备及各相关工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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