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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空气压缩机的汽缸出气

构造，汽缸的顶壁上设有多个出气孔，多个出气

孔均设置一阀门机构，一簧片具有一根部，该根

部被定位在汽缸的顶壁上，由根部向外延伸可和

各出气孔相对应的分歧片，于簧片在靠近根部的

各分歧片分别被定位在汽缸的顶壁上，多个出气

孔均设置前述阀门机构，每一阀门机构包含一O

型环及所共享的前述簧片，每一O型环置于每一

出气孔上，各分歧片压触于O型环，出气孔分别被

所述分歧片所闭塞，所述出气孔是为开启或关闭

状态，其完全受控于各出气孔所属的阀门机构，

使各分歧片受到压缩空气推移振动而进行启闭

动作时不会互相干扰，致使活塞体的运作更为顺

畅而提升打气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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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气压缩机的汽缸出气构造，空气压缩机具有一提供马达固定的机板及一提供

活塞体运作的汽缸，当马达转动后，该活塞体在汽缸内进行往复运动而能产生压缩空气，该

压缩空气通过顶壁的出气孔进入储气座的储气室内，该汽缸及多个出气孔与前述机板为利

用塑料材质一体成型制造，其特征在于：

汽缸的顶壁上设有多个出气孔，多个出气孔均设置一阀门机构，该阀门机构控制出气

孔的启闭状态，一簧片具有一根部，该根部被定位在汽缸的顶壁上，而形成一主固定点P，由

根部向外延伸可和各出气孔相对应的分歧片，于簧片在靠近根部的各分歧片分别被定位在

汽缸的顶壁上，使各分歧片分别形成独立的固定点P1、P2、P3，该独立的固定点P1、P2、P3是

各分歧片被定位在汽缸顶壁上的固定点；多个出气孔均设置前述阀门机构，每一阀门机构

包含一O型环及所共享的前述簧片，每一O型环置于每一出气孔上，借由簧片的根部及在靠

近根部的各分歧片分别被固定于汽缸顶壁上，使各分歧片压触于O型环，致使出气孔分别被

所述分歧片所闭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压缩机的汽缸出气构造，其特征在于：多个出气孔为相同孔

径的气孔。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压缩机的汽缸出气构造，其特征在于：每一阀门机构包含前

述O型环、一弹簧及所共享的前述簧片；于汽缸顶端上设有一环垣，该环垣外周边延伸一环

状的外环凸垣，该外环凸垣与汽缸顶端存有一卡沟槽，前述弹簧一端分别置于前述分歧片

上；前述储气座设有二相对向的嵌夹体，于储气座的内平面往下延伸多个相隔离的竖柱，借

由储气座的嵌夹体置进并卡扣于汽缸的卡沟槽中，前述储气座的相隔离的所述竖柱套入前

述弹簧的另一端，所述竖柱的末端以些微距离位于前述分歧片的上方，限制分歧片在启闭

动作的弹升高度；前述分歧片可因弹簧的弹张力而完全闭塞出气孔。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空气压缩机的汽缸出气构造，其特征在于：该簧片由根部呈放射

状方式向周围延伸可和各出气孔相对应的分歧片，该分歧片分别为第一分歧片、第二分歧

片及第三分歧片，该第一分歧片包含一由根部延伸的第一颈部，于第一颈部末端设有一第

一叶片，在靠近根部的第一颈部上设有一第一定位孔，第二分歧片包含一由根部延伸的第

二颈部，于第二颈部末端设有一第二叶片，在靠近根部的第二颈部上设有一第二定位孔，第

三分歧片包含一由根部延伸的第三颈部，于第三颈部末端设有一第三叶片，在靠近根部的

第三颈部上设有一第三定位孔，前述簧片的根部设置一定位孔，汽缸顶壁上设置四个定位

块，借由簧片的根部所设置的定位孔固定于汽缸顶壁上中间位置所设置的定位块，第一分

歧片的第一颈部上的第一定位孔、第二分歧片的第二颈部的第二定位孔及第三分歧片的第

三颈部的第三定位孔分别固定于汽缸顶壁上其余三个所设置的定位块，使第一分歧片压触

于O型环、第二分歧片压触于另一O型环、第三分歧片压触于另一O型环，致使出气孔分别被

第一分歧片、第二分歧片及第三分歧片所闭塞；第一分歧片的第一叶片、第二分歧片的第二

叶片及第三分歧片的第三叶片的面积均相应于出气孔的孔径。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空气压缩机的汽缸出气构造，其特征在于：该簧片的第一分歧片

的第一颈部、第二分歧片的第二颈部、第三分歧片的第三颈部为相同宽度。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空气压缩机的汽缸出气构造，其特征在于：该簧片的第一分歧片

的第一颈部、第二分歧片的第二颈部、第三分歧片的第三颈部为不同宽度。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空气压缩机的汽缸出气构造，其特征在于：该簧片由根部呈树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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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延伸可和各出气孔相对应的分歧片，该分歧片分别为第一分歧片、第二分歧片及第三

分歧片。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空气压缩机的汽缸出气构造，其特征在于：该簧片的第一分歧片

包含一由根部延伸的第一颈部，于第一颈部末端设有一第一叶片，第二分歧片包含一由根

部延伸的第二颈部，于第二颈部末端设有一第二叶片，第三分歧片包含一由根部延伸的第

三颈部，于第三颈部末端设有一第三叶片，该第一分歧片的第一颈部、第二分歧片的第二颈

部、第三分歧片的第三颈部为不同长度；第一分歧片的第一叶片、第二分歧片的第二叶片及

第三分歧片的第三叶片的面积均相应于出气孔的孔径；所述第一分歧片、第二分歧片及第

三分歧片分别封闭住前述出气孔。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压缩机的汽缸出气构造，其特征在于：多个出气孔为不同孔

径的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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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压缩机的汽缸出气构造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压缩机技术领域，尤其是指一种空气压缩机的汽缸出气构造。

背景技术

[0002] 现阶段所使用的空气压缩机，其构造基本上具有一汽缸，该汽缸内可提供活塞体

进行往复运动而产生压缩空气，所产生的压缩空气可由汽缸的出气孔推移一阀门机构，让

压缩空气进入另一用于储存压缩空气的空间，该空间可为一储气座(或是集气箱tank)内的

空间，储气座另设有出气口，可将压缩空气输往待充气的物品上，以完成整个充气的目的。

由于习知汽缸及储气座二者间的中间壁上仅设有单一出气孔，该出气孔的开启或关闭受制

于一阀门机构，而阀门机构是由一阀座及一弹簧所构成，活塞体所产生的压缩空气将阀座

推移并压缩弹簧，压缩空气可进入储气座的储气室内，由于集存在储气室内的压缩空气会

对阀座产生背向压，在打气阶段该背向压会压制阀座的开启，相对的即是让活塞体运作时

所产生的压缩空气要推移该阀座时会具有阻力而不顺畅，此种让活塞体运作时具有阻力的

因素，充气速度变慢，非常容易造成空气压缩机的马达过热，马达运转效率衰减，以致于潜

伏马达烧毁的缺失。本发明人即是鉴于习知空气压缩机的汽缸结构设计仍存有缺失，乃予

以研发，经多次努力乃发展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使活塞体的运作更为顺畅而提升打气效率，且能轻松

快速地达成充气的空气压缩机的汽缸出气构造。

[0004] 基于此，本发明主要采用下列技术手段，来实现上述目的。

[0005] 一种空气压缩机的汽缸出气构造，空气压缩机基本上具有一提供马达固定的机板

及一提供活塞体运作的汽缸，当马达转动后，该活塞体在汽缸内进行往复运动而能产生压

缩空气，该压缩空气通过顶壁的出气孔进入储气座的储气室内，汽缸的顶壁上设有多个出

气孔，多个出气孔均设置一阀门机构，该阀门机构控制出气孔的启闭状态，一簧片具有一根

部，该根部被定位在汽缸的顶壁上，而形成一主固定点P，由根部向外延伸可和各出气孔相

对应的分歧片，于簧片在靠近根部的各分歧片分别被定位在汽缸的顶壁上，使各分歧片分

别形成独立的固定点P1、P2、P3，该独立的固定点P1、P2、P3是各分歧片被定位在汽缸顶壁上

的固定点，使各分歧片受到压缩空气推移而进行启闭动作时不会互相干扰，致使活塞体的

运作更为顺畅而提升打气效率；多个出气孔均设置前述阀门机构，每一阀门机构包含一O型

环及所共享的前述簧片，每一O型环置于每一出气孔上，借由簧片的根部及在靠近根部的各

分歧片分别被固定于汽缸顶壁上，使各分歧片压触于O型环，致使出气孔分别被所述分歧片

所闭塞。

[0006] 进一步，该汽缸及多个出气孔与前述机板为利用塑料材质一体成型制造。

[0007] 进一步，多个出气孔为相同孔径的气孔。

[0008] 进一步，每一阀门机构包含前述O型环、一弹簧及所共享的前述簧片；于汽缸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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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设有一环垣，该环垣外周边延伸一环状的外环凸垣，该外环凸垣与汽缸顶端存有一卡沟

槽，前述弹簧一端分别置于前述分歧片上；前述储气座设有二相对向的嵌夹体，于储气座的

内平面往下延伸多个相隔离的竖柱，借由储气座的嵌夹体置进并卡扣于汽缸的卡沟槽中，

前述储气座的相隔离的所述竖柱套入前述弹簧的另一端，所述竖柱的末端以些微距离位于

前述分歧片的上方，限制分歧片在启闭动作的弹升高度，避免因压缩空气的压力作用而易

导致弹性疲乏的现象；前述分歧片可因弹簧的弹张力而完全闭塞出气孔。

[0009] 进一步，该簧片由根部呈放射状方式向周围延伸可和各出气孔相对应的分歧片，

该分歧片分别为第一分歧片、第二分歧片及第三分歧片，该第一分歧片包含一由根部延伸

的第一颈部，于第一颈部末端设有一第一叶片，在靠近根部的第一颈部上设有一第一定位

孔，第二分歧片包含一由根部延伸的第二颈部，于第二颈部末端设有一第二叶片，在靠近根

部的第二颈部上设有一第二定位孔，第三分歧片包含一由根部延伸的第三颈部，于第三颈

部末端设有一第三叶片，在靠近根部的第三颈部上设有一第三定位孔，前述簧片的根部设

置一定位孔，汽缸顶壁上设置四个定位块，借由簧片的根部所设置的定位孔固定于汽缸顶

壁上中间位置所设置的定位块，第一分歧片的第一颈部上的第一定位孔、第二分歧片的第

二颈部的第二定位孔及第三分歧片的第三颈部的第三定位孔分别固定于汽缸顶壁上其余

三个所设置的定位块，使第一分歧片压触于O型环、第二分歧片压触于另一O型环、第三分歧

片压触于另一O型环，致使出气孔分别被第一分歧片、第二分歧片及第三分歧片所闭塞；第

一分歧片的第一叶片、第二分歧片的第二叶片及第三分歧片的第三叶片的面积均相应于出

气孔的孔径。

[0010] 进一步，该簧片的第一分歧片的第一颈部、第二分歧片的第二颈部、第三分歧片的

第三颈部为相同宽度，如第一颈部的宽度L1、第二颈部的宽度L2、第三颈部的宽度L3，宽度

L1=L2=L3。

[0011] 进一步，该簧片的第一分歧片的第一颈部、第二分歧片的第二颈部、第三分歧片的

第三颈部为不同宽度，如第一颈部的宽度K1、第二颈部的宽度K2、第三颈部的宽度K3，宽度

K1>K2>K3，使第一分歧片、第二分歧片及第三分歧片三者的弹性张力不同，而因不同宽度的

第一分歧片的第一颈部、第二分歧片的第二颈部、第三分歧片的第三颈部，使被压缩空气能

优先有效地推移弹性张力较优的第三分歧片，亦即弹性张力较优的第三分歧片让汽缸内所

持续产生的压缩空气较易进入储气室内。

[0012] 进一步，该簧片由根部呈树状方式延伸可和各出气孔相对应的分歧片，该分歧片

分别为第一分歧片、第二分歧片及第三分歧片。

[0013] 进一步，该簧片的第一分歧片包含一由根部延伸的第一颈部，于第一颈部末端设

有一第一叶片，第二分歧片包含一由根部延伸的第二颈部，于第二颈部末端设有一第二叶

片，第三分歧片包含一由根部延伸的第三颈部，于第三颈部末端设有一第三叶片，该第一分

歧片的第一颈部、第二分歧片的第二颈部、第三分歧片的第三颈部可为不同长度，如第一颈

部的长度H1、第二颈部的长度H2、第三颈部的长度H3，长度H1>H3>H2，使第一分歧片、第二分

歧片及第三分歧片三者的弹性张力不同，而因不同长度的第一分歧片的第一颈部、第二分

歧片的第二颈部、第三分歧片的第三颈部，使被压缩空气能优先有效地推移弹性张力较优

的第一分歧片，亦即弹性张力较优的第一分歧片让汽缸内所持续产生的压缩空气较易进入

储气室内；第一分歧片的第一叶片、第二分歧片的第二叶片及第三分歧片的第三叶片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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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均相应于出气孔的孔径，亦即大孔径的出气孔，其相应的分歧片的面积较大；所述第一分

歧片、第二分歧片及第三分歧片分别封闭住前述出气孔。

[0014] 进一步，多个出气孔为不同孔径的气孔，如所述出气孔的孔径分别为孔径A、B、C，

孔径A>B>C。

[0015] 本发明空气压缩机的汽缸出气构造通过汽缸的顶壁上设有多个出气孔的设计，多

个出气孔均设置一阀门机构，该阀门机构控制出气孔的启闭状态，一簧片具有一根部，该根

部被定位在汽缸的顶壁上，而形成一主固定点P，由根部向外延伸可和各出气孔相对应的分

歧片，于簧片在靠近根部的各分歧片分别被定位在汽缸的顶壁上，使各分歧片分别形成独

立的固定点P1、P2、P3，该独立的固定点P1、P2、P3是各分歧片被定位在汽缸顶壁上的固定

点；多个出气孔均设置前述阀门机构，每一阀门机构包含一O型环及所共享的前述簧片，每

一O型环置于每一出气孔上，借由簧片的根部及在靠近根部的各分歧片分别被固定于汽缸

顶壁上，使各分歧片压触于O型环，致使出气孔分别被所述分歧片所闭塞，从而空气压缩机

所产生的压缩空气可由多个出气孔进入储气座的储气室内，致使单位时间进入汽缸的储气

室的压缩空气量大增造，空气压缩机中提供活塞体进行往复运动的汽缸设有多个出气孔，

所述出气孔是为开启或关闭状态，其完全受控于各出气孔所属的阀门机构，该阀门机构所

共享的一簧片具有一根部，由根部延伸可和各出气孔相对应的分歧片，于簧片根部及在靠

近根部的各分歧片分别被独立地固定于汽缸顶壁上，使各分歧片受到压缩空气推移振动而

进行启闭动作时不会互相干扰，致使活塞体的运作更为顺畅而提升打气效率，而能轻松快

速地达成充气速度。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汽缸、阀门机构、储气座的立体分解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具有多个出气孔的汽缸的平面示意图。

[0019] 图4为图3的出气孔上置设簧片的平面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的簧片平面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的另一簧片平面示意图。

[0022] 图7为本发明储气座结合在汽缸的平面示意图。

[0023] 图8为图7的A-A剖面图。

[0024] 图9为图1由齿轮方向观视的平面示意图。

[0025] 图10为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多个出气孔上置设另一簧片的平面示意图。

[0026] 图11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多个不同孔径的出气孔的汽缸的平面示意图。

[0027] 图12为图11的出气孔上置设簧片的平面示意图。

[0028] 图13为本发明汽缸、不含弹簧的阀门机构、储气座的立体分解图。

[0029] 【符号说明】

[0030]   11机板                         12马达

[0031] 13齿轮                          14活塞体

[0032] 2汽缸                           21顶壁

[0033] 22环垣                          221外环凸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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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222卡沟槽                       24定位块

[0035] 241、242、243定位块               25定位块

[0036] 251、252、253定位块               3储气座

[0037] 30压力表                        31歧管

[0038] 32泄气阀                        33、34歧管

[0039] 35嵌夹体                        36储气室

[0040] 37、38、39竖柱                    4、5、6出气孔

[0041] 41、51、61O型环                   42、52、62弹簧

[0042] 43、53、63出气孔                  7簧片

[0043] 70根部                          71定位孔

[0044] 72第一分歧片                    721第一叶片

[0045] 722第一颈部                     723第一定位孔

[0046] 724第一颈部                     73第二分歧片

[0047] 731第二叶片                     732第二颈部

[0048] 733第二定位孔                   734第二颈部

[0049] 74第三分歧片                    741第三叶片

[0050] 742第三颈部                     743第三定位孔

[0051] 744第三颈部                     8簧片

[0052] 80根部                          82第一分歧片

[0053] 821第一叶片                     822第一颈部

[0054] 83第二分歧片                    831第二叶片

[0055] 832第二颈部                     84第三分歧片

[0056] 841第三叶片                     842第三颈部

[0057] 9簧片                           90根部

[0058] 92第一分歧片                    921第一叶片

[0059] 922第一颈部                     93第二分歧片

[0060] 931第二叶片                     932第二颈部

[0061] 94第三分歧片                    941第三叶片

[0062] 942第三颈部。

具体实施方式

[0063] 为能详细了解本发明的具体结构，请参考图1及图2，本发明中的空气压缩机基本

上具有一机板11，该机板11上同时固定一马达12，该马达12可带动齿轮13旋转，由齿轮13同

时连动一设在汽缸2内的活塞体14，该活塞体14可在汽缸2内进行往复运动而能产生压缩空

气，该压缩空气可进入储气座3内，当然，该储气座3是用于集存所产生的压缩空气，而储气

座3上设有一个或多个出气的歧管，譬如用于连接压力表30的歧管31，用于连接泄气阀32的

歧管33，另一歧管34则可衔接软管(图中未示出)至待充气物上。

[0064] 请同时参考图2至图8，本发明在汽缸2的出气孔设计完全不同于习知的设计方式，

让压缩空气输出的汽缸2的界面，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可为汽缸2的顶壁21，于顶壁21上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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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出气孔，该汽缸2及多个出气孔与前述机板11可利用塑料材质被一体成型制造完成，于

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的多个出气孔即为出气孔4、5、6，所述出气孔4、5、6可为相同孔径的气

孔(可参考图3)，如出气孔4的孔径X、出气孔5的孔径Y、出气孔6的孔径Z，孔径X=Y=Z。前述出

气孔4、5、6是为开启或关闭状态，其完全受控于各出气孔所属的阀门机构，每一阀门机构均

是由一O型环、一弹簧及所共享的一簧片所构成，亦即每一O型环41、51、61分别置于每一出

气孔4、5、6上，而簧片7具有一根部70，由根部70呈放射状方式向周围延伸可和各出气孔4、

5、6相对应的分歧片，所述分歧片分别为第一分歧片72、第二分歧片73及第三分歧片74，该

第一分歧片72包含一由根部70延伸的第一颈部722，于第一颈部722末端设有一第一叶片

721，在靠近根部70的第一颈部722上设有一第一定位孔723，而第二分歧片73亦包含一由根

部70延伸的第二颈部732，于第二颈部732末端设有一第二叶片731，在靠近根部70的第二颈

部732上设有一第二定位孔733，第三分歧片74亦包含一由根部70延伸的第三颈部742，于第

三颈部742末端设有一第三叶片741，在靠近根部70的第三颈部742上设有一第三定位孔

743，该第一分歧片72的第一颈部722、第二分歧片73的第二颈部732、第三分歧片74的第三

颈部742可为相同宽度(可参考图5)，如第一颈部722的宽度L1、第二颈部732的宽度L2、第三

颈部742的宽度L3，宽度L1=L2=L3。借由簧片7的根部70所设置的定位孔71固定于汽缸2的顶

壁21上所设置的定位块24，而形成一主固定点P，并将第一分歧片72的第一颈部722上的第

一定位孔723、第二分歧片73的第二颈部732的第二定位孔733及第三分歧片74的第三颈部

742的第三定位孔743分别固定于汽缸2的顶壁21上所设置的定位块241、242、243，使第一分

歧片72、第二分歧片73及第三分歧片74分别形成独立的固定点P1、P2、P3，该独立的固定点

P1、P2、P3是第一分歧片72、第二分歧片73及第三分歧片74被定位在汽缸2顶壁21上的固定

点，使第一分歧片72压触于O型环41、第二分歧片73压触于另一O型环51、第三分歧片74压触

于另一O型环61，致使出气孔4、5、6分别被第一分歧片72、第二分歧片73及第三分歧片74所

闭塞，如图4所示；第一分歧片72的第一叶片721、第二分歧片73的第二叶片731及第三分歧

片74的第三叶片741的面积均相应于出气孔4、5、6的相同孔径；弹簧42、52、62的一端可分别

置于第一分歧片72、第二分歧片73及第三分歧片74上(可同时参考图2及图8)；于汽缸2顶端

上设有一环垣22，该环垣22外周边延伸一环状的外环凸垣221，该外环凸垣221与汽缸2顶端

存有一卡沟槽222；前述储气座3设有二相对向的嵌夹体35(可参考图9)，于储气座3的内平

面往下延伸多个相隔离的竖柱37、38、39，借由储气座3的嵌夹体35置进并卡扣于汽缸2的卡

沟槽222中，前述储气座3的相隔离的所述竖柱37、38、39可套入前述弹簧42、52、62的另一

端，且让所述竖柱37、38、39的末端以些微距离位于前述第一分歧片72、第二分歧片73及第

三分歧片74的上方，可限制第一分歧片72、第二分歧片73及第三分歧片74在启闭动作的弹

升高度，以避免因压缩空气的压力作用而易导致弹性疲乏的现象；另一方面，前述第一分歧

片72、第二分歧片73及第三分歧片74可因弹簧42、52、62的弹张力而完全闭塞出气孔4、5、6，

如图8所示。

[0065] 请参考图7及图8，活塞体14在汽缸2内持续进行往复运动所产生的压缩空气，可分

别推移相同孔径的出气孔4、5、6上的第一分歧片72、第二分歧片73及第三分歧片74来进行

压缩弹簧42、52、62，使压缩空气可经由出气孔4、5、6进入储气座3的储气室36内。汽缸2的活

塞体14从开始运动到结束运动的期间，在初期打气阶段所产生的压缩空气量，其压缩空气

可同时由出气孔4、5、6快速进入储气室36内，使单位时间进入汽缸2的储气室36的压缩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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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增；当到中后期打气阶段时，由于已有大量的压缩空气进入储气室36内，在储气室36内

的压缩空气会对第一分歧片72、第二分歧片73及第三分歧片74产生反作用力，在本文中以

背向压表示，这种背向压现象会抑制第一分歧片72、第二分歧片73及第三分歧片74的开启，

也意味着活塞体14推送压缩空气更具有阻力，然本发明因汽缸2顶壁21具备多个出气孔及

与其相称的第一分歧片72、第二分歧片73及第三分歧片74作为配合，储气室36内所存在的

背向压虽会令第一分歧片72、第二分歧片73及第三分歧片74呈受压状态，但当储气室36内

所存在的背向压减少时，汽缸2内所持续产生的压缩空气会快速由出气孔4、5、6进入储气室

36内，另一方面，因第一分歧片72的第一颈部722、第二分歧片73的第二颈部732及第三分歧

片74的第三颈部742分别被固定于汽缸2顶壁21上，使第一分歧片72、第二分歧片73及第三

分歧片74受到压缩空气推移而进行启闭动作时不会互相干扰，整体而言，其可让活塞体14

的运作顺畅而具备打气效率，而能更轻松快速地达成充气速度。

[0066] 本发明的簧片7的另一实施例可如图6所示，簧片7的第一分歧片72的第一叶片

721、第二分歧片73的第二叶片731及第三分歧片74的第三叶片741的面积均相应于相同孔

径的出气孔4、5、6，而第一分歧片72的第一颈部724、第二分歧片73的第二颈部734、第三分

歧片74的第三颈部744为不同宽度(可参考图6)，如第一颈部724的宽度K1、第二颈部734的

宽度K2、第三颈部744的宽度K3，宽度K1>K2>K3，使第一分歧片72、第二分歧片73及第三分歧

片74三者的弹性张力不同，活塞体14在汽缸2内持续进行往复运动所产生的压缩空气，可分

别推移相同孔径的出气孔4、5、6上的第一分歧片72、第二分歧片73及第三分歧片74来进行

压缩弹簧42、52、62，而因不同宽度的第一分歧片72的第一颈部724、第二分歧片73的第二颈

部734、第三分歧片74的第三颈部744，使被压缩空气能优先有效地推移弹性张力较优的第

三分歧片74，亦即弹性张力较优的第三分歧片74让汽缸2内所持续产生的压缩空气较易进

入储气室36内(可同时参考图8)，整体而言，其可让活塞体14的运作顺畅而具备打气效率，

而能更轻松快速地达成充气速度。

[0067] 本发明的簧片8的另一实施例可如图10所示，该簧片8亦具有一根部80，由根部80

呈树状方式延伸可和各相同孔径的出气孔相对应的第一分歧片82、第二分歧片83及第三分

歧片84，该第一分歧片82包含一由根部80延伸的第一颈部822，于第一颈部822末端设有一

第一叶片821，而第二分歧片83亦包含一由根部80延伸的第二颈部832，于第二颈部832末端

设有一第二叶片831，第三分歧片84亦包含一由根部80延伸的第三颈部842，于第三颈部842

末端设有一第三叶片841，该第一分歧片82的第一颈部822、第二分歧片83的第二颈部832、

第三分歧片84的第三颈部842可为不同长度，如第一颈部822的长度H1、第二颈部832的长度

H2、第三颈部842的长度H3，长度H1>H3>H2，使第一分歧片82、第二分歧片83及第三分歧片84

三者的弹性张力不同，活塞体14在汽缸2内持续进行往复运动所产生的压缩空气，可分别推

移相同孔径的出气孔上的第一分歧片82、第二分歧片83及第三分歧片84，而因不同长度的

第一分歧片82的第一颈部822、第二分歧片83的第二颈部832、第三分歧片84的第三颈部

842，使被压缩空气能优先有效地推移弹性张力较优的第一分歧片82，亦即弹性张力较优的

第一分歧片82让汽缸2内所持续产生的压缩空气较易进入储气室36内，整体而言，其可让活

塞体14的运作顺畅而具备打气效率，而能更轻松快速地达成充气速度。

[0068] 本发明的不同实施例可如图11所示，于汽缸2顶壁21上设有多个不同孔径的出气

孔43、53、63，所述出气孔43、53、63的孔径分别为孔径A、B、C，孔径A>B>C。前述出气孔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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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是为开启或关闭状态，其完全受控于各出气孔所属的阀门机构，于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

中的阀门机构，其亦可由一O型环、一弹簧及一簧片所构成，该簧片9亦具有一根部90，由根

部90呈树状方式延伸可和各出气孔43、53、63相对应的第一分歧片92、第二分歧片93及第三

分歧片94(可同时参考图12)，该第一分歧片92包含一由根部90延伸的第一颈部922，于第一

颈部922末端设有一第一叶片921，而第二分歧片93亦包含一由根部90延伸的第二颈部932，

于第二颈部932末端设有一第二叶片931，第三分歧片94亦包含一由根部90延伸的第三颈部

942，于第三颈部942末端设有一第三叶片941，该第一分歧片92的第一颈部922、第二分歧片

93的第二颈部932、第三分歧片94的第三颈部942可为不同长度，借由簧片9的根部90固定于

汽缸2顶壁21上所设置的定位块25，并将第一分歧片92的第一颈部922、第二分歧片93的第

二颈部932及第三分歧片94的第三颈部942分别固定于汽缸2顶壁21上所设置的定位块251、

252、253，使出气孔43、53、63分别被第一分歧片92、第二分歧片93及第三分歧片94所闭塞。

前述第一分歧片92的第一叶片921、第二分歧片93的第二叶片931及第三分歧片94的第三叶

片941的面积均相应于出气孔43、53、63的孔径，亦即大孔径的出气孔，其相应的分歧片的面

积较大；所述第一分歧片92、第二分歧片93及第三分歧片94可分别封闭住前述出气孔43、

53、63(可参考图12)。

[0069] 请参阅图2，弹簧42、52、62可分别置于第一分歧片72、第二分歧片73及第三分歧片

74上，使第一分歧片72、第二分歧片73及第三分歧片74受到弹簧42、52、62的弹张力而关闭

速度较快，当然，本发明亦可犹如图13所示，即无须加设弹簧42、52、62而直接依靠第一分歧

片72、第二分歧片73及第三分歧片74的回弹力，即可完全闭塞出气孔4、5、6。

[0070] 综观前论，本发明突破习知空气压缩机的汽缸及储气座二者间的中间壁上仅设有

单一出气孔的设计方式，本发明借由在汽缸2的顶壁21设有多个出气孔及与其相称的分歧

片作为配合，在单位时间进入汽缸2的储气室36的压缩空气量大增，使被压缩空气能快速地

通过出气孔进入储气室36内，且因第一分歧片72的第一颈部722、第二分歧片73的第二颈部

732及第三分歧片74的第三颈部742分别被独立地固定在汽缸2顶壁21上，使第一分歧片72、

第二分歧片73及第三分歧片74受到压缩空气推移振动而进行启闭动作时不会互相干扰，致

使活塞体14的运作更为顺畅而提升打气效率，本发明显然具有进步性及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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