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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致动器包括气缸外壳、可动的主活塞、

活塞杆以及推环，气缸外壳形成具有第一部分和

第二部分的流体腔室，可动的主活塞设置在第二

部分中，活塞杆牢固地附接到主活塞，并且延伸

通过气缸外壳的一个端部，推环设置在第一部分

中并且相对于主活塞可以轴向地移动。该位置致

动器还包括第一端口和第二端口，第一端口延伸

通过气缸外壳，从而在主活塞和气缸外壳的一个

端部之间允许流体与第一部分连通，第二端口延

伸通过气缸外壳，从而在主活塞和气缸外壳的另

一端部之间允许流体与第二部分连通，其中，第

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的至少一个被加压以将主

活塞移动到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中的至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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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位置致动器，包括：

气缸外壳，所述气缸外壳形成具有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流体腔室；

可动的主活塞，所述主活塞设置在所述第二部分中；

活塞杆，所述活塞杆牢固地附接到所述主活塞，并且延伸通过所述气缸外壳的一个端

部；

推环，所述推环设置在所述第一部分中并且相对于所述主活塞能轴向地移动；

第一端口，所述第一端口延伸通过所述气缸外壳，从而在所述主活塞和所述气缸外壳

的一个端部之间允许流体与所述第一部分连通；以及

第二端口，所述第二端口延伸通过所述气缸外壳，从而在所述主活塞和所述气缸外壳

的另一端部之间允许流体与所述第二部分连通，其中，所述第一部分和所述第二部分中的

至少一个被加压以将所述主活塞移动到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中的至少一个。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位置致动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部分的直径大于所述第一

部分的直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位置致动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端口在所述主活塞的一侧

上径向向内延伸到所述气缸外壳中以接纳加压空气。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位置致动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端口在所述主活塞的另一

侧上径向向内延伸到所述气缸外壳中，以接纳加压空气。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位置致动器，其特征在于，包括轴向地设置在所述第一端口和

所述第二端口之间的第三端口，并且所述第三端口径向向内延伸到所述气缸外壳中，以将

空气排放到大气。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位置致动器，其特征在于，包括次级活塞，所述次级活塞在所

述外壳的所述第二腔室中设置在所述主活塞和所述气缸外壳的另一端部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位置致动器，其特征在于，包括轴向地设置在所述主活塞和所

述次活塞之间的联接构件，并且所述联接构件将所述次级活塞连接到所述活塞杆，以允许

所述次级活塞在由所述联接构件限定的冲程边界内移动。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位置致动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包括与所述第二腔室连通

的第四端口，以将空气排放到大气中。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位置致动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活塞具有第一直径。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位置致动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活塞的具有直径减小的部

分，所述直径减小的部分的第二直径小于所述第一直径。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位置致动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气缸外壳具有在所述第一部

分和所述第二部分之间形成的台阶，以阻止所述推环的轴向移动。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位置致动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推环形成浮动活塞。

13.一种位置致动器，包括：

气缸外壳，所述气缸外壳形成具有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流体腔室，其中所述第二部

分具有的直径大于所述第一部分的直径；

可动的主活塞，所述主活塞设置在所述第二部分中；

活塞杆，所述活塞杆牢固地附接到所述主活塞，并且延伸通过所述气缸外壳的一个端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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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环，所述推环设置在所述第一部分中形成浮动活塞并且能相对于所述主活塞轴向地

移动；

第一端口，所述第一端口延伸通过所述气缸外壳，从而在所述主活塞和所述气缸外壳

的一个端部之间允许流体与所述第一部分连通；

第二端口，所述第二端口延伸通过所述气缸外壳，从而在所述主活塞和所述气缸外壳

的另一端部之间允许流体与所述第二部分连通，其中，所述第一部分和所述第二部分中的

至少一个被加压以将所述主活塞移动到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中的至少一个；以及

其特征在于，所述气缸外壳具有在所述第一部分和所述第二部分之间形成的台阶，以

阻止所述推环的轴向移动。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位置致动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端口在所述主活塞的一

侧上径向向内延伸到所述气缸外壳中以接纳加压空气。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位置致动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端口在所述主活塞的另

一侧上径向向内延伸到所述气缸外壳中以接纳加压空气。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位置致动器，其特征在于，包括轴向地设置在所述第一端口

和所述第二端口之间的第三端口，并且所述第三端口径向向内延伸到所述气缸外壳中以将

空气排放到大气。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位置致动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包括与所述第二腔室连

通的第四端口，以将空气排放到大气中。

18.一种位置致动器，包括：

气缸外壳，所述气缸外壳形成具有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流体腔室，其中所述第二部

分具有的直径大于所述第一部分的直径；

可动的主活塞，所述主活塞设置在所述第二部分中，其中所述主活塞具有第一直径以

及直径减小的部分，所述直径减小的部分的第二直径小于所述第一直径；

活塞杆，所述活塞杆牢固地附接到所述主活塞，并且延伸通过所述气缸外壳的一个端

部；

推环，所述推环设置在所述第一部分中形成浮动活塞并且相对于所述主活塞能轴向地

移动；

第一端口，所述第一端口在所述主活塞的一侧上径向向内延伸到所述气缸外壳中，从

而在所述主活塞和所述气缸外壳的一个端部之间允许流体与所述第一部分连通；

第二端口，所述第二端口在所述主活塞的另一侧上径向向内延伸到所述气缸外壳中，

从而在所述主活塞和所述气缸外壳的另一个端部之间允许流体与所述第二部分连通；

第三端口，所述第三端口轴向地设置在所述第一端口和所述第二端口之间，并且径向

向内延伸到所述气缸壳体中，以将空气排放到大气；

第四端口，所述第四端口与所述第二腔室连通以将空气排放到大气；

其中，所述第一部分和所述第二部分中的至少一个被加压以将所述主活塞移动到第一

位置和第二位置中的至少一个；以及

其中，所述气缸外壳具有在所述第一部分和所述第二部分之间形成的台阶，以阻止所

述推环的轴向移动。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位置致动器，其特征在于，包括次级活塞，所述次级活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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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外壳的所述第二腔室中设置在所述主活塞和所述气缸外壳的另一端部之间。

20.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位置致动器，其特征在于，包括轴向地设置在所述主活塞和

所述次活塞之间的联接构件，并且所述联接构件将所述次级活塞连接到所述活塞杆，以允

许所述次级活塞在由所述联接构件限定的冲程边界内移动。

21.一种变速器单元，包括：

用于致动至少一个挡位的至少一个换挡导轨；

与所述至少一个换挡导轨配合的至少一个致动器；以及

所述至少一个致动器包括气缸外壳、可动的主活塞、活塞杆、推环、第一端口以及第二

端口，所述气缸外壳形成具有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流体腔室，所述主活塞设置在第二部

分中，所述活塞杆牢固地附接到所述主活塞并且延伸通过所述气缸外壳的一个端部，所述

推环设置在所述第一部分中并且相对于所述主活塞能轴向地移动，所述第一端口延伸通过

所述气缸外壳，从而在所述主活塞和所述气缸外壳的一个端部之间允许流体与所述第一部

分连通；所述第二端口延伸通过所述气缸外壳，从而在所述主活塞和所述气缸外壳的另一

端部之间允许流体与所述第二部分连通，其中，所述第一部分和所述第二部分中的至少一

个被加压以将所述主活塞移动到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中的至少一个。

22.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变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端口在所述主活塞的一侧上

径向向内延伸到所述气缸外壳中以接纳加压空气。

23.根据权利要求22所述的变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端口在所述主活塞的另一侧

上径向向内延伸到所述气缸外壳中以接纳加压空气。

24.根据权利要求23所述的变速器，其特征在于，包括轴向地设置在所述第一端口和所

述第二端口之间的第三端口，并且所述第三端口径向向内延伸到所述气缸外壳中以将空气

排放到大气。

25.根据权利要求24所述的变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包括与所述第二腔室连通的

第四端口，以将空气排放到大气中。

26.根据权利要求25所述的变速器，其特征在于，包括次级活塞，所述次级活塞在所述

外壳的所述第二腔室中设置在所述主活塞和所述气缸外壳的另一端部之间。

27.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变速器，其特征在于，包括轴向地设置在所述主活塞和所述

次活塞之间的联接构件，并且所述联接构件将所述次级活塞连接到所述活塞杆，以允许所

述次级活塞在由所述联接构件限定的冲程边界内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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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致动器

1.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总体上涉及用于动力系的位置致动器，并且更具体地涉及用于车辆动力系

的位置致动器。

2.背景技术

[0002] 已知提供一种气动致动的位置致动器，以用于致动动力系中的诸如变速器中的齿

轮和离合器之类的部件。在Hirano等人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第2003/0136254号中公开了这

种位置致动器的示例。在该专利公开中，该位置致动器包括外壳、可移动内部活塞以及活塞

杆，可移动内部活塞设置在外壳内的腔室中，活塞杆从活塞轴向地延伸通过外壳的一个端

部。对于这种位置致动器，分隔壁将外壳分成两个压力腔室。另外，该位置致动器具有从其

端部位置到其中间位置的较小的力，如果其被用作期望有摘挡而挂入挡的最大的力的换挡

致动器，则这是不利的。

[0003] 因此，期望提供一种具有最少部件数和最小构造长度的位置致动器。另外，期望提

供一种位置致动器，用于将一个齿轮脱离(脱开一个挡位)然后将位置致动器停止在中间

(空挡)位置。通常，为了停止在中间(空挡)位置，活塞的两侧都被加压。一些制造商使用相

对较大的执行器或快速调节器系统来确保有足够的力到空挡中，此时两侧都完全加压。但

是，如果致动器的两侧都完全加压，则力不够高。

发明内容

[0004] 因此，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最少部件数和最小构造长度的位置致动器。

[0005] 在一个实施例中，本发明提供了位置致动器，该位置致动器包括气缸外壳、可(移)

动的主活塞、活塞杆以及推环，气缸外壳形成具有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流体腔室，可动的

主活塞设置在第二部分中，活塞杆牢固地附接到主活塞，并且延伸通过气缸外壳的一个端

部，推环设置在第一部分中并且相对于主活塞可以轴向地移动。该位置致动器还包括第一

端口和第二端口，第一端口延伸通过气缸外壳，从而在主活塞和气缸外壳的一个端部之间

允许流体与第一部分连通，第二端口延伸通过气缸外壳，从而在主活塞和气缸外壳的另一

端部之间允许流体与第二部分连通。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的至少一个被加压以将主活塞

移动到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中的至少一个。

[0006] 本发明的一个优点是提供了一种新的位置致动器，其不需要其间具有分隔壁的两

个压力腔室，从而节省了空间、成本并且使组装更容易。本发明的另一个优点是该位置致动

器是具有不同位置的更紧凑的致动器，并具有(从两侧)靠向中间位置的相对高的力。本发

明的又一个优点是，该位置致动器具有(多个)直径以提供从每个端部位置朝向中间位置的

且与从中间位置到端部位置的力相比更大的力，或至少相同大小的力。

[0007] 在阅读了结合附图的后续说明之后，将容易理解本发明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因为

这些特征和优点将变得更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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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8]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位置致动器的示意图，示出了与动力系的一部

分的操作关系。

[0009] 图2是示出在第一操作位置的图1的位置致动器的放大局部正视图。

[0010] 图3是类似于图2的视图，示出了在第二操作位置的图1位置致动器。

[0011] 图4是类似于图2的视图，示出了在第三操作位置的图1位置致动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如图1至图4中所公开的，根据本发明的位置致动器10的一个实施例示出为用于移

动车辆动力系(未示出)的各部件、诸如是位于自动变速器或自动手动变速器中的齿轮和离

合器的气动致动器。在图1所示的实施例中，位置致动器10用于移动换挡导轨11以接合和脱

离变速器中的至少一个齿轮(挡位)。应当理解，位置致动器10可用在车辆的除了动力系之

外的其它实施例中。还应该理解，位置致动器10可以是两位置式致动器或三位置式致动器。

[0013] 参考图2-4，位置致动器10包括轴向延伸的气缸外壳12。气缸外壳12通常为圆筒

形，具有大致圆形的横截面。气缸外壳12具有壁14，在其中形成流体腔室16。腔室16具有第

一部分18、第二部分20以及第三部分21。第一部分18的直径大于第二部分20的直径，并且第

二部分20的直径大于第三部分21的直径。气缸外壳12还在第一端部22和第二端部24之间轴

向延伸，并且具有第一肩部或台阶26以及第二肩部或台阶27，第一肩部或台阶26轴向设置

在第一部分18和第二部分20之间以形成用于将要描述的推环52的轴向止挡件，第二肩部或

台阶27轴向设置在第二部分20和第三部分21之间，以形成用于将要描述的主活塞30的轴向

止挡件。气缸外壳12包括开口或孔28，该开口或孔28轴向延伸通过第一端部22并且与腔室

16的第一部分18流体地连通。孔28允许将要描述的活塞杆38延伸通过气缸外壳12的第一端

部22。应该理解的是，气缸外壳12可以具有任何合适的形状。

[0014] 位置致动器10还包括设置在腔室16的第二部分20中的可移动的内部主活塞30。主

活塞30通常为圆筒形。主活塞30的直径小于气缸外壳12的第二部分20的直径，以允许主活

塞30在气缸外壳12的腔室16的第二部分20中轴向地移动。主活塞30包括轴向地延伸通过其

中以接纳将要描述的活塞杆38的中心孔32。中心孔32可包括直径减小的部分33。主活塞30

在一个端部具有直径减小的部分34。直径减小的部分34的直径小于主活塞30的直径D2。主

活塞30还具有一个或多个沟槽36，这些沟槽36在其中沿周向和径向延伸并且轴向地间隔

开，以容纳将要描述的一个或多个密封件76。在一个实施例中，主活塞30是一体的、整体的

且单件式的。应当理解，密封件76接合气缸外壳12的壁14并且防止气流通过主活塞30。

[0015] 位置致动器10还包括活塞杆38，该活塞杆38连接到主活塞30并从其轴向延伸，用

于致动诸如换挡拨叉11之类的部件。活塞杆38具有第一部分40和第二部分42，第一部分40

轴向地延伸通过孔28并延伸到中心孔32中，第二部分42从第一部分40轴向地延伸并延伸到

主活塞30的中心孔32的直径减小的部分33中。第一部分40具有第一直径D1，第二部分42具

有小于第一直径的第二直径。在一个实施例中，活塞杆38是一体的、整体的且单件式的。应

该理解的是，密封件围绕活塞杆38设置在气缸外壳12中并且防止气流通过活塞杆38。还应

该理解的是，第一部分40的一个端部可以经由径向地延伸穿过该第一部分的孔(未示出)联

接到换挡导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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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位置致动器10还包括在气缸外壳12的壁14中的、通常用44表示的至少一个端口或

通道。至少一个端口44径向地延伸到气缸外壳12的壁14中。在一个实施例中，至少一个端口

44包括第一端口46、第二端口48、第三端口50以及第四端口51。第一端口46在主活塞30的一

侧上径向地向内延伸到气缸外壳12的壁14中，从而在主活塞30和气缸外壳12的第一端部22

之间允许诸如空气之类的流体与腔室16的第一部分18连通。第二端口48在主活塞30的另一

侧上径向地向内延伸到气缸外壳12的壁14中，从而在气缸外壳12的第二台阶27处允许流体

与腔室16的第二部分20和第三部分21连通。第三端口50轴向地设置在第一端口46和第二端

口48之间，并径向向内延伸到气缸外壳12的壁14中，从而在气缸外壳12的第一台阶26处允

许流体与腔室16的第一部分18和第二部分20连通。第四端口51在将要描述的次级活塞60的

一侧径向地向内延伸到气缸外壳12的壁14中，从而在次级活塞30和气缸外壳12的第二端部

24之间允许诸如空气之类的流体与腔室16的第三部分21连通。应该理解的是，端口44可以

具有任何合适的形状。还应该理解，第一端口46和第二端口48是工作端口，第三端口50和第

四端口51是通风端口。还应该理解的是，可以为腔室16提供用于升高和降低流体压力的阀

(未示出)。

[0017] 位置致动器10还包括推环52，推环52在腔室16的第一部分18中轴向地设置在主活

塞30和气缸外壳12的第一端部22之间。推环52包括轴向地延伸通过其中的中心孔54，以接

纳主活塞30的直径减小的部分34。推环52在一个端部处具有直径减小的部分56。直径减小

的部分56的直径小于推环52的直径D3。推环52具有在其中沿周向和径向延伸的至少一个沟

槽58，以接纳将要描述的至少一个密封件76。在一个实施例中，推环52是一体的、整体的且

单件式的。应当理解，密封件76接合气缸外壳12的壁14并且防止气流通过推环52。还应该理

解的是，推环52形成浮动活塞并且可相对于主活塞30轴向地移动。

[0018] 位置致动器10还包次级或平衡活塞60，该次级或平衡活塞60在腔室16的第三部分

21中轴向地设置在主活塞30和气缸外壳12的第二端部24之间。次级活塞60包括轴向地延伸

通过其中以接纳将要描述的连接件70的中心腔体62。次级活塞60在一个端部处具有直径减

小的部分64。直径减小的部分64的直径小于次级活塞60的直径D4。直径减小的部分64在一

个轴向端部处具有凸缘66，该凸缘66径向向内延伸以接合连接件70。次级活塞60具有在其

中沿周向和径向延伸的至少一个沟槽68，以接纳将要描述的至少一个密封件76。在一个实

施例中，连接件70是一体的、整体的且单件式的。应当理解，密封件76接合气缸外壳12的壁

14并且防止气流通过次级活塞60。

[0019] 位置致动器10包括轴向地设置在主活塞30和次级活塞60之间的联接构件或连接

件70。连接件70通常为圆筒形并且轴向地延伸。连接件70具有轴向地延伸通过其中的孔72，

以接纳活塞杆38的第二部分42。连接器70包括凸缘74，该凸缘74在一个轴向端部径向地向

外延伸并设置在次级活塞60的中心腔体62中，以与次级活塞60的直径减小的部分64的凸缘

66配合。应当理解的是，次级活塞60可在由连接件70限定的冲程边界内自由移动。

[0020] 位置致动器10还包括设置在主活塞30的沟槽36、推环52的沟槽58、以及次活塞60

的沟槽68中的密封件76。沟槽36、58和68通常为环形和矩形形状，但可具有任何合适的形

状。沟槽36径向地向内延伸到主活塞30的壁和直径减小的部分34中，沟槽58径向地向内延

伸到推环52的壁中，并且沟槽68径向地向内延伸到次级活塞60的壁中。密封件76通常是环

形的。在一个实施例中，密封件76具有大致矩形的剖面形状。密封件76由诸如橡胶之类的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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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弹性材料制成。密封件76是一体的、整体的且单件式的。应当理解的是，密封件76可以是

诸如唇形密封件、O形圈等的任何合适类型的密封件。

[0021] 如图4所示，在位置致动器10的操作中，当动力系的齿轮啮合(挂入挡位)时，主活

塞30在主活塞30靠近气缸外壳12的第一端22时具有第一位置。当气流进入第一端口46时，

第一部分18被加压。当第一部分18中的压力大于第二部分20中的压力时，主活塞30朝着气

缸外壳12的第二端部24移动到中间位置、空挡位置或第三位置，以致使换挡导轨11脱离齿

轮(脱开挡位)，并且致使空气通过第三端口50向大气排放。如图3所示，当动力系的齿轮啮

合(挂入挡位)时，在主活塞30靠近气缸外壳12的第二端口24时该主活塞30具有第二位置。

当气流进入第二端口48时，第二部分20被加压。当第二部分20中的压力大于第一部分18中

的压力时，主活塞30朝着气缸外壳12的第一端部22移动到第三位置，以致使换挡导轨11脱

离齿轮(脱开挡位)，并且致使空气通过第三端口50向大气排放。如图2所示，当动力系的齿

轮脱开时，当主活塞30轴向地设置在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之间时，主活塞30具有中间位置、

空挡位置或第三位置当气流进入第一端口46、第二端口48和第三端口50时，主活塞30的两

侧都被加压。应当理解的是，当第一部分18中的压力等于第二部分20中的压力时，主活塞30

不会移动。还应该理解的是，如果仅主活塞30的侧部(D2)被加压，则次级活塞60的侧部(D4)

将减小力以避免其太高，而如果主活塞30的两个侧部(D1/D3和D2)被加压，则次级活塞60的

侧部(D4)将增加从左侧朝向中间位置的力。还应该理解的是，三位置式致动器10具有一个

或多个阀(未示出)，以用于允许诸如空气的流体流入到腔室16中。

[0022] 已经以说明性方式描述了本发明。应该理解的是，已经使用的术语旨在具有说明

的词语的性质而不是限制性的。

[0023] 受到上述讲授的启发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多种变化和改动。因此，本发明除了具体

描述的之外也可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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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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