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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气缸头盖，包括气缸头

盖本体，气缸头盖本体的开口封盖端设有安装外

檐环，安装外檐环的连接侧的内环端面上设有沿

周向设置的多个弹性定位销，弹性定位销与气缸

头开口端的连接侧的端面上的定位槽形成定位

销接，安装外檐环的连接侧的外环端面上设有沿

周向设置的多个防水螺栓连接结构，防水螺栓连

接结构包括防水螺栓，气缸头盖本体通过防水螺

栓与气缸头开口端密闭连接。本实用新型采用具

有防水螺栓连接结构、弹性定位销组合的气缸头

盖方案，具有能够适应潮湿工作环境，延长设备

使用寿命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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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气缸头盖，其特征是包括气缸头盖本体，所述气缸头盖本体的开口封盖端设有安装

外檐环，所述安装外檐环的连接侧的内环端面上设有沿周向设置的多个弹性定位销，所述

弹性定位销与气缸头开口端的连接侧的端面上的定位槽形成定位销接，所述安装外檐环的

连接侧的外环端面上设有沿周向设置的多个防水螺栓连接结构，所述防水螺栓连接结构包

括防水螺栓，所述气缸头盖本体通过所述防水螺栓与所述气缸头开口端密闭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缸头盖，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外檐环的连接侧的中环端面

上设有沿周向延伸的密封圈上槽，所述气缸头开口端的连接侧的端面上设有沿周向延伸的

密封圈下槽，所述密封圈上槽与所述密封圈下槽配合形成密封圈安装空间，所述密封圈安

装空间内设有密封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缸头盖，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定位销是U型弹性弯板结构，

所述弹性定位销的开口的一端与所述安装外檐环的连接侧连接，伸入所述定位槽的所述弹

性定位销的开口的另一端与所述定位槽的内侧形成弹性压紧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气缸头盖，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定位销的开口的一端的外侧

上设有定位圆头，与所述弹性定位销开口的一端的外侧相对的所述定位槽的内侧上设有定

位圆槽，所述定位圆头与所述定位圆槽形成弹性定位卡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缸头盖，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水螺栓连接结构还包括外螺纹

柱台，所述防水螺栓的螺帽内设有内螺纹环槽，穿过所述外螺纹柱台的所述防水螺栓的内

螺纹环槽与所述外螺纹柱台形成内外螺纹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气缸头盖，其特征在于，所述外螺纹柱台的外侧上设有密封环

槽，所述内螺纹环槽的内侧上设有密封凸环，所述密封凸环与所述密封环槽形成密封卡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缸头盖，其特征在于，所述气缸头盖本体的顶部设有封闭的

散热腔，所述散热腔内设有换热液体介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气缸头盖，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腔内还设有多个并排设置的

散热波纹板，所述散热波纹板的顶部延伸出所述散热腔的顶部，所述散热波纹板的侧部延

伸出所述散热腔的侧部。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气缸头盖，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腔的顶部设有高压泄放口，

所述高压泄放口内设有高压泄放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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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缸头盖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气缸头盖，特别涉及一种改进的气缸头盖，属于发动机机械

零部件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气缸头盖是发动机气缸的组成的重要零部件，气缸头盖主要作用是封闭气缸，是

的气缸内部形成密闭的作业空间。但是，在日常使用过程中机械零部件面临各种环境因素

的影响，例如，潮湿环境因素、高温环境因素的影响。当设备处于潮湿环境中，水会通过螺栓

的缝隙中进入到装置内部，从而产生腐蚀，影响设备的使用寿命。当设备处于高温环境中，

装置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发，导致降低设备的使用寿命。因此，改进气缸头盖对于气缸的

环境适应能力是必要的。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气缸头盖公开了新的方案，采用具有防水螺栓连接结构、弹性定位销

组合的气缸头盖方案，解决了现有同类产品功能单一，无法适应潮湿工作环境的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气缸头盖包括气缸头盖本体，气缸头盖本体的开口封盖端设有安装外

檐环，安装外檐环的连接侧的内环端面上设有沿周向设置的多个弹性定位销，弹性定位销

与气缸头开口端的连接侧的端面上的定位槽形成定位销接，安装外檐环的连接侧的外环端

面上设有沿周向设置的多个防水螺栓连接结构，防水螺栓连接结构包括防水螺栓，气缸头

盖本体通过防水螺栓与气缸头开口端密闭连接。

[0005] 进一步，本方案的安装外檐环的连接侧的中环端面上设有沿周向延伸的密封圈上

槽，气缸头开口端的连接侧的端面上设有沿周向延伸的密封圈下槽，密封圈上槽与密封圈

下槽配合形成密封圈安装空间，密封圈安装空间内设有密封圈。

[0006] 进一步，本方案的弹性定位销是U型弹性弯板结构，弹性定位销的开口的一端与安

装外檐环的连接侧连接，伸入定位槽的弹性定位销的开口的另一端与定位槽的内侧形成弹

性压紧连接。

[0007] 更进一步，本方案的弹性定位销的开口的一端的外侧上设有定位圆头，与弹性定

位销开口的一端的外侧相对的定位槽的内侧上设有定位圆槽，定位圆头与定位圆槽形成弹

性定位卡接。

[0008] 进一步，本方案的防水螺栓连接结构还包括外螺纹柱台，防水螺栓的螺帽内设有

内螺纹环槽，穿过外螺纹柱台的防水螺栓的内螺纹环槽与外螺纹柱台形成内外螺纹连接。

[0009] 更进一步，本方案的外螺纹柱台的外侧上设有密封环槽，内螺纹环槽的内侧上设

有密封凸环，密封凸环与密封环槽形成密封卡接。

[0010] 进一步，本方案的气缸头盖本体的顶部设有封闭的散热腔，散热腔内设有换热液

体介质。

[0011] 更进一步，本方案的散热腔内还设有多个并排设置的散热波纹板，散热波纹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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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延伸出散热腔的顶部，散热波纹板的侧部延伸出散热腔的侧部。

[0012] 更进一步，本方案的散热腔的顶部设有高压泄放口，高压泄放口内设有高压泄放

阀。

[0013] 本实用新型气缸头盖采用具有防水螺栓连接结构、弹性定位销组合的气缸头盖方

案，具有能够适应潮湿工作环境，延长设备使用寿命的特点。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气缸头盖的装配主视示意图。

[0015] 图2是气缸头盖的装配主视剖视示意图。

[0016] 图3是图2中A部的放大示意图。

[0017] 图4是气缸头盖的俯视示意图。

[0018] 图5是气缸头盖本体的剖视示意图。

[0019] 图6是气缸头开口端的剖视示意图。

[0020] 其中，

[0021] 100是气缸头盖本体，101是安装外檐环，102是密封圈上槽，

[0022] 200是弹性定位销，201是定位圆头，

[0023] 300是防水螺栓连接结构，310是防水螺栓，311是内螺纹环槽，312是密封凸环，320

是外螺纹柱台，

[0024] 400是散热腔，410是散热波纹板，420是高压泄放阀，

[0025] 500是气缸头开口端，501是定位槽，502是密封圈下槽，

[0026] 600是密封圈。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如图1、2、3所示，本实用新型气缸头盖包括气缸头盖本体，气缸头盖本体的开口封

盖端设有安装外檐环，安装外檐环的连接侧的内环端面上设有沿周向设置的多个弹性定位

销，弹性定位销与气缸头开口端的连接侧的端面上的定位槽形成定位销接，安装外檐环的

连接侧的外环端面上设有沿周向设置的多个防水螺栓连接结构，防水螺栓连接结构包括防

水螺栓，气缸头盖本体通过防水螺栓与气缸头开口端密闭连接。

[0028] 上述方案采用具有防水螺栓连接结构300、弹性定位销200组合的气缸头盖方案，

利用弹性定位销200与气缸头开口端的定位槽501形成定位销接来实现气缸头盖的准确定

位安装，利用防水螺栓连接结构300实现避免潮湿环境中的水分从螺栓连接处进入气缸，相

比现有同类方案能够适应潮湿的工作环境，延长了设备使用寿命。

[0029] 基于以上方案，为了提高密封性能，避免水气进入气缸，如图2、3所示，本方案的安

装外檐环的连接侧的中环端面上设有沿周向延伸的密封圈上槽，气缸头开口端的连接侧的

端面上设有沿周向延伸的密封圈下槽，密封圈上槽与密封圈下槽配合形成密封圈安装空

间，密封圈安装空间内设有密封圈。

[0030] 为了实现弹性定位销的功能，如图3、5所示，本方案的弹性定位销是U型弹性弯板

结构，弹性定位销的开口的一端与安装外檐环的连接侧连接，伸入定位槽的弹性定位销的

开口的另一端与定位槽的内侧形成弹性压紧连接。弹性定位销200依靠形变产生的应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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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槽501形成定位销接。基于以上方案，为了进一步提高定位销接的稳定性，避免滑动，如

图3、5、6所示，本方案的弹性定位销的开口的一端的外侧上设有定位圆头，与弹性定位销开

口的一端的外侧相对的定位槽的内侧上设有定位圆槽，定位圆头与定位圆槽形成弹性定位

卡接。

[0031] 为了实现防水螺栓连接结构的功能，如图3、5所示，本方案的防水螺栓连接结构还

包括外螺纹柱台，防水螺栓的螺帽内设有内螺纹环槽，穿过外螺纹柱台的防水螺栓的内螺

纹环槽与外螺纹柱台形成内外螺纹连接。上述螺纹连接方式，有效避免了外部水直接侵入

螺纹连接处的可能性，提高了螺纹连接处的防水性能。基于以上方案，为了进一步阻止水气

从螺纹连接处侵入装置内部，如图3所示，本方案的外螺纹柱台的外侧上设有密封环槽，内

螺纹环槽的内侧上设有密封凸环，密封凸环与密封环槽形成密封卡接。

[0032] 为了满足在高温环境中及时导出热量的要求，本方案还公开了一种具体的气缸头

盖结构，如图1、2、4所示，本方案的气缸头盖本体的顶部设有封闭的散热腔，散热腔内设有

换热液体介质。基于以上方案为了提高导热效率，如图1、2、4所示，本方案的散热腔内还设

有多个并排设置的散热波纹板，散热波纹板的顶部延伸出散热腔的顶部，散热波纹板的侧

部延伸出散热腔的侧部。同时，为了避免散热腔内吸收热量后产生过限的高压，如图1、4所

示，本方案的散热腔的顶部设有高压泄放口，高压泄放口内设有高压泄放阀。

[0033] 本方案公开的结构、零部件等，除特别说明外，均可以采用本领域公知的通用、惯

用的方案实现。本方案气缸头盖并不限于具体实施方式中公开的内容，实施例中出现的技

术方案可以基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理解而延伸，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方案结合公知常识

作出的简单替换方案也属于本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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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6

CN 216518304 U

6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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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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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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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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