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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三角转子发动机的研制与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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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微型发动机是微机电系统的核心装置 ,有着广泛的发展前景 ,它除了广泛应用于工业、农

业、医疗卫生等各行各业的电子器件以外 ,还可作为微型汽车、微型飞机、微型泵等微型机械的动

力。介绍了微型三角转子发动机的研制及其在实验台架上的性能测试 ,在转速为 7 800 rpm时 ,输

出功率可达 220 W。通过燃料的对比试验可知 ,若在航模燃料 (甲醇为主 )中添加一定量的柴油 ,

在基本保证动力性的同时 ,其经济性将有一定改善。

关键词 :微型发动机 ;三角转子发动机 ;比能量

中图分类号 : TN405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1 - 4551 (2007) 05 - 0009 - 03

M icro tr iangle rotary p iston eng ine and its exper im en ta l study

ZHONG Xiao2hui, WANG Xiao2lei, GOU Yu2jun, WU Yu2ting, MA Chong2fang
(College of Environm ental and Energy Engineering, B eijing U 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 eijing 100022, Ch ina)

Abstract: M icro engines, the core ofMEMS system, have abroad development foreground, not only they can be used in

industry, agriculture, medical, but also they can be used as the power of m iniature car, m iniature p lane or m icro pump.

The development and experiment study of m icro engine were introduced. Its output power can reach 220 W in 7 800 rpm,

by the contrastive experiment of two different fuel, it can be educed that if add some ratio diesel oil into methanol, the

econom ic performance of engine can be imp roved.

Key words: m icro engine; triangle rotary p iston engine; specific energy

0　前 　言

自微电子技术问世以来 ,人们不断追求越来越

小、越来越完善的微尺度结构装置 ,并在生物、环境

控制、医学、航空、航天、精密制导导弹、灵巧武器、先

进情报传感器以及数字通信等领域中 ,不断提出对

微型化的更新、更高的要求。微型发动机是微机电

系统的核心装置 ,有着广泛的发展前景 ,它除了广泛

应用于工业、农业、医疗卫生等各行各业的电子器件

以外 ,还可作为微型汽车、微型飞机、微型泵等微型

机械的动力。

作为常识 ,氢气和烃类燃料的能量密度大约是

当前最好的锂化学电池的 10～100倍 (如图 1所

示 ) ,而且采用碳氢燃料的微动力装置还具有成本

低廉、电压稳定的优点 (如图 2所示 ) ,使用电池的

电子设备 ,如果用微发动机驱动 ,将可以极大地提高

其使用效率。另外 ,据计算 ,制造一个电池所消耗的

能量要比电池本身所提供的能量大 2 000倍 ,如果

再考虑到处理废旧电池所消耗的能量 ,那么电池的

图 1　微型发动机同电池的比能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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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微型发动机同电池的稳定性对比

使用成本就更高了。由此可见 ,开展微型发动机的

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研究介绍微型三角转子发动机的研制与实验

研究。

1　微型发动机国内外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 ,国内外多家研究机构和大学相继开展了

微型发动机的研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制

的微型转子发动机使用硬质钢铝复合材料 ,经微细电

火花技术加工而成 ,其容积可达 77. 5 mm3。整个燃

烧器特征长度为 0. 45 mm,输出功率为 13. 9 W [ 1 ]。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制的碳化硅涡轮喷气发动

机的直径只有 1 cm,高度仅为 0. 3 cm,以氢为燃料 ,

可产生 0. 127 4 N的推力 ,能推动质量为 50 g的微

型无人机在空中飞行 ,其时速可达 300 km /h[ 2 ]。

英国伯明翰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所研制的微型

发动机 ,长 6 mm、宽 4 mm、高 3 mm,小得可以放在

指甲上 ,堪称世界上最小的发动机 ,它可以提供相当

于传统电池 300倍的能量。

在国内 ,微型发动机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江

苏大学针对微型热光电系统的燃烧室进行了模拟计

算 ,为设计微型燃烧室提供了依据 [ 3 ]
;浙江大学机械

电子控制工程研究所设计了直流电流测功机 ,搭建了

简单的小型发动机试验台 ,并测量出了发动机系统的

空载损耗曲线 ,但没有测出发动机的性能曲线 [ 4, 5 ]。

2　微型三角转子发动机的研制与实验研究

自 2003年起 ,北京工业大学“传热强化与过程

节能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马重芳教授的带领下 ,开

始了微型三角转子发动机的研究工作。考虑到三角

转子发动机的自密封运转、平面尺寸及易于微型化等

特点 ,利用线切割加工技术制造出排量为 2. 9 cm3 的

微型转子发动机 ,重 300 g,在 7 800 rpm时输出功率

可达 220 W ,可作为微型飞机、模型汽车、微型空调

等微型机械的动力 ,如图 3所示。

本研究在原理性实验台架上对发动机的动力

性、经济性和排放性进行了测试 ,如图 4所示 ,具体

包括功率、扭矩、转速、燃油消耗率、排温、废弃中有

害物含量成分等指标。试验中采用两种不同燃料 :

①模燃油 :由主燃剂 (甲醇 ,约占 60% )、润滑油 (主

要成分为蓖麻油 ,约占 25% )、助燃剂 (硝基甲烷 ,约

占 15% ) 3种主要成份按体积比混合而成 ,以下简

称 A00; ②柴油比例为 40%的混合油 (0号柴油与航

模燃油混合油 ) ,以下简称 A40。

考虑到微型发动机应用范围的多样性 ,对其部

分负荷特性进行了测试。两种燃料的部分负荷速度

特性 (功率、扭矩 )对比试验曲线 ,如图 5所示。由

图可见 ,在转速低于约 7 800 rpm时 ,燃用 A00时发

动机的有效扭矩和有效功率低于燃用 A40时 ;在转

速高于 7 800 rpm时 ,燃用 A00时的有效扭矩和有

效功率开始超过燃用 A40时的功率和扭矩。这是

因为 ,甲醇的汽化潜热是柴油的 4. 23倍 ,它在进气

过程和压缩过程中 ,要从空气和气缸内吸取大量的

热能才能汽化工作。转速较低时 ,气缸内温度低 ,混

合燃料雾化不良 ,气缸内气流扰动弱 ,火焰传播速度

低 ,散热及漏气损失增多 ,致使指示热效率降低 ,导

致功率和扭矩降低。转速升高到 7 800 rpm 左右

时 ,气缸内温度较高 ,甲醇汽油雾化充分 ,气缸内气

·01· 机 　电 　工 　程 第 24卷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流扰动大大增强 ,火焰传播速度加快 ,散热及漏气损

失减少 ,指示热效率升高 ,此时发动机燃用 A00的

动力性能开始好于燃用 A40的动力性能。

两种燃料的部分负荷速度特性 (油耗 )对比试

验曲线 ,如图 6所示。图中 , A00的燃油消耗量要高

于 A40,这是由于甲醇的低热值为 19. 916 kJ /kg,柴

油的低热值约为 44 kJ /kg。A00的低热值低于 A40

的低热值 ,因此 , A00的燃料消耗高于 A40的燃料

消耗。

图 5　部分负荷速度特性曲线 (功率、转矩 )

图 6　部分负荷速度特性曲线 (油耗 )

笔者对怠速工况下燃用 A00和 A40的排放污

染物进行了测试 , HC和 NO x排放浓度对比 ,如图 7

所示 ; CO排放浓度对比 ,如图 8所示。测试结果表

明 ,和常规往复式发动机的废气排放相比 ,微型发动

机废气排放中的 HC较大 , CO基本持平 ,而 NOx较

小。这是因为微型转子发动机在内部混合 ,即使过

量空气系数大于 1,燃料都不可能完全燃烧 ,导致废

气中 HC含量较大。CO的含量主要取决于混合气

的过量空气系数与混合质量。NO x较小是因为转

子发动机燃烧室的面容比大 ,散热量大 ,火焰温度相

应较低。

3　结束语

本研究介绍了微型三角转子发动机的研制过

程 ,并在实验台架上对其性能进行了测试。结果显

示 ,转速在 7 800 rpm时 ,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可达到

220 W。另外 ,通过燃料的对比试验可知 ,如在航模

燃料 (甲醇为主 )中添加一定量的柴油 ,则在基本保

证动力性的同时 ,对其经济性有一定改善。不足之

处是噪音较大。

随着 MEMS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机械产品上的

不断应用 ,微型发动机的制造将会更加完善。在军

事、电子、医疗卫生等领域 ,微型发动机必将显示出

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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