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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转动装置 ，其包括缸体 （110 ) 、前端盖 （120 ) 和后端盖 （130 ) 、主轴 （200 ) 、偏心转子组件 （300 )
和 隔离机 构 （400 ) 。偏 心转 子 组件 （300 ) 包 括 偏 心轴 （310 ) 、滚 动 活 塞 轮 （330 ) 和 至 少 一滚 动 轴 承
( 320 ) 。在 该转动装置 中，偏心轴 （310 ) 和滚动活塞轮 （330 ) 之 间采用滚动轴承 （320 ) 方式隔离转动 ，

通过弹性预紧力 实现缸体 的可靠密封 。及应用该转动装置 的转子式压缩机和流体马达 。还对 该转动装置 中的
旋 阔体和旋 阔体复位机构进行 了改进 。



转动装置及应用其的转子式压縮机和流体马达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流体机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转动装置及应用其的转

子式压缩机和流体马达。

背景技术

目前，市场上最常用的容积式压缩机主要分为四种类型：往复活塞式、

螺杆式、涡旋式和转子式。对于转子式压缩机而言，在主轴旋转时，偏心

转子紧贴气缸内壁回转，造成月牙状容积空间周期性变化，从而完成吸气、

压缩和排气的过程。由于转子式压缩机的压缩过程圆滑平稳、平衡，已被

广泛应用于空调、冰箱等家用制冷设备中。

图 1 为现有技术转子式压缩机的结构示意图。该转子式压缩机记载于

参考文献 2 ( 专利申请号：200780027498.9) 中。请参照图 1，该转子式压

缩机包括缸体 1、滚动转子 2、偏心套 3、带有偏心轴部分的驱动轴 4、摆

动挡块、螺旋弹簧。在驱动轴 4 的偏心轴部分与滚动转子 2 之间设置能在

他们之间灵活转动的偏心套 3，从而使滚动转子 2 的偏心距得以调整并在

工作中实现柔性滚动接触密封。偏心套 3 在绕驱动轴做公转的同时，绕偏

心中心做 自转。而摆动挡块的转动部分在螺旋弹簧的弹簧力作用下，以摆

动部分紧压在滚动转子 2 的外圆表面上，实现摆动式隔离。

然而，图 1所示的转子式压缩机在高强度工作条件下，尤其是在转动

频率非常高时，带有偏心轴部分的驱动轴 4 与滚动转子 2 和偏心套 3 的各

滑动面滑动磨擦的能量损耗较大，必须用油润滑。进入缸内的润滑油与压

缩介质混合排放后必须再分离。此外，由于要靠运动间隙中的润滑油进行

密封，为了从排气中分离出润滑油，系统的机壳内需做成高压。由于机壳

内还同时安装有驱动转子式压缩机旋转的电动机，机壳内形成的高温高压

环境对驱动电机的绝缘散热十分不利，电机容易过热。转子式压缩机由于

偏心转子构造尺寸特别紧凑，加上前述通过采用油液来填补缸体和密封套

圈接触处的间隙等原因，使用油润滑已成为习惯，这就限制了它在大型空

压机和低温用空压机中的使用。

对于图 1所示的转子式压缩机，螺旋弹簧驱动摆动挡块的一端，使摆



动挡块的另一端压在滚动转子 2 上 。由于螺旋弹簧长时间在高强度条件下

工作 ，非常容易产生故障而损坏 ，从而影响整台转子式压缩机 的使用寿命 ，

有必要寻找更精 良可靠 的摆动挡块复位加压机构 。此外 ，由于存在杠杆作

用 ，摆动挡块与滚动转子 2 之 间的力度不容易控制 ，力度过大 ，不仅增加

摆动挡块 的磨损 ，而且还会消耗压缩机 的功率；力度过小，则不能保证气

缸的密封 。

此外 ，在摆动挡块 的头部与滚动转子 2 的外圆柱面接触处，承受着较

大的压力 ，并且有高速 的相对滑动运动 ，因此必须有低磨擦、耐磨损、高

效率、长寿命 的密封构造才可 以，如果没有相应措施 ，接触处就很容易破

坏 。然而现有技术 中的做法 ，是把摆动挡块的头部与滚动密封套圈 2 的外

圆柱面接触处连接起来 ，摆动挡块头部随滚动密封套圈外圆柱面的位置而

固定，这样虽然能够解决其接触处的磨损和密封 问题 ，但是，滚动密封套

圈 2 的外圆柱面和缸体 1 的圆筒 内壁之 间就不可能实现滚动 了，导致磨擦

磨损和间隙问题 的发生 。虽然可 以通过采用油液来填补缸体和密封套 圈接

触处的间隙，但是又带来 了压缩介质与润滑油分离的问题 。

发 明内容

(一 ）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

为解决上述 的一个或多个 问题 ，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转动装置及应用其

的转子式压缩机和流体马达 。

( 二）技术方案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 ，提供 了一种转动装置 。该转动装置包括：缸

体；前端盖和后端盖 ，密封连接于缸体 的前端和后端 ，其与缸体共 同限定

一圆筒形 内腔；主轴 ，由缸体和/或前、后端盖可转动地支撑 ，部分地位于

圆筒形 内腔 内，其中心轴线与缸体的中心轴线重合；偏心转子组件 ，套设

于主轴位于圆筒形 内腔 的部分 ，包括 ：偏心轴 ，套设于主轴位于圆筒状 内

腔的部分 ，其中心轴线与主轴 的中心轴线错开预设位置 ；滚动活塞轮 ，套

设于偏心轴上 ，其中心轴线与偏心轴 的中心轴线重合；至少一滚动轴承 ，

对称地套设于偏心轴上 ，其 内套圈固定于偏心轴 ，其外套 圈固定于滚动活

塞轮 ，以隔绝两者 的转动 ，该至少一个滚动轴承与滚动活塞轮之间的预紧

弹性力将滚动活塞轮压紧于圆筒形 内腔 的内圆筒面，使圆筒形 内腔的内圆



筒面和滚动活塞轮 的外 圆柱面形成轴 向延伸 的密封腔室；隔离机构 ，将密

封腔室分隔为相互独立 的第一腔室和第二腔室 ，该第一腔室和第二腔室分

别与设置在缸体上的第一组通孔和第二组通孔相连通 。

根据本发 明的另一个方面，还提供 了一种转子式压缩机 。该转子式压

缩机包括上述转动装置 ，其中：第一腔室通过第一组通孔与低压压缩介质

输入 口相连通 ；第二腔室通过第二组通孔与压缩后高压压缩介质 的排 出口

相连通 ；主轴将 圆筒形 内腔外的扭矩传递至圆筒形 内腔 内，通过偏心转子

组件 以对压缩介质进行压缩 。

根据本发 明的再一个方面，还提供 了一种流体马达 。该流体马达包括

上述转动装置 ，其中：第二腔室通过第二组通孔与高压流体进 口相连通 ；

第一腔室通过第一组通孔与低压流体 出 口相连通 ；高压流体推动偏心转子

转动 ，通过主轴将产生的扭矩传递至 圆筒形 内腔外 。

(三 ）有益效果

从上述技术方案可 以看 出，本发 明转动装置及应用其的转子式压缩机

和流体马达具有 以下有益效果：

( 1 ) 偏心轴和滚动活塞轮之 间采用滚动轴承 ，使用滚动轴承后 ，转

子压缩机就实现 了无油化或者说少油化 （即局部小范围内的油润滑 ），从

而克服 了因大量使用润滑油而带来的诸多缺点，使转动装置可 以在大型的

压缩机和空压机领域应用 ；

( 2 ) 在滚动轴承外套 圈的外 圆柱面与滚动轴承安装定位 内圆筒面之

间留有径 向间隙，其间夹有弹性预紧元件 ，该弹性预紧元件在达成压缩机

转子 良好可靠密封 的同时，不仅可 以避免对构成偏心转子的各个零件 的径

向装配尺寸的过于苛刻 的精度要求 ，降低成本 ，还具有吸收振动和噪音 的

功能；

( 3 ) 采用平衡配重方案 ，减轻 了转动装置 由于偏心转动而引起 的动

量不平衡 的问题 ，经过转子动量平衡设计 的转子式压缩机 ，更加符合精密

工学原理 ，运行起来振动小，噪音低 ；

( 4 ) 通过复位销钉将压缩弹簧 的复位压力直接传递至靠近旋 阀体头

部的侧面位置 ，可 以精准地调节压在行星活塞滚轮外圆柱面上 的旋 阀体头

部的接触压力 ，实现最小滑动摩擦力下 的可靠密封 ，提高 了转动装置的工



作可靠性 ；

( 5) 将旋 阀体复位销钉打造成传统压力气缸的构造 ，或使用更有力、

更稳定、更精密和更长寿 的气动元件来控制旋 阀体的摆动 ，保证 了整台转

动装置的工作可靠性和维修的便利性 ；

( 6 ) 在旋 阀体 的远端采用滚轮或者摆动密封滑头 ，进一歩减小了旋

阀体与滚动活塞轮 的摩擦力 ，提高了工作效率 。

附图说明

图 1 为现有技术转子式压缩机 的结构示意图；

图 2A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转子式压缩机 的纵切面示意 图；

图 2B 为图 2A 所示转子式压缩机沿 A-A 面的剖视 图；

图 3 为图 2A 所示转子式压缩机 中偏心转子组件局部的右视 图；

图 4 为图 2A 所示转子式压缩机 中偏心转子组件局部的立体 图；

图 5A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转子式压缩机 中 0 型弹性橡胶 圈的第一种

装配方式的示意 图；

图 5B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转子式压缩机 中 0 型弹性橡胶 圈的第二种

装配方式的示意 图；

图 5C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转子式压缩机 中矩型弹性橡胶 圈的装配方

式的示意 图；

图 6A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转子式压缩机偏心转子组件 中弹簧片套圈

的示意图；

图 6B 为图 6A 所示弹簧片套圈装配的示意图；

图 7A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转子式压缩机 中偏心转子组件 的左视 图；

图 7B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转子式压缩机 中偏心转子组件 的示意图；

图 8A 和 图 8B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转子式压缩机隔离机构中第二种

旋 阀体分别在压入状态和伸 出状态 的示意图；

图 9 为根据本发 明转子式压缩机隔离机构中第三种旋 阀体的立体 图；

图 10A 和 图 10B 为 图 9 所示旋 阀体分别在压入状态和伸 出状态 的示

意图；

图 11A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转子式压缩机 隔离机构 中第二种旋 阀体

复位机构 的结构示意图；



图 11B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转子式压缩机隔离机构中第三种旋 阀体

复位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 12A- 图 12E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转子式压缩机工作流程的示意图；

图 13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流体马达的剖视 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 明的 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具体实

施例，并参照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歩详细说明。需要说明的是，在附图或

说明书描述中，相似或相 同的部分都使用相同的图号。附图中未绘示或描

述的实现方式，为所属技术领域中普通技术人员所知的形式。

为方便理解 ，首先将本发明各实施例所涉及主要元件进行编号说明，

如下所示：

【本发明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110-缸体； 111-缸体主体；

112-前缸盖； 113-后缸盖；

120-前端盖； 121-前端盖密封胶圈 ;

130-后端盖； 131-后端盖密封胶圈

140-气缸头；

200- 主轴； 210- 主轴轴承；

211- 轴承锁紧螺母； 212- 主轴密封胶圈；

300- 偏心转子组件；

310- 偏心轴； 320- 滚动轴承；

330- 滚动活塞轮； 340- 平衡块；

311-偏心轴肩； 321- 侧面密封片；

322- 密封片弹性胶圈； 325- 轴承卡环；

331 、341- 轴承压紧垫片； 342- 配重缺 口；

351-0 型弹性橡胶 圈； 352- 矩型弹性橡胶圈 ;

353- 弹簧片套圈；

400- 隔离机构； 401- 吸入通孔；

402- 排出通孔； 403- 开闭阀；

404- 高压压缩介质排出口； 410 ，410'- 旋 阀体 ;



411-摆动密封滑头 ; 411a-压缩气液通路；

421- 复位销钉；

422- 复位销钉弹簧； 423- 氮气弹簧；

424- 高压气通道； 425- 压缩弹簧；

430- 压缩机吸入腔； 440- 压缩机压缩腔；

510- 高压流体进 口； 520-低压流体出口；

530-流体马达做功腔 ; 540-流体马达排出腔。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转动装置及应用其的转子式压缩机和流体马达。在

该转动装置中，偏心轴和滚动活塞轮之间采用滚动轴承方式，并通过弹性

预紧元件实现缸体的可靠密封 ，通过平衡配重克服了转子式压缩机的振动

和噪音 问题，从而避免了润滑油的使用 ，实现了压缩机的大型化。同时，

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旋阀体复位方式，并对旋阀体进行 了改进，保证了转

动装置及应用其的转子式压缩机和流体马达的整体工作可靠性。

首先，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转动装置，该转动装置包括：缸体、前/后端

盖、主轴、偏心转子组件和隔离机构。其中，缸体与位于其前/后两侧的前

/后端盖限定一圆筒形 内腔。主轴 由缸体或其前/后端盖支撑，部分地位于

圆筒形内腔内，其中心轴线与缸体的中心轴线重合。偏心转子组件，套设

于主轴位于圆筒形内腔的部分，包括：偏心轴，套设于主轴位于圆筒状 内

腔的部分，其中心轴线与主轴的中心轴线平行且错开预设距离；滚动活塞

轮，套设于偏心轴上，其中心轴线与偏心轴的中心轴线重合；至少一滚动

轴承，对称地套设于偏心轴上，其内套圈固定于偏心轴 ，其外套圈固定于

滚动活塞轮，以隔绝两者的转动，该至少一个滚动轴承与滚动活塞轮之间

的预紧弹性力将滚动活塞轮压紧于圆筒形内腔的内圆筒面，使圆筒形 内腔

的内圆筒面和滚动活塞轮的外圆柱面形成轴 向延伸的密封腔室。隔离机构

将密封腔室分隔为相互独立的第一腔室和第二腔室，该第一腔室和第二腔

室分别与设置在缸体的第一组通孔和第二组通孔相连通 。

该转动装置可以应用于压缩机、流体马达等流体机械中，其应用于压

缩机和流体马达时，吸入通孔和排出口的设置如下：

( 1 ) 当该转动装置应用于压缩机时，第一腔室通过第一组通孔与低

压压缩介质输入 口相连通；第二腔室通过第二组通孔与压缩后高压压缩介



质 的排 出 口相连通 ；主轴将 圆筒形 内腔外 的扭矩传递至 圆筒形 内腔 内，通

过偏心转子组件 以对压缩介质进行压缩 ；

( 2 ) 当该转动装置应用 于流体 马达 时 ，第 二腔 室通 过第 二组通 孔 与

高压流体进 口相连通 ；第一腔 室通过第 一组通孔 与低压流体 出 口相连通 ；

高压 流 体 推 动偏 心 转 子 转 动 ，通 过 主轴 将 产 生 的扭矩 传 递 至 圆筒 形 内腔

外 。

该转动装置 中，每组通 孔 中通 孔 的数量可 以为 1 个 ，也可 以为 多个 。

并且 ，滚动轴承可 以为滚 柱轴承 、滚球轴承 、滚针轴承 、空气动力学滚动

轴承或复合轴承 。滚动轴承 的数量为 1 个 ，但优选 为 1 组 、2 组 、3 组 、4

组 ，每组包括沿 圆筒形 内腔左 右对称 设置 的两个滚动轴 承 。此 处 的对称 ，

指 的是相对 于 以下 平 面对 称 ：该平 面过 主轴 位 于 圆筒 形 内腔 部分 的 中心

点 ，且垂直于主轴 的中心轴线 。

以下将对 应用 该转动装置 的转子式压缩机和流体 马达 ，尤其是转子式

压缩机 ，进行详细说 明。通过 以下 的说 明，本领 域技术人员应 当可 以对本

发 明的转动装置有更加清 楚 的 了解 。

本发 明还提供 了一种转子式压缩机 。图 2A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转子

式压缩机 的纵切 面示意 图。图 2B 为 图 2A 所 示转子式压缩机 沿 A-A 面 的

剖视 图。请参照 图 2A 和 图 2B , 本 实施例转子式压缩机包括 ：缸体 110、

前端盖 120/ 后 端盖 130、主轴 200 、偏 心转子组件 300 和 隔离机构 400 。以

下分别对 各个 组成部分进行详细说 明。

请参照 图 2A ，缸体 110 与位于其前后两侧 的前端盖 120/ 后 端 盖 130

共 同限定一 圆筒状 内腔 。该 圆筒状 内腔 即为压缩机 的气 缸 ，该气 缸半径为

R2，高度 为 H 。缸体 110 包 括缸体主体 111、分别设置在 该缸体主体 111

前 /后端 面 的前缸盖 112 和后缸盖 113。在缸体主体 111 外侧 的预 设位置 ，

一般 为上方 ，设置气缸头 140 。后续 隔离机构 的旋 阀体及其复位机构均对

应该气缸头 140 的位置进行 设置 ，这些 内容将在 下文进行详细说 明。

主轴 200 由缸体前后缸盖 （112 和 113 ) 支撑 ，其 中心轴线与 圆筒形

内腔 的中心轴线重合 ，其直 径为 。该主轴 200 的第一 部分位 于 圆筒状 内

腔外 ，与外界动力源相接 ，将 外界动力源输入 的扭矩传输至 圆筒状 内腔 ；

第 二部分位于 圆筒状 内腔 内，利用外 界动力源输 入 的扭矩 带动偏心转子组



件 300 转动。

为了减小摩擦，主轴 200 和前后缸盖 （112 和 113 ) 之间分别设置主

轴轴承 210。该主轴轴承 210 优选采用高承载能力、长寿命、高精度的圆

锥滚柱轴承，以保证转子侧面和缸盖面的间隙精密可控。由轴承锁紧螺母

211 锁紧主轴轴承 210 的位置。此外，为了实现主轴与前端盖之间的密封，

在两者之间设置主轴密封胶圈 212。为了实现前端盖与前缸盖之间的密封，

在两者之间设置前端盖密封胶圈 121 ; 为了实现后端盖与后缸盖之间的密

封，在两者之间设置后端盖密封胶圈 13 1。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实施例中主轴 200 是由前缸盖 112 和后缸盖 113

可转动地支撑，但其也可以由前/后端盖可转动的支撑。此外，虽然本实施

例中主轴只有一端伸出圆筒形内腔外，但是，本发明同样包括主轴两端伸

出圆筒形内腔外，由左右两侧同时输入扭矩的情况。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很清楚的明了上述技术方案如何实现，此处不再赘述。
偏心转子组件 300 位于上述圆筒状内腔内。图 3 为图 2A 所示转子式

压缩机中偏心转子组件 300 局部的右视图。图 4 为图 2A 所示转子式压缩

机中偏心转子组件局部的立体图。请参照图 2B、图 3 及图 4，该偏心转子

组件包括：偏心轴 310，套设于主轴 200 位于圆筒状内腔的第二部分，其

中心轴线与主轴 200 的中心轴线平行且错开预设距离；滚动活塞轮 330，

套设于偏心轴 310 上，其中心轴线与偏心轴 310 的中心轴线重合，其半径

为 R 1; 至少一滚动轴承 320，对称地套设于偏心轴 310 上，其内套圈固定

于偏心轴 310，其外套圈固定于滚动活塞轮 330，以隔绝两者的转动。该

些滚动轴承与滚动活塞轮之间的预紧弹性力将滚动活塞轮压紧于圆筒形

内腔的内圆筒面，使圆筒形内腔的内圆筒面和滚动活塞轮的外圆柱面形成
轴向延伸的密封腔室。偏心轴 310 的偏心度 e 的大小根据压缩机排量、流

体压力等因素而定，例如当排量为 53 c.c，压力为 IMPa 时取 4.5mm 即可，

排量越大，偏心度 e就越大。

主轴 200 带动偏心轴 310 转动。继而，在偏心轴 310 的带动下，滚动

活塞轮 330 在沿主轴中心轴线进行公转的同时，以沿缸体的内圆筒面滚动

的方式进行 自转，滚动活塞轮 330 的转动和偏心轴 310 的转动由滚动轴承



如上所述的滚动轴承 320 可以为滚柱轴承、滚球轴承、滚针轴承、空

气动力学滚动轴承或复合轴承，优选为滚球轴承。在图 2B、图 3 及图 4

中，偏心轴 310 和滚动活塞轮 330 之间设置对称的 2 个 （即 1 组）的滚动

轴承 320。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清楚，该滚动轴承的个数可根据需要进行

设计，如果圆筒形内腔的轴向距离，即缸体高度 H ，较大的情况下，该滚

动轴承可以为对称的 2 组、3 组或者 4 组，每组两个。当然，该滚动轴承

也可以为截面积较大的一个，但其也应当是沿圆筒形内腔左右对称设置

的。

在传统的转子式压缩机设计中，因为转子式压缩机的排量和外形尺寸

都较小，偏心转子构造的尺寸又特别紧凑，加上前述必须采用润滑油来填

补缸体和密封套圈接触处的间隙等原因，导致机壳内必须做成高压，使用

润滑油的滑动轴承已成为习惯，至今未见在转子式压缩机的滚动活塞轮和

偏心轴之间通过滚动轴承进行减磨的技术。然而，市场要求转子式压缩机

能够进化为符合大型与低温使用要求的致冷压缩机，现有的采用润滑油进

行润滑的转子式压缩机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就必须要有新变革。

通过在转子式压缩机采用成熟工业化技术大量生产的并且还不断在

进歩的当代滚动轴承，不仅可以通过滚动磨擦代替滑动磨擦来大大减少磨

擦能耗，提高能效；并且使用滚动轴承后，转子压缩机就有望实现无油化

或者说少油化 （即局部小范围内的油润滑），就有望克服因大量使用润滑

油而带来的诸多缺点，在大型的压缩机和空压机中应用。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参考本申请说明书循序渐进的说明，用滚

动轴承方式来代替现有的油润滑的方式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要在压

缩机转子结构上合理地导入滚动轴承以代替当前的油润滑滑动轴承，以滚

动磨擦代替当前的滑动磨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否则也就无法解释

现有技术中没有采用滚动轴承的事实了。

机械设计的经验总结告诉我们，相邻运动面在 0.01~0.03mm 的间隙下，

才能够有 良好的气密性。本实施例转子式压缩机中，由于偏心轴和滚动活

塞轮之间使用滚动轴承构造，最理想的低成本、高质量基本密封条件是：

运动面之间无滑动，因此可无间隙，甚至于可微过盈配合，实现零泄漏。

为了实现上述的基本密封条件，在偏心轴、滚动活塞轮和缸体本体内壁之



间采用预紧弹性设计 ，以实现最好 的密封 。

转子式压缩机 中滚动活塞轮与缸体密封 间隙的控制 目标 ，就是必须保

证滚动活塞轮在沿缸体 内壁滚动时，在其接触切点处的密封 间隙 △ 为零 ，

则有下述数学表达式：

∆ = R— e — r — = 0

其中：密封 间隙为 ∆ ;

缸体 内壁 圆筒半径为 R ;

滚动活塞轮 的外 圆筒半径为 r ;

滚动活塞轮与缸体中心 的偏心量为 e ;

滚动活塞轮支撑轴承的径 向游 隙为 。

因此 ，在转子式压缩机滚动活塞轮装配之前 ，要预先测量好上述各参

数 ，进行选配 。由于缸体 内壁 圆筒半径 R、滚动活塞轮与缸体中心的偏心

量 （即 曲轴偏心半径 ） e 、滚动轴承 的径 向游 隙 Ψ ，一旦加工成形后都不

太好修正 ，所 以通常采用对滚动活塞轮 的外圆筒半径 r 进行修正调节选配

的办法 。

在本实施例中，转子式压缩机滚动活塞轮与缸体密封 间隙的控制 目标

可 以采用过盈配合 ，就是说密封 间隙 △ 小于零 。这意味着在滚动活塞轮和

缸体的接触切点处预紧加压 ，产生一个微观弹性变形 ，形成的气 隙密封就

能够 由线扩展到面 。需要注意 的是 ，预紧加压量不能太大 （大约在 1〜

ΙΟΟµπι ) , 不 能超过装配尺寸链系统允许 的弹性范围，更不能造成装配尺寸

链系统的永久变形事故；当压缩机经过初期的跑合运行阶段之后 ，各零部

件尺寸磨合稳定下来时，上述预紧加压产生的微观弹性变形就能够 自动补

偿摩擦损耗变形 ，确保转子式压缩机滚动活塞轮与缸体密封 间隙 △ 不大于

零的控制 目标 。但是，这样一来 ，制造现场就往往会对构成偏心转子 的各

个零部件 的径 向装配尺寸提 出过于苛刻 的精度要求 。

通过 以上分析可知，滚动轴承 320 与滚动活塞轮 330 之 间的预紧弹性

力将滚动活塞轮压紧于 圆筒形 内腔 的内圆筒面从而实现两者 的密封是可

行 的。一般情况下 ，该预紧弹性力可来 自于滚动轴承 320 与滚动活塞轮 330

之 间采用过盈配合 。然而 ，过盈配合如果太大的话 ，就有可能导致转子式

压缩机 出现运行不畅的问题 。



为了解决上述难题 ，就需要在滚动活塞轮 330 的内圆筒面和滚动轴承

320 的外圆柱面两者之一上开设相对于滚动轴承滚动体 （例如 ，对于滚珠

轴承 ，其滚动体就是钢球 ）沟槽径 向中心线呈对称分布 的一条或多条镶嵌

槽 ，在该镶嵌槽 内设置弹性预紧元件 ，该弹性预紧元件在正常状态下 的高

度大于上述镶嵌槽 的深度 ，以实现滚动活塞轮 330 的内圆筒面和滚动轴承

330 的外圆柱面之间的预紧加压 。此外 ，该弹性预紧元件还能够 自行吸收

和补偿误差 。

该弹性预紧元件可 以采用使用范围很广 的 0 型弹性橡胶 圈 351，其密

封压力从 1.33 X 10—5Pa 到 400MPa ( 动密封可达 35MPa) 。0 型弹性橡胶 圈

的材料 以氟橡胶为好 ，氟橡胶有很好 的弹性力 ，耐磨耐压 ，并且其连续使

用温度可达 210 °C 。

图 5A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转子式压缩机 中 0 型弹性橡胶 圈的第一种

装配方式的示意 图。如 图 5A 所示 ，在滚动活塞轮 的内圆筒面开多条镶嵌

槽 ，多条镶嵌槽 的轴 向位置相对于滚动轴承滚动体 （钢球 ）沟槽径 向中心

线呈对称且平均分布 ，以便能够均衡吸收压力变形 ，多条 0 型弹性橡胶 圈

351 可 以镶嵌在该镶嵌槽 内。当偏心主轴转动时，滚动轴承外 圆柱面就会

压缩 0 型弹性橡胶 圈 351 产生一个弹性变形 ，把滚动活塞轮 330 的外圆柱

面紧紧地压贴在缸体的内圆筒面上 ，实现有预紧力的零 间隙密封 。

滚动轴承外套圈通过 0 型弹性橡胶 圈 351 预紧固定在滚动轴承安装定

位 内圆筒面上 ，其相对于活塞轮轴承安装定位 内圆筒面的中心位置来说是

浮动的，因此它们之间需要设有足够 的间隙 β来压缩 0 型弹性橡胶 圈才行 ，

滚动轴承安装定位 的活塞滚轮 内径 Ω 必须 比滚动轴承套 圈外径大 ，间隙 β

的大小视轴承尺寸而定 ，其值范围在 0 .1 到 1mm 左右 。

在前面，提到了通常采用对滚动活塞轮 的外圆筒半径 r 进行修正调节

选配的办法 ，来保证转子在沿缸体 内壁滚动时，在其接触切点处的密封 间

隙 ∆ 为零 。当使用 0 型弹性橡胶 圈预紧固定滚动活塞轮后 ，滚动轴承外

套圈外圆柱面和滚动轴承安装定位 内圆筒面之间有 了间隙 β，此时滚动活

塞轮支撑滚动轴承的径 向游隙 ψ 为零 。

当把滚动活塞轮 的外圆筒半径 r 预先加大一个值 Ar 后则有下述数学表

达式：



△=R _e_ ( Γ+ ∆ Γ) = 0

其中：密封 间隙为 ∆ ;

缸体 内壁 圆筒半径为 R ;

滚动活塞轮 的外 圆筒半径为 r ;

滚动活塞轮与缸体中心 的偏心量为 e ;

滚动活塞轮 的外 圆筒半径 r 预先加大值为 ∆ Γ。

滚动轴承外套圈外圆柱面和滚动活塞轮 的圆柱面之间的间隙为 β，令

间隙 β 的压缩减少量为 ∆ β，滚动轴承 的径 向游隙为 ψ，则有下述数学表达

式：

△ Γ= ψ + ∆ β

0 型弹性橡胶 圈压缩变形的反作用力和 间隙 β 的变化量 ∆ β 成正 比，

有下述数学表达式：

0 < ∆ β β

因此 ，在设计时，必须通过实践经验来正确选定 ∆ β 值 ，在保证密封

间隙 ∆ 为零的同时，要做到滚动活塞轮外圆柱面对缸体 内壁 圆柱面在接触

切点处有适度 的弹性预紧压力即可 ，避免过度预紧。

图 5Β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转子式压缩机 中 0 型弹性橡胶 圈的第二种

装配方式的示意 图。图 5Β 中 0 型弹性橡胶 圈的装配方式与图 5Α 类似 ，

不 同之处仅在于镶嵌槽开设于滚动轴承外套圈的外圆柱面，其工作原理 同

图 5Α 所示 的弹性橡胶 圈的工作原理相 同，此处不再重述 。

对于 图 5Α 和 图 5Β 的 0 型弹性橡胶 圈来说 ，其断面尺寸大小是设计

的关键 ，在这里重点要满足三个条件 ：

( 1 ) 转子系统通过 0 型弹性橡胶 圈传递到滚动活塞轮 的外圆柱面与

缸体 内壁 圆筒面接触处的合适 的弹性预紧压力；

(2) 0 型弹性橡胶 圈的断面直径要足够大 ，0 型弹性橡胶 圈与滚动

活塞轮 的滚动轴承安装定位 内圆筒面的接触面积也要有足够大 ，才能满足

系统有足够柔软 的弹性 ，吸收振动和噪音 。

( 3 ) 由于 0 型弹性橡胶 圈周而复始地在活塞轮与缸体 内壁 的接触点

受到挤压变形 ，因此 ，0 型弹性橡胶 圈的截面积要足够大 ，才能有足够 的

疲劳强度 ，不发生永久变形 。



在市场上有一种 叫做膨胀补正深沟球轴承 （防止打滑轴承 ）的标准轴

承 ，在外圈外圆柱面上设有两个矩型沟槽 ，沟槽里镶嵌有高膨胀率的高分

子材料 ，用来防止系统温度升高后轴承定位处因热膨胀而造成 的松动；还

有一种 叫做 A C 轴承 （防止打滑轴承 ）的标准轴承 ，在外圈外 圆柱面上设

有两个矩型沟槽 ，沟槽里镶嵌有 0 型橡胶 圈，用在轴承外圈不能紧配 固定

时防止打滑用 。然而 ，上述两种轴承 的主要 目的是防止打滑及热膨胀 ，与

本实施例 的利用滚动轴承与滚动活塞轮之 间的预紧弹性力来进行密封存

在本质区别 。

此外 ，上述各种滚动轴承 由于在其外圈设置沟槽 ，会严重影响滚动轴

承 自身的承载力和稳定性 。因此 ，不提倡不经计算就直接使用上述市场少

见的防止打滑 的标准轴承 ，而是提倡采用市场多见的普通球轴承或者滚柱

轴承 ，并在滚动活塞轮 320 的内圆筒面开镶嵌槽 。这样 的话 ，整体结构更

加合理化 ，形式更加多样化 ，效果更加精益化 。

为此 ，弹性橡胶 圈的截面形状还可 以设计成矩形或者其它更多的有利

于满足合适的弹性预紧压力、吸收振动和噪音、有足够 的疲劳强度使用寿

命延长的形状 ，其中方案之一为如 图 5C 所示的矩形弹性带齿橡胶 圈 352 。

如 图 5C 所示 ，由于镶嵌矩形弹性带齿橡胶 圈 352 的沟槽宽度几乎和

轴承套圈的宽度一样 ，不可 以在本来就是薄壁结构的轴承套圈上再开挖镶

嵌沟槽 了，只能把镶嵌沟槽开到滚动活塞轮 的滚动轴承安装定位 内圆筒面

上 ，这样镶嵌沟槽 的深度也可开的更深一些 ，弹性空间更大一些 。装配时，

在矩形弹性带齿橡胶 圈 352 的牙齿上抹上黄油即可长期工作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偏心主轴高速运转时，上述 0 型或矩形弹性橡

胶 圈在受到高频率反复的冲击压力长期工作后 ，有可能因发热而软化乃至

破坏 ，因此要考虑采用更加耐热的高强度弹性材料 ，例如：多股细金属丝

网做成的弹性圈，或者金属弹簧套 圈等 ，该金属优选为合金钢或其他弹性

较大的金属材料 。

图 6A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转子式压缩机偏心转子组件 中弹簧片套圈

的示意图。请参照 图 6A, 该金属弹簧套 圈包括：带有连续 U 字形光滑 圆

弧 曲面拱起 的弹簧片，及支撑该弹簧片的刚性底座边沿 。该刚性底座边沿



如 图 6B 所示 ，在滚动活塞轮 的内圆筒面开设镶嵌槽 ，凹槽 中心线与

滚动轴承 中心线重合 ，该带有 U 字形光滑 圆弧 曲面拱起 的金属弹簧套圈

353 装配于上述镶嵌槽 内。在装配时，由于金属弹簧套圈 353 刚性底座边

沿的直径可 以弹性缩小，所 以能够预先镶嵌入滚动轴承安装定位 内圆筒面

上的矩形沟槽 内完成定位 ，抹上润滑剂后 ，就可 以容易地把滚动轴承外套

圈压入装配 。由于采用冲压工艺，所 以金属弹簧套圈容易大规模量产 ，保

证质量 ，降低成本 。

本实施例 中，通过在滚动轴承外套圈的外圆柱面滚动轴承之间安装弹

性预紧元件 ，当偏心主轴转动时，滚动轴承的外 圆柱面就会压缩弹性预紧

元件产生一个弹性变形力 ，把滚动活塞轮 的外圆柱面紧紧地压贴在缸体的

内圆筒面上 ，不管构成偏心转子组件 的各个零件 的径 向装配尺寸有什么精

度误差 ，也不管偏心转子组件 的旋转外 圆轨迹径 向有何偏差跳动 ，都可被

弹性预紧元件 的弹性变形所随机吸收 ，保证实现有弹性预紧力 的零间隙密

封 。因此 ，不仅在得 以达成压缩机偏心转子组件 良好可靠密封质量 目标的

同时，还可 以避免对构成偏心转子组件 的各个零件 的径 向装配尺寸的过于

苛刻的精度要求 ，降低成本 。

为了节约缸体空间，在偏心轴套设滚动轴承的位置设置偏心轴肩 311 ，

如 图 3 所示 。除该偏心轴肩 311 之外 的偏心轴 的部位就可 以节省出来进行

平衡配重 ，具体 的平衡配重方法如下文所述 。

请参照 图 2A 、图 3 及 图 4，在偏心轴较轻的一侧 ，两偏心轴肩之间，

沿偏心轴对称设置平衡块 340 。该平衡块 340 的大小及重量视 圆筒形 内腔

的体积及偏心度而定。

此外 ，除了上述平衡配重方式之外 ，本发 明还提供 了另外的多种平衡

配重方式 。

在第一种平衡配重方式中，偏心转子组件 中的平衡块 341 不再是单独

的一块 ，而是在偏心轴较轻一侧 的连成一片的弧形平衡块区域 ，如 图 7A

所示 。这种类型 的平衡块易于制造 ，并且平衡效果好 。

在第二种平衡配重方式中，偏心转子组件采用在偏心轴较重一侧开配

重缺 口 342 ，来减小此处的配重 ，实现在偏心轴转动过程 中的平衡 ，如 图

7B 所示 。



在其他平衡配重方式中，还可 以通过在偏心轴偏重的一侧开多个配重

孔 ，以减轻配重 。此外 ，也可 以在偏心轴 的加工上尽量减少其与主轴 的偏

心度 ，乃至 同心 的方式来平衡配重 。

在现有技术中，虽然动量平衡 的重要性早 已家喻户晓，但是在 当今不

少转子式压缩机上 ，鲜见做到，那是因为采用油润滑与油密封技术的偏心

轴滑动轴承的空间太狭小，配重难 以展开。本发 明由于滚动轴承的利用 ，

使得在两个对称布置 的滚动轴承跨度空 间之 间有可能进行转子动量平衡

的配重构造设计 了。采用平衡配重方案 ，减轻 了由于转子式压缩机 由于偏

心转动而引起 的动量不平衡 的问题 ，更加符合精密工学原理 。经过转子动

量平衡设计 的转子式压缩机 ，当然运行起来振动小，噪音低 。

为了实现滚动轴承的定位 ，避免在滚动活塞轮转动过程 中其位置出现

偏移 ，固定在压缩机偏心转子组件上 的两个滚动轴承的内外圈轴 向位置的

定位 ，属于预紧定位 ，通过滚动活塞轮 内圆筒面和偏心主轴轴颈上的定位

轴肩来消除滚动轴承的轴 向游 隙，使滚动轴承在转动时减少轴 向晃动 ，滚

动活塞轮 的定位方式可 以采用 以下两种 中任意一种 ：

一、如 图 2A 所示 ，固定在滚动活塞轮 内圆筒面上的两个滚动轴承的

内圈轴 向位置的定位 ，由设在偏心主轴轴颈上的轴肩和设在主轴轴颈上的

轴承压紧垫片 331 完成 。轴肩分别从两个滚动轴承之间的内侧 向外顶住轴

承的内圈；滚动活塞轴承 的内圈的外侧 ，则 由轴承压紧垫片从缸体的两侧

进行压紧定位 ，从而实现该两个或多个滚动轴承 的内圈轴 向定位 。而两个

滚动轴承 的外圈定位 ，则 由滚动活塞轮 内圆筒面中间所设的轴肩对外 圈内

侧面施加压力进行定位 。

二、如 图 7B 所示 ，固定在滚动活塞轮 内圆筒面上的两个滚动轴承的

内圈轴 向位置的定位 ，由设在偏心主轴轴颈上的轴肩完成 ，轴肩分别从两

个滚动轴承之 间的内侧 向外顶住轴承 的内圈；而两个滚动轴承 的外 圈定

位 ，则 由滚动活塞轮 内圆筒面左端所设的轴肩对贴紧的一个轴承外圈的侧

面施加压力进行定位 ，另一个轴承的外 圈的外侧面则 由设在滚动活塞轮 内

圆筒面右端沟槽 内的轴承卡环 325 向内锁紧定位 。

当然 ，本发 明转子式压缩机 的滚动轴承 的定位方式也不 限于 以上的两

种 ，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 以上 的描述也可 以想到其他的定位方式。



此外 ，滚 动活塞轮侧 面 的密封 十分重要 ，在滚动活塞轮 的两侧 ，设置

侧 面密封 片 321 。嵌入前 （后 ）缸盖 内的密封 片弹性胶 圈 322 以适 当的压

力压住侧 面密封 片 321 的外侧 ，以防泄漏 。该侧 向密封 片 321 可用减磨合

金或者聚 四氟 乙烯 （PTFE) 材料 制成 。

如 图 2A 和 图 2B 所 示 ，隔离机构 400 将 由缸体 的 内圆筒面和滚动活

塞轮 的外 圆柱面形成 的轴 向延伸 的密封 腔室分 隔为第一腔室和第 二腔 室 。

对于压缩机来讲 ，该第 一腔室为吸入腔 430 ，其通 过 吸入通孔 401 与低 压

压缩介质输入 口相连通 ；该第 二腔室为压缩腔 440 ，即高压腔 ，其通 过排

出通孔 402 与压缩后高压压缩 介质 的排 出 口相连通 。主轴 200 将 圆筒形 内

腔外 的扭矩传递至 圆筒形 内腔 内，通 过偏心转子 组件 以对压缩 介质进行压

缩 。需要注 意 的是 ，在 排 出通孔 402 和 高压压缩 介质排 出 口 404 之 间 ，具

有开 闭阀 427 。只有 当排 出通孔 402 的气压达到一预设压力 阈值 时 ，该开

闭阀 427 才可 以打开 ，从而将 压缩后 的压缩介质输 出至 高压压缩介质 排 出

口。在排 出通孔 402 的气 压未达到该预 设压力 阈值 时 ，该开 闭阀 427 是始

终是关 闭的。

隔离机构 400 包 括旋 阀体 410 和旋 阀体 复位机构 。其 中，该旋 阀体优

选 为片状 结构 ，即旋 阀片 ，也可 以是如 图 1 所示 的半 圆形结构等等 。当然 ，

本领 域 技 术 人 员 也应 当清 楚 ，除 了下 文 中公布 的旋 阀体及 其 复位 机 构 之

外 ，还可 以采用其他类型 的阀体及其相应 的复位机构 ，例如 ：闸阀等 ，可

参考 申请 人在先前 申请 的专利 （专利 申请 号 ：201110322746.0) ，其 安装方

式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讲 是公知 的 ，此处不再详细描述 。

缸体主体 111 上对 应气缸头 140 的位置形成有一轴 向延伸 的、朝 向圆

筒形 内腔 敞开 的容放 凹槽 。该旋 阀体 410 配装在 该容放 凹槽 内并 由该槽可

转动 的支撑 ，使得旋 阀体 410 在预 定 的角度 范 围 内摆动 。当偏心转子组件

的转动至上部位 置 时 ，旋 阀体 410 被压入该容放 凹槽 内，呈压入状态 。当

偏心转子 组件转动至下 部位置 时 ，旋 阀体摆动至其最大位置 ，呈伸 出状态 。

而旋 阀体 的末端始终压 设于滚 动活塞轮 的外 圆柱 面 ，从而将第 一腔室和第

二腔室 隔离 。其 中，当旋 阀体从容放 凹槽 内摆 出时 ，其 正面朝 向的腔 室为

第 二腔室 ，即压缩腔 440 ，其通过排 出通孔 402 与压缩后 高压压缩介质 排

出 口 404 相连通 ；旋 阀体背面朝 向的腔 室为第一腔室 ，即吸入腔 430 ，其



通过吸入通孔 401 与低压压缩介质输入 口相连通 。

滚动活塞轮 的偏心运动 ，对于旋 阀体来说 ，就是一个 360 度连绵不断

地驱动凸轮 的过程 。在该过程 当中，凸轮 的升角很小。因此 ，主轴输入的

很小的扭矩 ，就可 以对旋 阀体产生极大 的推力 ，达到压缩高压气 （液 ）体

的效果，同时保证旋 阀的头部始终保持压在滚动活塞轮外圆柱面上密封 。

请参照 图 2B , 旋 阀体 410 配装在该容放凹槽 内，并 由该容放 凹槽可

转动的支撑 ，包括：连接部 ，位于旋 阀体的根部 ，与容放凹槽铰接 ；旋 阀

体本体 ，以连接部为轴 ，在预定的角度范围内摆动 。

具体来讲 ，容放凹槽 内设置具有圆弧缺 口的滑动 圆柱孔 ，滑动圆柱孔

的圆弧缺 口与容放凹槽连通 。该连接部为一支撑 圆柱 。该支撑 圆柱插入滑

动圆柱孔 内，受到滑动圆柱孔的包覆制约定位 。旋 阀体本体 以支撑 圆柱为

轴 ，在预定的角度范围内，在压入状态和伸 出状态 间 自由摆动 。优选地 ，

滑动圆柱孔的圆弧缺 口的角度大约为 110°，对应的旋 阀体本体可摆动的幅

度大于 250 °。

支撑 圆柱 的高度应 比缸体高度 H 稍矮 ，单边 间隙在 0.01mm 左右为佳 ，

运动灵活且无泄漏 ，且支撑 圆柱与滑动 圆柱孔的配合面应采取润滑措施 ，

如加润滑剂 ，或者支撑 圆柱 的表 面镀聚 四氟 乙烯 （PTFE ) 。聚 四氟 乙烯

(PTFE) 在塑料 中它有最佳 的老化寿命 ，同时是固体材料 中摩擦系数最低

的材料 。

当然 ，旋 阀体 410 也可 以采用本发 明的申请人先前提交的专利 申请 (专

利 申请号：201010196950.8) 中的芯轴结构 。但是，相 比于芯轴结构 ，本

实施例滚动圆柱方式无需在缸盖开芯轴定位孔 ，从而大大改善 了加工容易

度 ，装配简单，精度提高而成本降低 。

如 图 2B 所示 ，在旋 阀体头部还设置滚动轮 ，在旋 阀体与滚动活塞轮

相对运动时，该滚动轮产生滚动 ，从而最大限度 的减小了旋 阀体和滚动活

塞轮之间的摩擦 。

当偏心轴旋转一周 ，滚动活塞轮被滚动轴承压住 ，弹性地贴在缸体 内

壁上无滑动地跑过一周 ，因为缸体的直径要 比滚动活塞轮 的直径大 ，所 以，

滚动活塞轮在公转一周时，其轴承外套 圈的 自转远不到一周 （自转方 向和

公转方 向相反 ），这意味着旋 阀体头部构造物和滚动活塞轮外 圆柱面接触



处的相对滑动速度可大大减少 ，特别有利于密封 。

除了图 2 B 所示的旋 阀体头部构造之外 ，本发 明还提供 了另外 的多种

旋 阀体头部构造 。

图 8A 和 图 8B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转子式压缩机隔离机构中第二种

旋 阀体分别在压入状态和伸 出状态 的示意图。在 图 8A 和 图 8B 所示 的旋

阀体 410' 中，旋 阀体整体上采用减磨材料制成 ，或者是在其表面镀减磨材

料 。该减磨材料可 以为 SiN 陶瓷，聚 四氟 乙烯、青铜合金等 。在实际运行

中，旋 阀体 410' 头部和滚动活塞轮 的接触面不但会 自然跑合密封 ，而且可

自动随旋 阀体的摆动幅度变大 ，摩擦损耗量得到补偿 。

图 9 为根据本发 明转子式压缩机隔离机构中第三种旋 阀体的立体 图。

图 10A 和 图 10B 为图 9 所示旋 阀体分别在压入状态和伸 出状态 的示意 图。

请参照 图 9 及 图 10A 、图 10B, 旋 阀体 410 还包括：摆动密封滑头 411 。

该摆动密封滑头 的头部呈圆柱形 ，可摆动地包覆制约定位于旋 阀体本体端

部的滑动 圆柱孔 内。摆动密封滑头 411 与滚动活塞轮 330 的接触面为贴紧

滚动活塞轮 330 ，并可在滚动活塞轮 330 表面滑动的密封 圆弧面。图 10A

所示为滚动活塞轮旋转到缸体最高位 时的情况 。此时，旋 阀体本体和镶在

旋 阀体本体头部的摆动密封滑头 411 一起缩 回了缸体凹槽 内。图 10B 所示

为滚动活塞轮滚轮旋转到缸体最低位 时的情况 ，此时旋 阀体本体和镶在旋

阀体头部的摆动密封滑头 411 在 阀片复位销钉的推力下 ，从缸体凹槽 内沿

逆时针方 向旋出，摆动密封滑头 411 始终压在行星活塞滚轮外 圆柱面上 。

这种摆动密封滑头底面和行星活塞滚轮外 圆柱面 的圆弧面状密封效果较

好 。并且 ，由于有较大 的密封面积 ，可 以最大限度 的分散载荷压力 。

由于摆动密封滑头 411 底面和行星活塞滚轮 330 外 圆柱面的表面之间

的相对运动速度较大 ，因此 ，摆动密封滑头的减磨设计 ，必须严格按照磨

擦学 （Tribology) 的减磨要求 ，选定适 当的润滑方法 ，参考相近功能要求

的轴瓦形式进行 。摆动密封滑头 411 在材料上可选用适 当的金属材料如锡

青铜、鈹青铜、锡磷青铜等 ，也可用纤维强化热硬化聚酚醛、聚 四氟 乙烯

等工程塑料 。优选地 ，在摆动密封滑头 411 底面和行星活塞滚轮外圆柱面

的表面镀上一层聚 四氟 乙烯塑料 ，可 以减少磨擦 。

如 图 9 所示 ，在旋 阀体密封滑头 411 的头部设置压缩气液通路 411a ，



该压缩气液通路 4 11a 可以保证即使在旋阀体即将进入容放凹槽 内的瞬间，

压缩介质仍然可 以通过其顺利进入二级压缩室。

此外，在摆动密封滑头 411 的圆弧面状底面上开有浅浅的流体静压轴

承压力腔 411b ，其深度介于 0.1mm 至 2mm 之间。在该转子式压缩机运行

的过程中，流体静压轴承压力腔 411b 中分布的气液流体起到类似润滑油

的作用 ，可以极大地减小了摆动密封滑头 411 和滚动活塞轮 330 外圆柱面

之间的摩擦。

此外，摆动密封滑头与旋阀体本体的连接方式不限于上述滚动圆柱形

式，同样也可以采用枢接、芯轴等形式，只要能够保证摆动密封滑头与旋

阀片本体可转动连接即可，此处不再详细说明。

如图 2A 和图 2B 所示，复位机构用于使旋阀体始终压设于滚动活塞

轮的外圆柱面。如图 2B 所示，在容放凹槽的底部，侧对旋阀体位置，开

有一个销钉盲孔。销钉盲孔内置复位销钉弹簧 422 ，复位销钉 421 插入销

钉盲孔，顶住复位销钉弹簧 422 的 自由端，可滑动密封 。复位销钉 421 的

头部沿朝 向滚动活塞轮的方向顶住旋阀体本体 410 ，实现旋阀体的复位密

封。优选地，该销钉盲孔的中心轴线与旋阀体压入容放凹槽 内的垂线之间

的夹角介于 10 °至 20°之间，优选为 13 ° , 如图 2B 所示。该复位销钉 421

与旋阀体的接触点为：自旋阀体压住滚动活塞轮一端开始，旋阀体长度的

1/5 至 1/2 处，优选地为 2/5 处。

本实施例中，通过旋阀体复位销钉在不漏气的滑动条件下往复运动，

把复位压力传至旋阀体头部，从而提升了转子式压缩机中复位弹簧和旋阀

体的使用寿命和可靠性。这样的设计 ，扩展了旋阀体复位机构的设计空间，

不像传统转子式压缩机的那样 ，仅仅局限在旋阀体的支撑轴芯狭小空间。

同时，作为旋阀体复位动力的弹簧采用 已被实践证明为可靠的压缩弹

簧。由于通过旋阀体复位销钉施加的压力点靠近旋阀体头部，可 以更大程

度上精准地保证压在行星活塞滚轮外圆柱面上的旋阀体头部 （例如滚轮或

者摆动密封滑头底面）的接触压力，实现最小滑动磨擦力下的长寿命可靠

密封。

除了上述旋阀体复位机构外，本发明还提供另外两种形式的旋阀体复

位机构。



图 11A 为根据本发 明转子式压缩机隔离机构 中第二种旋 阀体复位机

构的结构示意图。如 图 11A 所示 ，在销钉孔 内设置氮气弹簧 423 ，该氮气

弹簧的 自由端顶住复位销钉 421 的运动端 ，通过复位销钉 421 顶住旋 阀体

往滚动活塞轮 430 外圆柱表面复位密封 。氮气弹簧有密封好 ，力量大 ，寿

命长的特点，作为标准件 ，一旦损坏也容易更换 。此时，该销钉孔可 以为

通孔 ，通过氮气弹簧 423 的末端将该销钉孔与气缸外侧密封 。

图 11B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转子式压缩机 中第三种旋 阀体复位机构

的结构示意图。如 图 11B 所示 ，用高压气通道 424 把高压压缩介质排 出口

404 处 的经过压缩后 的高压气体 引入 阀片复位销钉上方 的装有压缩弹簧

425 的销钉孔 。该高压气体作为弹性元件可 以保证有足够 的气体压力压住

复位销钉 421 ，并使旋 阀体末端始终与滚动活塞轮 430 外 圆柱表面复位密

封 。此处 ，压缩弹簧 425 只用于在高压气缸 内无压力时顶住 阀片复位销钉 。

在能够保证在高压气缸 内无压力时也能可靠顶住 阀片复位销钉 的前提下 ，

该压缩弹簧 425 可 以省略。优选地 ，在压缩机高压压缩介质排 出口 404 和

高压气通道 424 之间设置压力调节装置 ，例如单 向阀或调压 阀，从而可 以

保证 阀片复位销钉上方 的销钉孔 内压力 的基本恒定。

本实施例转子式压缩机通过旋 阀体复位销钉在密封滑动条件下工作 ，

通过它把复位压力传至旋 阀体头部，从而提升 了转子式压缩机 中复位弹簧

的使用寿命和可靠性 ，从而提供 了一种高可靠性、实用 的压缩机 。

通过上述说 明，已经完整介绍 了本实施例转子式压缩机各部分 的构

造 。以下将介绍本实施例转子式压缩机 的三个工作冲程 -吸气冲程、一级压

缩冲程和二级压缩冲程 ：

吸气冲程 ，如 图 12A 所示 ，滚动活塞轮位于圆筒状 内腔最上方的位置 ，

从而将旋 阀体完全压入容放凹槽 内，销钉位于销钉孔的最 内侧位置 。此时，

其直径与垂直 向上的方 向呈 0°，滚动活塞轮外圆柱面和缸体的内圆筒面所

围成的压缩腔最大 ，该压缩腔与压缩机 的吸气 口相连接 ，从而将气态 的压

缩介质吸入该压缩腔；

一级压缩冲程 ，如 图 12B 所示 ，滚动活塞轮偏心沿缸体 内表面密封滚

动 ，要过 了吸气 口之后才能开始压缩 。旋 阀体首先逐渐打开，而后又慢慢

闭合 ，与之相对应 ，销钉在销钉孔 内先伸 出而后又缩 回。随着滚动活塞轮



在缸体内表面的密封滚动，压缩腔的体积越来越小，如图 12C 所示，滚动

活塞轮位于圆筒状 内腔最下方的位置，过了此点后，到达如图 12D 所示位

置，该压缩腔内的气体被压缩升压后逐渐进入旋阀体上方的气缸；

二级压缩冲程，如图 12E, 偏心滚轮外圆与缸体 内圆的内切点在 270

度方位上，这时内切点位置已接近终点位置，滚动活塞轮偏心沿缸体内表

面密封滚动，旋阀体快速闭合，高压气体将单向截止阀片吹开，气体被压

缩升压进入旋阀体上方的气缸后，进一歩被旋阀体二次挤压进入高压储气

室。终点位置如图 12A 所示，即旋阀体回到缸体槽的位置，此时，在所谓

二级压缩室 （高压室）内滞留的流体全部被挤入高压储气室，并且在下来

的时间段里被图 2B 所示的单向截止阀片所截流。

至此，本实施例转子式压缩机介绍完毕。

此外，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流体马达。该流体马达的构造与上述的转

子式压缩机类似 ，区别仅在于出入 口设计及相应流体的方向的不同。图 13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流体马达的截面示意图。请参照图 13，转动装置的第

二腔室，即做功腔 530 ，通过第二组通孔与高压流体进 口 510 相连通；第

一腔室，即排出腔 540 ，通过第一组通孔与低压流体出口 520 相连通。高

压流体推动偏心转子转动，通过主轴将产生的扭矩传递至圆筒形内腔外。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高压流体进 口 510 和第二组通孔之间，并没有如

图 2B 所示的开闭阀，从而高压流体能够源源不断流入。该高压流体可以

为液体或者气体。

以下将介绍本实施例流体马达的工作流程：高压流体从高压流体进 口

510 流入，通过第二组通孔进入做功腔，沿逆时针方向推动偏心转子 300

组件 自转并公转，该偏心转子组件 300 的公转带动主轴 200 转动；当偏心

转子组件经过其最上端之后，进入下一个冲程，做功后的流体通过第一组

通孔流出至低压流体出口 520 。

至此，本实施例流体马达介绍完毕。

依据 以上对转子式压缩机和流体马达的描述，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对

本发明的转动装置有了清楚的认识。

综上所述 ，本发明转动装置及应用其的转子式压缩机和流体马达中，

偏心轴和滚动活塞轮之间采用滚动轴承方式，通过弹性预紧力实现缸体的



可靠密封 ，同时，对旋 阀体和旋 阀体复位机构进行 了改进 ，从而提供 了一

种高可靠性、可大型化 的流体机械 。

需要注意的是，出于简单 明了表示 图中元件 的 目的，图中元件并不一

定是按照严格 比例进行绘制的。此外 ，以上对本发 明的多处特征及有益效

果给予 了说 明，但关于该发 明的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细节描述仅是为了披露

阐释 的需要 ，其各种细节上的变换也应落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特别

是关于该发 明的形状、尺寸和零部件 的排列布置等 ，均应落在本说 明书所

附权利要求所表达的发 明精神囊括范围之 内。此外 ，以下实施例中提到的

方 向用语 ，例如 " 上 "、" 下 "、" 前 "、" 后 "、" 左 "、" 右 " 等 ，仅是参考 附

图的方 向。因此 ，使用 的方 向用语是用来说 明并非用来 限制本发 明。

以上所述 的具体实施例 ，对本发 明的 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

了进一歩详细说 明，所应理解 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 明的具体实施例而

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 明，凡在本发 明的精神和原则之 内，所做的任何修

改、等 同替换、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权 利 要 求

1、一种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 ：

缸体；

前端盖和后端盖 ，密封连接于所述缸体 的前端和后端 ，其与所述缸体

共 同限定一圆筒形 内腔 ；

主轴 ，由所述缸体和/或前、后端盖可转动地支撑 ，部分地位于所述 圆

筒形 内腔 内，其 中心轴线与所述 圆筒形 内腔的中心轴线重合；

偏心转子组件 ，套设于所述主轴位于 圆筒形 内腔 的部分 ，包括 ：

偏心轴 ，套设于所述主轴位于圆筒状 内腔的部分 ，其中心轴线与

所述主轴 的中心轴线相互平行且错开预设距离；

滚动活塞轮 ，套设于所述偏心轴上 ，其 中心轴线与所述偏心轴 的

中心轴线重合；以及

至少一滚动轴承 ，对称地套设于所述偏心轴上 ，其 内套圈固定于

所述偏心轴 ，其外套圈固定于所述滚动活塞轮 ，以隔绝两者的转动 ，该至

少一个滚动轴承与所述滚动活塞轮之 间的预紧弹性力将所述滚动活塞轮

压紧于所述 圆筒形 内腔 的内圆筒面，使所述 圆筒形 内腔 的内圆筒面和滚动

活塞轮 的外圆柱面之间形成轴 向延伸 的密封腔室；以及

隔离机构 ，其将所述密封腔室分 隔为相互独立 的第一腔室和第二腔

室，该第一腔室和第二腔室分别与设置在缸体上 的第一组通孔和第二组通

孔相连通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至少一滚动

轴承与所述滚动活塞轮之间采用过盈配合 ，该过盈配合产生所述 的预紧弹

性力 。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滚动活塞轮

的内圆筒面和滚动轴承 的外 圆柱面两者之一上开设相对于滚动轴承滚动

体沟槽径 向中心线对称分布 的一条或多条镶嵌槽 ；

所述偏心转子组件还包括：一个或多个弹性预紧元件 ，分别嵌设于所

述镶嵌槽 内，其在不受力 的状态下的高度大于所述镶嵌槽 的深度 ，该一个

或多个弹性预紧元件产生所述预紧弹性力 。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镶嵌槽为多

条 ，该多条镶嵌槽相对于滚动轴承滚动体沟槽径 向中心线对称分布 ；

所述弹性预紧元件为：0 型弹性橡胶 圈或多股细金属丝 网做成 的弹性

圈，该 0 型弹性橡胶 圈或多股细金属丝 网做成的弹性圈分别嵌设于所述多

条镶嵌槽 中。

5、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镶嵌槽开设

于所述滚动活塞轮 的内圆筒面 。

6、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镶嵌槽为一

条 ，该条镶嵌槽相对于滚动轴承滚动体沟槽径 向中心线对称分布 ；

所述弹性预紧元件为：矩形弹性橡胶 圈，该矩型弹性橡胶 圈嵌设于所

述镶嵌槽 中。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矩形弹性橡

胶 圈伸 出镶嵌槽 的一侧带齿 。

8、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镶嵌槽为一

条 ，该条镶嵌槽相对于滚动轴承滚动体沟槽径 向中心线对称分布 ；

所述弹性预紧元件为金属弹簧套圈；所述金属弹簧套圈包括：带有连

续 U 字形光滑 圆弧 曲面拱起 的弹簧片，及支撑该弹簧片的刚性底座边沿 ，

该刚性底座边沿 的直径可弹性缩小。

9、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偏心轴包括 :

多个偏心轴肩 ，分别与所述至少一滚动轴承其中之一相对应 ，设置于

套设滚动轴承的偏心轴位置；

平衡配重 ，设置于两个偏心轴肩之间，沿所述偏心轴对称设置 ，以平

衡所述偏心轴 的配重 。

10、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平衡配重为：

平衡块 ，设置于所述偏心轴 的较轻侧 ，以增加该较轻侧 的配重 ；或

配重缺 口或配重孔 ，设置于所述偏心轴 的较重侧 ，以减轻该较重侧 的

配重 。

11、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缸体主体上

开设轴 向延伸 的、朝 向内腔敞开的容放 凹槽 ；所述隔离机构包括：

旋 阀体 ，配装在该容放凹槽 内并 由该容放凹槽可转动的支撑 ，使得旋



阀体在预定的角度范围内摆动 ，包括 ：

连接部，位于所述旋 阀体的根部，与所述容放凹槽铰接 ；

旋 阀体本体 ，以所述连接部为轴 ，在预定的角度范围内摆动；

旋 阀体复位机构 ，用于将旋 阀体 的末端始终压设于滚动活塞轮 的外圆

柱面，以将所述密封腔室分隔为相互独立的第一腔室和第二腔室，旋 阀体

从容放凹槽 内摆 出时，其正面朝 向的腔室为第二腔室，其背面朝 向的腔室

为第一腔室。

12、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旋 阀体整

体采用减磨材料或至少所述旋 阀片本体与滚动活塞轮相接触 的表面镀减

磨材料 。

13、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旋 阀体还

包括：

摆动密封滑头 ，铰接于所述旋 阀体末端 ，其与所述滚动活塞轮 的接触

面为贴紧所述滚动活塞轮并可在所述滚动活塞轮表面滑动的密封 圆弧面。

14、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摆动密封滑头

与所述滚动活塞轮接触 的底部面上开设有流体静压轴承压力腔 。

15、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旋 阀体本

体的末端具有滑动圆柱孔；

所述摆动密封滑头的头部呈圆柱形 ，该圆柱形头部可摆动的包覆制约

定位于旋 阀体本体末端 的滑动 圆柱孔 内。

16、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容放凹槽

内设置具有圆弧缺 口的滑动圆柱孔；所述旋 阀体 中：

所述连接部为支撑 圆柱 ，该支撑 圆柱插入所述滑动圆柱孔 内，受到滑

动圆柱孔 的包覆制约定位 ；

旋 阀体本体 ，以所述支撑 圆柱为轴 ，在预定的角度范围内摆动 。

17、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旋 阀体复

位机构包括：

销钉孔 ，开设于所述容放凹槽底部 ，侧对所述旋 阀体本体的位置 ，其

与缸体外部隔绝密封 ；

复位销钉 ，可滑动地插入所述销钉孔 内；



弹性件 ，位于所述复位销钉 内侧 的销钉孔 内，其末端抵接于所述复位

销钉的尾部，产生的弹性力使复位销钉 的头部沿朝 向滚动活塞轮 的方 向顶

住旋 阀体本体 。

18、根据权利要求 17 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销钉孔的

中心轴线与所述容放凹槽 的垂线之间的夹角介于 5°至 30°之 间；

所述销钉孔与所述旋 阀体的接触点为：自旋 阀体压住滚动活塞轮一端

开始 ，旋 阀体长度 的 1/5 至 1/2 处。

19、根据权利要求 17 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销钉孔为

盲孔 ，所述弹性件为：

压缩弹簧 ，位于所述销钉孔 内，其一端抵接于销钉孔的底部，其另一

端抵接于所述复位销钉 的尾部 。

20、根据权利要求 17 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弹性件为：

氮气弹簧 ；

该氮气弹簧位于所述销钉孔 内，其一端将 圆筒形 内腔与缸体外部隔绝

密封 ，其另一端抵接于所述复位销钉 的尾部。

2 1、根据权利要求 17 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复位销钉

可滑动密封 的插入所述销钉孔 内；

所述复位销钉 内侧 的销钉孔空 间通过气通道与所述转动装置 的第 二

腔室相连通 ，所述弹性件为进入所述销钉孔 内的压缩气体或高压流体 。

22、根据权利要求 2 1 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销钉孔与

所述高压室之间设置气压调节装置 。

23、根据权利要求 2 1 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复位销钉

内侧 的销钉孔空间还设置有压缩弹簧 。

24、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23 中任一项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

所述偏心转子组件还包括：

两侧面密封片，对称设置于所述滚动活塞轮 的两侧 ；

密封片弹性胶 圈，设置于所述侧面密封片和外侧缸体之 间，以使所述

侧面密封片紧压住所述滚动活塞轮 的外侧 ，实现密封 。

25、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23 中任一项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滚动轴承为滚柱轴承、滚球轴承、滚针轴承、空气动力学滚动轴



承或复合轴承；

所述滚动轴承的数量为 1 组、2 组、3 组、4 组，每组包括沿圆筒形 内

腔左右对称设置 的两个滚动轴承 。

26、一种转子式压缩机 ，其特征在于 ，包括权利要求 1 至 25 中任一

项所述 的转动装置 ，其 中：

所述第一腔室通过第一组通孔与低压压缩介质输入 口相连通 ；

所述第二腔室通过第二组通孔与压缩后高压压缩介质 的排 出 口相连

通 ；

所述主轴将 圆筒形 内腔外的扭矩传递至 圆筒形 内腔 内，通过所述偏心

转子组件 以对所述压缩介质进行压缩 。

27、一种流体马达 ，其特征在于 ，包括权利要求 1 至 25 中任一项所

述 的转动装置 ，其中：

所述第二腔室通过第二组通孔与高压流体进 口相连通 ；

所述第一腔室通过第一组通孔与低压流体出口相连通 ；

所述高压流体推动所述偏心转子转动 ，通过所述主轴将产生的扭矩传

递至所述 圆筒形 内腔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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