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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大功率高速旋转齿轮内

燃机，包括机壳、机壳盖、上部大齿轮组、下部大

齿轮组、小齿轮组，所述的机壳内设有可容纳上

部大齿轮组、下部大齿轮组、小齿轮组的内腔，所

述机壳外侧设有两组进气口、出气口、火花塞，所

述机壳设有冷却液通道及冷却液进口、冷却液出

口，所述大齿轮、小齿轮、机壳、机壳盖分别在机

壳内上部与下部形成两组低压进气区、高压压缩

区、燃烧区、排气区，所述的进气口分别与低压进

气区连通，所述的出气口分别设有排气阀并与排

气区连通，所述的火花塞分别设于燃烧区。本发

明具有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制造成本低、

运动部件少、机构寿命长、转速快、压缩比可以合

理设计、扭拒大、节能环保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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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功率高速旋转齿轮内燃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壳、机壳盖、上部大齿轮组、下

部大齿轮组、小齿轮组，所述的机壳内设有可容纳上部大齿轮组、下部大齿轮组、小齿轮组

的内腔，所述机壳外侧设有两组进气口、出气口、火花塞，所述机壳设有冷却液通道及冷却

液进口、冷却液出口，所述机壳底部设有与上部大齿轮组、下部大齿轮组、小齿轮组对应的

大齿轮轴孔、小齿轮轴孔，所述的机壳盖与机壳密封固定，所述的上部大齿轮组、下部大齿

轮组分别包括大齿轮、大齿轮盖、大齿轮轴、齿轮活塞、活塞环、凸轮块、滑轮、缸套，所述的

小齿轮组包括小齿轮、小齿轮轴，所述的大齿轮内设有一个位于中心的凸轮块及排列在凸

轮块四周的四组齿轮活塞与活塞环组合，所述的大齿轮侧面设有与四组齿轮活塞与活塞环

组合一一对应的缸套槽，所述大齿轮缸套槽两侧分别设有反力弹簧槽及反力弹簧，所述的

大齿轮盖与大齿轮固定，所述的大齿轮轴依次穿过机壳、大齿轮、凸轮块、大齿轮盖、机壳

盖，所述的小齿轮轴依次穿过机壳、小齿轮、机壳盖，所述的凸轮块设有六边形凸台及与六

边形凸台配合的凸轮盖，所述的滑轮通过转轴固定在齿轮活塞上，所述滑轮与凸轮轮廓顶

紧，所述的缸套设于缸套槽内，所述的齿轮活塞可在缸套内往复运动，所述齿轮活塞上设有

与小齿轮啮合的齿轮带，所述的上部大齿轮组大齿轮、下部大齿轮组大齿轮分别与小齿轮

啮合，所述大齿轮、小齿轮、机壳、机壳盖分别在机壳内上部与下部形成两组低压进气区、高

压压缩区、燃烧区、排气区，所述的进气口分别与低压进气区连通，所述的出气口分别设有

排气阀并与排气区连通，所述的火花塞分别设于燃烧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功率高速旋转齿轮内燃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机壳底部设

有底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功率高速旋转齿轮内燃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齿轮活塞设

有与反力弹簧对应的反力弹簧座，所述齿轮活塞还设有可容纳滑轮的滑轮槽、固定转轴的

轴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功率高速旋转齿轮内燃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凸轮块设有

润滑油进口、润滑油出口、润滑油内部喷口、润滑油储存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功率高速旋转齿轮内燃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大齿轮盖设

有与大齿轮缸套槽对应的弧形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功率高速旋转齿轮内燃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机壳进气口

设有气体检测传感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功率高速旋转齿轮内燃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大齿轮与小

齿轮的齿数比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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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高速旋转齿轮内燃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内燃机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大功率高速旋转齿轮内燃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技术上的内燃机结构：有转子发动机和曲轴往复活塞结构发动机；曲轴往复

活塞结构发动机有庞大的曲轴连杆机构，复杂的配气机构，制造工艺复杂、制造精度要求非

常高等原因，德国人菲加士·汪克尔（Felix  Wankel，1902-1988）发明转子发动机（Wankel 

Engine、Rotary  Engine），转子发动机采用三角转子旋转运动来控制压缩和排放，克服了传

统的往复活塞式发动机的缺陷，它的构造可以说比传统的往复活塞式发动机简单了2倍，运

动部件也只有转子和输出轴。

[0003] 例如，马自达RX8匹配的转子发动机，它独具特色的双转子发动机，9000多转/分的

转速和231匹马力的强大功率，仅仅只有1.3升的排气量，它的优点是制造工艺简单、体积

小、重量轻、转速快、压缩比大、输出功率强大无振动等特点！但也有：旋转三角块碰撞外壳，

机构寿命短、扭拒小、油耗高等缺陷，如果在发动机上添加涡轮增压系统，能解决油耗问题，

但结构又复杂多了。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是为了解决现有转子发动机存在的缺陷问题，提供一种具有结构简单、体

积小、重量轻、制造成本低、运动部件少、机构寿命长、转速快、压缩比可以合理设计、扭拒

大、节能环保等优点，可在智能技术控制下理论上可实现零排放，燃油利用效率大大提高的

大功率高速旋转齿轮内燃机。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大功率高速旋转齿轮内燃机，包括

机壳、机壳盖、上部大齿轮组、下部大齿轮组、小齿轮组，所述的机壳内设有可容纳上部大齿

轮组、下部大齿轮组、小齿轮组的内腔，所述机壳外侧设有两组进气口、出气口、火花塞，所

述机壳设有冷却液通道及冷却液进口、冷却液出口，所述机壳底部设有与上部大齿轮组、下

部大齿轮组、小齿轮组对应的大齿轮轴孔、小齿轮轴孔，所述的机壳盖与机壳密封固定，所

述的上部大齿轮组、下部大齿轮组分别包括大齿轮、大齿轮盖、大齿轮轴、齿轮活塞、活塞

环、凸轮块、滑轮、缸套，所述的小齿轮组包括小齿轮、小齿轮轴，所述的大齿轮内设有一个

位于中心的凸轮块及排列在凸轮块四周的四组齿轮活塞与活塞环组合，所述的大齿轮侧面

设有与四组齿轮活塞与活塞环组合一一对应的缸套槽，所述大齿轮缸套槽两侧分别设有反

力弹簧槽及反力弹簧，所述的大齿轮盖与大齿轮固定，所述的大齿轮轴依次穿过机壳、大齿

轮、凸轮块、大齿轮盖、机壳盖，所述的小齿轮轴依次穿过机壳、小齿轮、机壳盖，所述的凸轮

块设有六边形凸台及与六边形凸台配合的凸轮盖，所述的滑轮通过转轴固定在齿轮活塞

上，所述滑轮与凸轮轮廓顶紧，所述的缸套设于缸套槽内，所述的齿轮活塞可在缸套内往复

运动，所述齿轮活塞上设有与小齿轮啮合的齿轮带，所述的上部大齿轮组大齿轮、下部大齿

轮组大齿轮分别与小齿轮啮合，所述大齿轮、小齿轮、机壳、机壳盖分别在机壳内上部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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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形成两组低压进气区、高压压缩区、燃烧区、排气区，所述的进气口分别与低压进气区连

通，所述的出气口分别设有排气阀并与排气区连通，所述的火花塞分别设于燃烧区。齿轮活

塞上设有齿轮带的目的是：当大齿轮的缸套槽旋转到与小齿轮接合时，活塞上的齿轮刚好

与小齿轮的咬合，达到密封作用；滑轮通过转轴固定在齿轮活塞上，沿凸轮边的轨迹运动，

决定齿轮活塞的工作状态：密封、吸气、压缩气体等。

[0006] 作为优选，所述的机壳底部设有底座。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的齿轮活塞设有与反力弹簧对应的反力弹簧座，所述齿轮活塞还

设有可容纳滑轮的滑轮槽、固定转轴的轴孔。反力弹簧为压缩弹簧，作用是克服齿轮活塞的

离心力。

[0008] 作为优选，所述的凸轮块设有润滑油进口、润滑油出口、润滑油内部喷口、润滑油

储存腔。其中凸轮块上的六边形凸台与凸轮盖上六边形孔配合固定，发动机内部冷却、润滑

液从凸轮块润滑油进口进去，润滑油出口出来，从润滑油内部喷口喷出。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的大齿轮盖设有与大齿轮缸套槽对应的弧形槽。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的机壳进气口设有气体检测传感器。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的大齿轮与小齿轮的齿数比为2：1。大、小齿轮的压力角、齿高系

数、齿顶隙系数均相等，大齿轮转逆时针转1圈，小齿轮顺时针转2圈。

[0012] 本方案是在液压齿轮泵的原理上演变而成的，这是一台双缸八冲程齿轮旋转发动

机，也可以由多台双缸齿轮发动机合并成更大功率的发动机。

[0013]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制造成本低、运动部件少、

机构寿命长、转速快、压缩比可以合理设计、扭拒大、节能环保等优点，可在智能技术控制下

理论上可实现零排放，燃油利用效率大大提高。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外形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图1的侧视图。

[0016] 图3是图1的后视图。

[0017] 图4是本发明的带大齿轮盖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是图4移除大齿轮盖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是本发明大齿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7是本发明齿轮活塞及活塞环组合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8是本发明凸轮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9是本发明大齿轮盖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

[0024] 如图1至图9所示，大功率高速旋转齿轮内燃机，包括机壳、机壳盖、上部大齿轮组、

下部大齿轮组、小齿轮组，所述的机壳内设有可容纳上部大齿轮组、下部大齿轮组、小齿轮

组的内腔，所述机壳外侧设有两组进气口、出气口、火花塞，所述机壳设有冷却液通道及冷

却液进口、冷却液出口，所述机壳底部设有与上部大齿轮组、下部大齿轮组、小齿轮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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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齿轮轴孔、小齿轮轴孔，所述的机壳盖与机壳密封固定，所述的上部大齿轮组、下部大

齿轮组分别包括大齿轮、大齿轮盖、大齿轮轴、齿轮活塞、活塞环、凸轮块、滑轮、缸套，所述

的小齿轮组包括小齿轮、小齿轮轴，所述的大齿轮内设有一个位于中心的凸轮块及排列在

凸轮块四周的四组齿轮活塞与活塞环组合，所述的大齿轮侧面设有与四组齿轮活塞与活塞

环组合一一对应的缸套槽，所述大齿轮缸套槽两侧分别设有反力弹簧槽及反力弹簧，所述

的大齿轮盖与大齿轮固定，所述的大齿轮轴依次穿过机壳、大齿轮、凸轮块、大齿轮盖、机壳

盖，所述的小齿轮轴依次穿过机壳、小齿轮、机壳盖，所述的凸轮块设有六边形凸台及与六

边形凸台配合的凸轮盖，所述的滑轮通过转轴固定在齿轮活塞上，所述滑轮与凸轮轮廓顶

紧，所述的缸套设于缸套槽内，所述的齿轮活塞可在缸套内往复运动，所述齿轮活塞上设有

与小齿轮啮合的齿轮带，所述的上部大齿轮组大齿轮、下部大齿轮组大齿轮分别与小齿轮

啮合，所述大齿轮、小齿轮、机壳、机壳盖分别在机壳内上部与下部形成两组低压进气区、高

压压缩区、燃烧区、排气区，所述的进气口分别与低压进气区连通，所述的出气口分别设有

排气阀并与排气区连通，所述的火花塞分别设于燃烧区；

所述的机壳底部设有底座；

所述的齿轮活塞设有与反力弹簧对应的反力弹簧座，所述齿轮活塞还设有可容纳滑轮

的滑轮槽、固定转轴的轴孔；

所述的凸轮块设有润滑油进口、润滑油出口、润滑油内部喷口、润滑油储存腔；

所述的大齿轮盖设有与大齿轮缸套槽对应的弧形槽；

所述的机壳进气口设有气体检测传感器；

所述的大齿轮与小齿轮的齿数比为2：1。

[0025] 具体使用过程是：本发明齿轮旋转发动机的大齿轮在辅助直流电机的带动下作逆

时针方向高速旋转时，小齿轮顺时针方向旋转，在4形成低压区。当混合气体进入低压区4

后，有小部分气体进入小齿轮旋转通道在小齿轮惯性下又回到低压区；大部分气体经大、小

齿轮咬合挤压在5形成高压区。当齿轮活塞、组合气环9运行到气体高压区5时，齿轮活塞在

反力弹簧和高压气体的作用下，向里收缩，带着混合气体运行到8燃烧区时在凸轮的作用下

压缩气体，外加火花塞点火时，发动机爆发，大齿轮在惯性作用下做逆时针运动（小齿轮顺

时针方向旋转）；带着燃烧后的混合气体运行到1排气区，经气体传感器检测后判定是否燃

烧充分，决定是否排气。如果燃烧充分，智能控制系统起动控制阀排气。反之不排气；混合在

大齿轮的惯性作用又带入低压区再次进入高压区，再来一次燃烧……当然在智能控制下也

可以决定是否供油。

[0026] 上部大齿轮组、下部大齿轮组同时工作，形成双缸八冲程内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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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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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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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7 页

10

CN 109139241 A

10



图6

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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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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