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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离心力摆装置，尤其用于内燃机驱动的机动

车的驱动系，该离心力摆装置具有转动轴线、围

绕该转动轴线能够转动的摆质量支架和借助摆

滚子在该摆质量支架上以能移位的方式布置的

至少一个摆质量(200)，该至少一个摆质量(200)

具有第一端部(202)、第二端部(204)和布置在所

述端部( 202、204 )之间的用于摆滚子的槽口

(212、214)，该离心力摆装置具有在轴向上布置

在该摆质量支架和该至少一个摆质量(200)之间

的间距元件(216、218、220、222)，在其中在第一

槽口(212)和第一端部(202)之间布置第一间距

元件(216、218)，在第二槽口(214)和第二端部

(204)之间布置第二间距元件(220、222)并且在

所述槽口(212、214)之间没有布置间距元件；和

扭振减振器，尤其双质量飞轮，具有输入件、输出

件、转动轴线和在该输入件和该输出件之间起作

用的弹簧减振装置，输入件和输出件可以围绕该

转动轴线一起转动并且相对彼此可以受限地扭

转，其中，该扭振减振器具有这类离心力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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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离心力摆装置(100)，用于内燃机驱动的机动车的驱动系，所述离心力摆装置(100)

具有转动轴线、围绕所述转动轴线能够转动的摆质量支架(102)和借助摆滚子(108)在所述

摆质量支架(102)上以能移位的方式布置的至少一个摆质量(104、106、200、300)，所述至少

一个摆质量(104、106、200、300)具有第一端部(202)、第二端部(204)和布置在所述端部

(202、204)之间的用于所述摆滚子(108)的槽口(212、214)，所述离心力摆装置(100)具有在

轴向上布置在所述摆质量支架(102)和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104、106、200、300)之间的间

距元件(110、112、216、218、220、222)，其特征在于，在第一槽口(212)和所述第一端部(202)

之间布置有第一间距元件(216、218)，在第二槽口(214)和所述第二端部(204)之间布置有

第二间距元件(220、222)，并且在所述槽口(212、214)之间没有布置间距元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心力摆装置(100)，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第一槽口(212)和所

述第一端部(202)之间布置有两个第一间距元件(216、218)，并且在所述第二槽口(214)和

所述第二端部(204)之间布置有两个第二间距元件(220、222)。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离心力摆装置(100)，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间距元件

(216、218)布置在第一直线(224)上，并且所述第二间距元件(220、222)布置在第二直线

(226)上，所述第一直线(224)和所述第二直线(226)相交于交点(M)中，所述至少一个摆质

量(104、106、200、300)具有带有圆弧式形状的径向外轮廓(206)和中心点，并且所述中心点

至少近似相应于所述第一直线(224)和所述第二直线(226)的交点(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心力摆装置(100)，其特征在于，所述间距元件(110、112、

216、218、220、222)分别具有一个作用面(230、232、234、236)，并且所述摆质量支架(102)或

者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104、106、200、300)与所述作用面(230、232、234、236)在轴向上以

间距(L)彼此隔开间距，所述间距元件(110、112、216、218、220、222)分别具有轴向间距厚度

(S)，并且所述间距(L)是所述间距厚度(S)的0.7到1.5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心力摆装置(100)，其特征在于，所述间距元件(110、112，

216、218，220、222)分别具有一个作用面(230、232、234、236)，并且布置在所述摆质量支架

(102)和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104、106、200、300)之间的所有间距元件(110、112，216，218，

220、222)的所述作用面(230、232、234、236)具有大约πcm2的总面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心力摆装置(100)，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104、

106、200、300)具有轴向摆质量厚度(X)，所述间距元件(110、112、216、218、220、222)分别具

有轴向间距厚度(S)，并且摆质量厚度(X)相对于间距厚度(S)的比例小于5.2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心力摆装置(100)，其特征在于，所述间距元件(110、112、

216、218、220、222)由强化纤维塑料制造。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心力摆装置(100)，其特征在于，所述离心力摆装置(100)具

有仅仅一个第一间距元件(402)和仅仅一个第二间距元件(404)。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心力摆装置(100)，其特征在于，所述间距元件(402、404)布

置在所述槽口(212、214)的径向内部。

10.扭振减振器，具有输入件、输出件、转动轴线和在所述输入件与所述输出件之间起

作用的弹簧减振装置，所述输入件和所述输出件能够围绕所述转动轴线一起转动并且能够

相对彼此受限地扭转，其特征在于，所述扭振减振器具有根据以上权利要求中任意一项所

述的离心力摆装置(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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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力摆装置和扭振减振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离心力摆装置，尤其用于内燃机驱动的机动车的驱动系，该离心

力摆装置具有转动轴线、围绕该转动轴线能够转动的摆质量支架和借助摆滚子在该摆质量

支架上以能移位的方式布置的至少一个摆质量，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具有第一端部、第二

端部和布置在所述端部之间的用于摆滚子的槽口，该离心力摆装置具有在轴向上布置在该

摆质量支架和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之间的间距元件。此外，本发明涉及一种扭振减振器，尤

其是双质量飞轮，具有输入件、输出件、转动轴线和在该输入件和该输出件之间起作用的弹

簧减振装置，输入件和输出件能够围绕该转动轴线一起转动并且能够相对彼此受限地扭

转。

背景技术

[0002] 由DE  10  2009  042  836  A1已知一种用于转矩传递装置的离心力摆，该离心力摆

具有一个与该转矩传递装置的构件固定地连接的摆法兰和多个分布在周向上的并且在所

述摆法兰的两侧上相对于该摆法兰能够受限地摆动的摆质量，其中，每两个在轴向上对置

的摆盘借助至少一个连接元件连接成一个摆质量，并且所述在轴向上对置的摆盘分别具有

两个在周向方向上隔开间距的、带有第一导轨的凹口，并且所述摆法兰具有对此互补的、带

有第二导轨的凹口，在所述导轨上分别滚动一个对应第一和第二导轨的滚动体，在所述离

心力摆中所述至少一个连接元件在周向方向上看布置在摆质量的导轨之间。摆盘相对于摆

法兰在轴向上隔开间距借助间距保持装置实现，该间距保持装置与所述摆盘连接。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基于下述任务，在结构上和/或在功能上改善开头提到的离心力摆装置。此

外，本发明基于下述任务，在结构上和/或在功能上改善开头提到的扭振减振器。尤其要改

善功效。尤其要避免在摆质量支架和至少一个摆质量之间的无意接触。尤其要改善间距元

件的布置。尤其要改善间距元件的设计。尤其要在摆质量支架和至少一个摆质量之间能够

建立给定的摩擦值。尤其要在摆质量支架和至少一个摆质量之间能够建立预给定的轴向间

距。

[0004] 所述任务借助如下离心力摆装置来解决，该离心力摆装置尤其用于内燃机驱动的

机动车的驱动系，该离心力摆装置具有转动轴线、围绕该转动轴线能够转动的摆质量支架

和借助摆滚子在该摆质量支架上以能移位的方式布置的至少一个摆质量，该至少一个摆质

量具有第一端部、第二端部和布置在所述端部之间的用于摆滚子的槽口，该离心力摆装置

具有在轴向上布置在该摆质量支架和该至少一个摆质量之间的间距元件，在所述离心力摆

装置中在第一槽口和第一端部之间布置第一间距元件，在第二槽口和第二端部之间布置第

二间距元件，并且在所述槽口之间没有布置间距元件。

[0005] 所述离心力摆装置可以用于布置在机动车的驱动系上。该驱动系可以具有内燃

机。该内燃机可以具有曲轴。该驱动系可以具有单质量飞轮。该驱动系可以具有扭振减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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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尤其是双质量飞轮。该驱动系可以具有摩擦离合器装置。该驱动系可以具有液力变矩

器。该驱动系可以具有变速器。该驱动系可以具有至少一个能够驱动的车轮。该驱动系可以

具有辅助单元驱动装置。所述离心力摆装置可以用于扭振吸振。所述离心力摆装置可以用

于布置在单质量飞轮上。所述离心力摆装置可以用于布置在扭振减振器上，尤其布置在双

质量飞轮上。所述离心力摆装置可以用于布置在摩擦离合器装置上。所述离心力摆装置可

以用于布置在液力变矩器上。所述离心力摆装置可以用于布置在辅助单元驱动装置上。所

述离心力摆装置可以用于布置在内燃机的曲轴上。

[0006] 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可以在摆质量支架上沿着摆轨以能移位的方式布置。所述至

少一个摆质量可以与所述摆质量支架双线地连接。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在离心力作用下可

以移位到运行状态上。在该运行状态中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在扭振的作用下可以移位。在

该运行状态中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可以移位，以便扭振吸振。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可以从

在两个端部位置之间的中间位置出发来移位。

[0007] 所述摆质量支架可以具有盘式或者环盘式形状。所述摆质量支架可以一件式地实

施。所述摆质量支架可以具有法兰式形状。所述摆质量支架可以具有唯一支架法兰。该唯一

支架法兰可以用于在两侧布置摆质量。所述摆质量支架可以多件式地实施。所述摆质量支

架可以具有双法兰式形状。所述摆质量支架可以具有第一支架法兰和第二支架法兰。该第

一支架法兰和该第二支架法兰可以相互平行地并且彼此在轴向上隔开间距地布置。该第一

支架法兰和该第二支架法兰可以相互固定地连接，尤其铆接。该第一支架法兰和该第二支

架法兰可以限界用于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的接收空间。

[0008] 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可以相对于转动轴线偏心地布置。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可以

具有弧式形状。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可以具有径向外轮廓。该径向外轮廓可以具有圆弧式

形状。该径向外轮廓的圆弧式形状可以具有中心点。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可以具有径向内

轮廓。该径向内轮廓可以具有圆弧式形状。该径向内轮廓的圆弧式形状可以具有比该径向

外轮廓的圆弧式形状更小的半径。该径向内轮廓的圆弧式形状可以具有中心点。该径向内

轮廓的圆弧式形状的中心点可以至少近似相应于该径向外轮廓的圆弧式形状的中心点。所

述至少一个摆质量的第一端部和第二端部可以对应圆弧端部。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的第一

端部和第二端部可以是在离心力摆装置的周向方向上指向的端部。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可

以具有轴向摆质量厚度(X)。

[0009] 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可以布置在由所述支架法兰限界的接收空间内。每两个摆质

量可以相互固定地连接，尤其铆接。相互固定地连接的摆质量可以相互平行地并且彼此在

轴向上隔开间距地布置。相互固定地连接的摆质量可以布置在摆质量支架的两侧。相互固

定地连接的摆质量可以构成摆质量对。所述离心力摆装置可以具有多个、例如四个摆质量

或者摆质量对。

[0010] 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可以借助多个摆滚子以能移位的方式布置在摆质量支架上。

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可以借助两个摆滚子以能移位的方式布置在摆质量支架上。所述摆质

量支架可以具有用于接收摆滚子的槽口。所述摆质量支架的槽口可以分别具有肾式形状。

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的槽口可以分别具有肾式形状。

[0011] 至少一个摆滚子可以具有柱式形状。所述至少一个摆滚子可以具有配属于摆质量

支架的至少一个区段和配属于至少一个摆质量的至少一个区段。所述至少一个摆滚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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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个中间区段和两个端部区段。所述至少一个摆滚子在中间区段上可以具有较大的直

径，并且在端部区段上具有较小的直径。所述至少一个摆滚子可以具有凸缘。所述凸缘可以

布置在端部区段和中间区段之间。所述至少一个摆滚子在所述凸缘上可以具有比在端部区

段和中间区段上更大的直径。

[0012] 所述间距元件可以分别具有塞式形状。所述间距元件可以分别具有头区段和脚区

段。所述头区段可以分别具有盘式形状。所述脚区段可以分别具有柱式形状。所述间距元件

可以分别在头区段上具有比脚区段更大的直径。所述间距元件可以分别具有作用面。头区

段可以具有平的顶面。该顶面可以是圆形的。该顶面可以构成作用面。所述间距元件可以布

置在摆质量支架上。所述间距元件可以布置在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上。所述摆质量支架和/

或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可以具有用于所述间距元件的接收部。用于所述间距元件的接收部

可以分别实施成圆形孔洞。用于所述间距元件的接收部可以分别具有与间距元件的脚区段

直径相应的直径。所述间距元件可以与所述摆质量支架和/或与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力锁

合地、形状锁合地和/或材料锁合地连接。所述间距元件可以通过弹性和/或塑性变形与所

述摆质量支架和/或与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连接。所述间距元件可以由强化纤维塑料制造。

[0013] 在第一槽口和第一端部之间可以布置两个第一间距元件。在第二槽口和第二端部

之间可以布置两个第二间距元件。所述第一间距元件可以布置在第一直线上。所述第二间

距元件可以布置在第二直线上。该第一直线和该第二直线可以相交于交点。所述至少一个

摆质量的圆弧式成型的径向外轮廓的中心点可以至少近似相应于第一和第二直线的交点。

[0014] 所述摆质量支架或者说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与所述作用面可以在轴向上以间距

(L)彼此隔开间距。所述间距元件可以分别具有轴向间距厚度(S)。所述间距元件的轴向间

距厚度(S)可以分别相应于盘式头区段的厚度。该间距(L)可以是该间距厚度(S)的大约0.7

到大约1.5倍。该间距(L)可以最小是该间距厚度(S)的0.7倍。该距离(L)可以最大是该间距

厚度(S)的大约1.5倍。

[0015] 布置在所述摆质量支架和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之间的所有间距元件的作用面可

以具有大约πcm2的总面积。布置在所述摆质量支架和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之间的所有间距

元件的作用面可以具有大约3.1216cm2的总面积。该总面积可以由公差决定地以大约+/-

10％变动。

[0016] 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的摆质量厚度(X)相对于间距元件的间距厚度(S)的比例可

以小于5.25。

[0017] 所述离心力摆装置可以具有仅仅一个第一间距元件。所述离心力摆装置可以具有

仅仅一个第二间距元件。所述间距元件可以布置在用于摆滚子的槽口的径向内部。

[0018] 此外，本发明基于的任务借助扭振减振器来解决，尤其借助双质量飞轮解决，所述

扭振减振器具有输入件、输出件、转动轴线和在该输入件和该输出件之间起作用的弹簧减

振装置，输入件和输出件能够围绕该转动轴线一起转动并且能够相对彼此受限地扭转，其

中，该扭振减振器具有这类离心力摆装置。

[0019] 所述扭振减振器可以用于布置在机动车的驱动系中。该驱动系可以具有内燃机。

该内燃机可以具有曲轴。该驱动系可以具有摩擦离合器装置。该摩擦离合器装置可以具有

离合器输入件和至少一个离合器输出件。该驱动系可以具有变速器。该变速器可以具有至

少一个变速器输入轴。该变速器可以是换档变速器。该驱动系可以具有轴传动装置。该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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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可以具有至少一个能够驱动的车轮。所述扭振减振器可以用于布置在内燃机和摩擦离合

器装置之间。所述扭振减振器可以用于减少扭振，所述扭振减振器由于周期性过程、尤其在

内燃机中的周期性过程而被激励。所述离心力摆装置可以用于改善扭振减振器的功效。

[0020] 所述弹簧减振装置可以具有弹簧装置。该弹簧装置可以具有至少一个能量储存

器。该至少一个能量储存器可以一方面支撑在输入件上，并且另一方面支撑在输出件上。该

至少一个能量储存器可以是螺旋弹簧。该至少一个能量储存器可以是压缩弹簧。该至少一

个能量储存器可以是弓形弹簧。所述弹簧减振装置可以具有摩擦装置。所述输入件可以用

于与内燃机驱动连接。所述输出件可以用于与摩擦离合器驱动连接。术语“输入件”和“输出

件”涉及从内燃机出发的功率流方向。

[0021] 所述输入件可以具有法兰区段。所述输入件可以具有盖区段。所述法兰区段和所

述盖区段可以限界用于所述至少一个能量储存器的接收空间。该接收空间可以具有环面式

形状。所述输入件可以具有伸入到该接收空间内的、用于所述至少一个能量储存器的支撑

区段。所述输出件可以具有法兰件。该法兰件可以在轴向上布置在法兰区段和盖区段之间。

该法兰件可以具有向径向外部伸出的突起。所述突起可以伸入到该接收空间内。所述突起

可以作为用于所述至少一个能量储存器的、输出件侧的支撑区段起作用。所述输出件可以

具有毂件。该毂件可以基本上布置在法兰件的径向内侧。该法兰件和该毂件可以相互固定

地连接，尤其铆接。所述扭振减振器可以具有支承装置，该支承装置用于以能相互扭转的方

式支承输入件和输出件。

[0022] 总结地并且换句话说，由此通过本发明尤其得到优化的离心力摆实施方式。离心

力摆可以这样实施，使得重要的参数(例如“摆质量到法兰的间距”、由塑料构成的间距元件

的面积和布置)彼此处于优化的比例。

[0023] 借助“可以”表示本发明的尤其可选的特征。由此分别得到本发明的具有各个特征

或者某些特征的实施例。

[0024] 借助本发明改善功效。避免在所述摆质量支架和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之间的无意

接触。改善所述间距元件的布置。改善所述间距元件的设计。在所述摆质量支架和所述至少

一个摆质量之间能够制造预给定的摩擦值。在所述摆质量支架和所述至少一个摆质量之间

能够制造预给定的轴向间距。

附图说明

[0025] 接下来参照附图详细地说明本发明的实施例。由该说明得到其它特征和优点。所

述实施例的具体特征可以示出本发明的总体特征。所述实施例的与其它特征结合的特征也

可以示出本发明的各个特征。

[0026] 其示意性地并且示例性地示出：

[0027] 图1具有摆质量支架、摆质量、摆滚子和间距元件的离心力摆装置，

[0028] 图2具有布置在半径上的间距元件的摆质量，

[0029] 图3具有间距元件的摆质量的截面视图，

[0030] 图4具有带有作用面的间距元件的摆质量，和

[0031] 图5具有减少的间距元件数量的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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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图1局部地示出离心力摆装置100，具有摆质量支架102、摆质量104、106、用于将摆

质量104、106以能移位的方式布置在摆质量支架102上的摆滚子108和间距元件110、112。

[0033] 离心力摆装置100用于扭振吸振，尤其在驱动系中的扭振吸振，所述扭振由于内燃

机的周期性转动不均匀性而被激励。离心力摆装置100例如用于改善双质量飞轮的功效。两

个摆质量(例如104、106)借助连接销栓固定地相互连接成摆质量对。摆质量对的摆质量

104、106分别在轴向上布置在摆质量支架102的两侧。摆质量对分别借助两个摆滚子(例如

108)与摆质量支架102双线地连接。在离心力摆装置100的运行中，摆质量104、106加载离心

力并且能够沿着在两个端部位置之间的摆轨相对于摆质量支架102振动，以便扭振吸振。间

距元件110布置在摆质量104上。间距元件112布置在摆质量106上。间距元件110、112用于避

免摆质量支架102和摆质量104、106之间的直接接触。摆质量支架102和摆质量104、106借助

间距元件110、112分别在轴向上以间距L彼此隔开间距。

[0034] 图2示出离心力摆装置的摆质量200，例如根据图1的离心力摆装置100的摆质量

200。摆质量200具有带有第一端部202和第二端部204的弧式形状。摆质量200具有径向外部

圆弧形轮廓206和径向内部圆弧形轮廓208。内轮廓208具有比外轮廓206更小的半径。摆质

量200具有孔洞(例如210)，用于接收连接销栓。摆质量200具有用于摆滚子的第一肾形槽口

212和第二肾形槽口214。

[0035] 在摆质量200上布置第一间距元件216、218和第二间距元件220、222。第一间距元

件216、218布置在第一槽口212和第一端部202之间。第二间距元件220、222布置在第二槽口

214和第二端部204之间。在第一槽口212和第二槽口214之间没有布置间距元件。第一间距

元件216和第二间距元件220布置在槽口212、214的径向外部。第一间距元件218和第二间距

元件222布置在槽口212、214的径向内部。

[0036] 外部圆弧形轮廓206具有中心点M。第一间距元件216、218布置在第一直线224上。

第二间距元件220、222布置在第二直线226上。第一直线224和第二直线226相交于同样是中

心点M的交点。直线224、226是圆228的半径，该圆沿着外部圆弧形轮廓206延伸。此外，补充

性地尤其参照图1和所属的说明。

[0037] 图3示出具有间距元件302的摆质量300的截面视图。间距元件302具有带有头区段

304和脚区段306的塞式形状。头区段304具有带有间距厚度S的盘式形状。脚区段306具有柱

式形状。头区段304具有比脚区段306更大的直径。间距元件302具有作用面308，该作用面借

助头区段304的平的圆形顶面构成。摆质量300具有用于间距元件(例如302)的孔洞(例如

310)。孔洞310具有与脚区段306的直径相应的直径。间距元件302与摆质量300力锁合地并

且形状锁合地连接。对此，脚区段306在端侧塑性地扩张。间距元件302由强化纤维塑料制

造。

[0038] 摆质量300具有轴向摆质量厚度X。摆质量厚度X和间距元件302的间距厚度S的比

例小于5.25。在摆质量支架和布置在摆质量上的间距元件的作用面之间的间距L至少为间

距厚度S的大约0.7倍并且最大有间距厚度S的1.5倍。此外，补充性地尤其参照图1-2和所属

的说明。

[0039] 图4示出具有间距元件的摆质量200。间距元件分别具有作用面230、232、234、236。

图4以下述视角示出具有间距元件的摆质量200：所述视角在图4示出的具有间距元件的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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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200上。所有间距元件的作用面230、232、234、236具有相应于大约3.1216cm2的大约πcm2

的总面积。该总面积可以由公差条件决定地以大约+/-10％变动。此外，补充性地尤其参照

图1-3和所属的说明。

[0040] 图5示出具有减少的间距元件数量的摆质量400。摆质量400具有仅仅一个第一间

距元件402和仅仅一个第二间距元件404。所述间距元件402、404布置在用于摆滚子的槽口

的径向内部。此外，补充性地尤其参照图1-4和所属的说明。

[0041] 附图标记列表

[0042] 100  离心力摆装置

[0043] 102  摆质量支架

[0044] 104  摆质量

[0045] 106  摆质量

[0046] 108  摆滚子

[0047] 110 间距元件

[0048] 112 间距元件

[0049] 200  摆质量

[0050] 202  第一端部

[0051] 204  第二端部

[0052] 206  外轮廓

[0053] 208 内轮廓

[0054] 210 孔洞

[0055] 212  第一槽口

[0056] 214  第二槽口

[0057] 216  第一间距元件

[0058] 218  第一间距元件

[0059] 220  第二间距元件

[0060] 222  第二间距元件

[0061] 224  第一直线

[0062] 226  第二直线

[0063] 228 圆

[0064] 230  作用面

[0065] 232  作用面

[0066] 234  作用面

[0067] 236  作用面

[0068] 300  摆质量

[0069] 302 间距元件

[0070] 304  头区段

[0071] 306  脚区段

[0072] 308  作用面

[0073] 310 孔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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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400  摆质量

[0075] 402  第一间距元件

[0076] 404  第二间距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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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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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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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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