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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飛輪機構，其係包含：一第一承載件(1)，以可轉動之方式沿一旋轉軸(111)套設；一
第二承載件(2)，與該第一承載件(1)同軸，且可相對於該第一承載件(1)轉動，但相對於該
第一承載件(1)為軸向固定，其中一軸線方向(Da)對應於該第二承載件(2)在空轉時相對於
該第一承載件(1)之旋轉方向，因而一切線方向(Dt)對應於該第二承載件(2)在空轉時相對
於該第一承載件(1)之旋轉指向；一齒環(4)，沿該旋轉軸(111)同軸，以不可轉動之方式耦
接於該第二承載件(2)，且包含一齒件(47)，該齒件(47)徑向設有複數凹槽(40)，形成排列
於圓周且等距間隔之卡齒(49)，各卡齒(49)具有一切向斜面及一軸向斜面；所述第一承載
件(1)包含一鼓件(12)，該鼓件(12)設有至少一縱長凹穴(10)，用以容納至少一縱長卡爪
(3)，該縱長卡爪(3)可與該齒件(47)嚙合及脫離之，藉此各自迫使該齒環(4)與該第一承載
件(1)共同或分別轉動，其中各縱長凹穴(10)之縱軸主要為徑向，但具有一軸向傾角(φa)及
一切向傾角(φt)，定義一連鎖方向(De)；其中位於該縱長凹穴(10)內之該縱長卡爪(3)具有
一縱軸(37)，該縱軸(37)與所述縱長凹穴(10)之縱軸重合，藉此允許該縱長卡爪(3)滑入該
縱長凹穴(10)，受偏壓手段(5)作用而推抵該齒件(47)；其中該縱長卡爪(3)於其一端包含
一嚙合件(33)，從該縱長凹穴(10)面朝向外以接觸該齒件(47)，該嚙合件包含一正交於該
卡爪縱軸(37)之滑動面(331)以及一橫向設置之側面(30)；其中所述滑動面(331)於空轉時
可滑動接觸該齒件(47)，且所述側面(30)於非空轉時可推壓於該齒件(47)之凹槽(40)上，
用以在該第一與該第二承載件(1、2)之間傳輸扭力；其中所述第二承載件(2)包含一第一
扭力負載傳輸件(200)，該第一扭力負載傳輸件(200)與設置於該齒環(4)中之一第二扭力負
載傳輸件(400)緊密配合，藉此迫使該第二承載件(2)與該齒環(4)保持共同轉動；其特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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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第一扭力負載傳輸件(200)與該第二扭力負載傳輸件(400)允許該齒環(4)沿該軸線方
向(Da)進行雙向運動，包括自一對應於非空轉之第一離合器位置移動至一對應於空轉之
第二分離離合器位置而脫開該軸向運動，以及從該第二分離離合器位置移動至該第一離

合器位置而攫合該齒環(4)之軸向運動，且此二相反方向之運動皆受至少一縱長卡爪(3)所
控制，該縱長卡爪(3)之嚙合件(33)以其滑動面(331)沿該軸線方向(Da)將該齒環(4)推離該
鼓件(12)，且當有扭力施加且該嚙合件(33)嚙合於該等凹槽(40)中之一者時，以其對應於
嚙合件(33)的側面(30)的區域軸向導引該齒環(4)向該鼓件(12)鎖合，直到該嚙合件(33)完
全嚙合於該凹槽(40)之底部為止。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飛輪機構，其中該等縱長卡爪(3)為轉動組件，包含一導引
件(34)，所述導引件(34)具有一與該等縱長凹穴(10)內截面緊密配合之外環截面，允許該
縱長卡爪(3)沿其所屬對應凹穴(10)之連鎖方向(De)滑動。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飛輪機構，其中該第一扭力負載傳輸件(200)及該第二扭力
負載傳輸件(400)係設置為圓周上之該等凹槽及突出於該軸線方向(Da)延伸，該第一扭力
負載傳輸件(200)沿該軸線方向(Da)之維度大於該第二扭力負載傳輸件(400)之對應軸向維
度，允許該齒環(4)沿該軸線方向(Da)進行軸向位移。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所述之飛輪機構，其中該第一離合器位置取決於與該齒件(47)嚙
合之至少一縱長卡爪(3)，迫使二承載件(1、2)共同轉動而於其間傳輸扭力，且該第二分
離離合器位置取決於該齒環(4)一軸向基牙件(43)與該第二承載件(2)中一軸向限制件(21)
間之接觸，該齒環(4)每一即時位置與該第一離合器位置間之軸向距離為浮動距離(Fd)，
且因此該第二分離離合器位置對應於該最大浮動距離(FdM)，其中限制該齒環(4)軸向滑
離該鼓件(12)之所述最大浮動距離(FdM)夠小。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4項所述之飛輪機構，該限制該齒環(4)軸向滑離該鼓件(12)之所述最
大浮動距離(FdM)夠小，較佳者為嚙合件(33)最大橫向維度或直徑之 10%以下。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飛輪機構，其中各凹槽(40)包含一位於該凹槽(40)底部之滑
動表面(41)以及一符合該切線方向(Dt)凹入之側向表面(44)，各凹槽(40)之滑動表面(41)與
在非空轉時嚙合入其中之對應縱長卡爪(3)之該連鎖方向(De)呈實質正交。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6項所述之飛輪機構，其中該側向表面(44)包含一於該正向切線方向
(Dt)界定該滑動表面(41)之推動表面(42)、一外側表面(421)以及一內側表面(422)，後兩者
沿該軸線方向(Da)夾設該推動表面(42)，該內側表面(422)位於增加軸線方向(Da)，而該外
側表面(421)係徑向受界定於該滑動表面(41)與一外側邊緣(4211)之間。

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7項所述之飛輪機構，其中該推動表面(42)係與該對應嚙合件(33)之對
應於嚙合件(33)的側面(30)的區域緊密配合。

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飛輪機構，其中該連鎖方向(De)之切向傾角(φt)在 10°-15°
之範圍內，該角度形成於該半徑方向(Dr)與該連鎖方向(De)在正交於該軸線方向(Da)之平
面上之該突出之間。

1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飛輪機構，其中該連鎖方向(De)之軸向傾角(φa)在 10°-15°
之範圍內，該角度形成於該半徑方向(Dr)與該連鎖方向(De)在正交於該切線方向(Dt)之平
面上之該突出之間。

圖式簡單說明

第 1圖顯示依據本發明之自行車飛輪機構，其係包含二同軸主元件，其為軸向固定但以
可旋轉之方式套設於一旋轉軸(111)上，此二元件為第一承載件(1)及一第二承載件(2)。圖中亦
顯示笛卡兒座標系統，包含其三個正交方向：平行於旋轉軸(111)之軸線方向(Da)、半徑方向
(Dr)以及切線方向(D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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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圖顯示一透過對應扣鏈齒嚙合手段(900)驅動第一承載件(1)之後扣鏈齒總成(9)。
第 3圖為第 1圖中第二承載件(2)之立體外觀圖，其具有第一扭力負載傳輸件(200)。
第 34A圖及第 34B圖分別為第 1圖飛輪之側視圖及 A-A’截面圖，顯示第一承載件(1)、

第二承載件(2)及設於兩者間之齒環(4)，且顯示縱長卡爪(3)受偏壓手段(5 迫抵於齒環(4)。圖
中亦顯示輪軸總成(7)、軸承總成(81、82)及軸向限制件(21)，此軸向限制件(21)當接觸一軸向
基牙件(43)時，即限制齒環(4)之軸向滑動。圖中亦顯示對應於齒環(4)軸向滑動之脫開方向(D2)
及攫合方向(D1)。
第 5A及 5B圖分別為第 1圖飛輪之前視圖及 B-B'截面圖。於截面圖中可見用以嚙合縱長

卡爪(3)且與之滑動之齒件(47)。圖中亦顯示第一承載件(1)上用以容納卡爪之凹穴(10)，以及
在連鎖方向(De)上將縱長卡爪(3)向齒環(4)推迫之偏壓手段(5)。
第 6圖為第一承載件(1)之立體分解圖，其中第一承載件(1)包含一管狀件(11)及一鼓件

(12)，齒環(4)包含一內開口(45)及一第二扭力負載傳輸件(400)，其用以拖曳第二承載件(2)受
迫於偏壓手段(5)之縱長卡爪(3)以及容納所述縱長卡爪(3)之凹穴(10)。
第 7A-7B及 7C圖為一實施例中齒環(4 之不同詳細視圖及 C-C"、D-D'截面圖；其中齒件

(47)之卡齒(49)係由鄰接之部分重疊凹槽(40)所構成。圖中亦顯示各凹槽(40)之主要部分：滑
動表面(41)及推動表面(42)。圖中亦顯示推動表面(42)之二側面：外側表面(421)及內側表面
(422)；以及所述凹槽(40)對應於所述外側表面(421)之外側邊緣(4211)。圖中亦顯示一軸向基
牙件(43)，其於此實施例中界定齒環(4)與第二承載件(2)之對應軸向限制件(21)接觸時之軸向
滑動。

第 8A及 8B及 8C為一替代實施例之不同視圖及 E-E'、F-F'截面圖，其中齒環(4)具有受導
引之浮動性，圖中顯示齒件(47)、各凹槽(40)之滑動表面(41)及推動表面(42)、外側表面(421)、
內側表面(422)及外側邊緣(4211)。
第 9圖以第 5圖機構之概略截面圖繪示 E1、E2、E3、E4等四種不同作業狀態，闡明本發

明機構之運作，圖中顯示嚙合件(33)及齒件(47)在各狀態中之不同位置，齒件(47)在 E2期間，
從 E1至 E3軸向滑動，以及在 E4期間，從嚙合開始瞬間 E4e至 E1，沿脫開方向(D2)於相反
方向之攫合方向(D1)軸向滑動。
第 10圖顯示第 5圖機構之兩種截面圖：G-G’對應於非飛輪狀態(E1)，F-F’對應於飛輪

狀態 E3。
第 11圖說明第 10圖兩種作業狀態之詳情，即非飛輪狀態(E1)及飛輪狀態(E3)。圖中亦顯

示一嚙合件(33)以滑動面(331)正交於卡爪縱軸(37)。
第 12圖為本發明一替代實施例之立體分解圖，其中各卡爪之嚙合件(33)包含一圓錐形推

動面(332)。
第 13圖為第 12圖替代實施例於非飛輪狀態(E1)之截面圖，其中各凹槽之推動表面(41)為

圓錐形，以與對應卡爪推動面(332)緊密配合。
第 14圖顯示不同為第一承載件(1)之不同視圖，其具有用以容納縱長卡爪(3)之縱長凹穴

(10)，以三個正交方向夠成對應於凹穴(10)之局部笛卡兒座標系統：軸線方向(Da)、半徑方向
(Dr)及切線方向(Dt)。圖中亦顯示對應於所述凹穴(10)之局部連鎖方向(De)。
第 15圖為第 14圖局部笛卡兒座標系統之詳圖，顯示切向傾角(φt)及軸向傾角(φa)。

第 16圖顯示銑刀(401)對齒環(4)上多重凹槽(40)之銑削程序，詳細顯示形成各凹槽(40)之
表面。

第 17圖為第 16圖中間程序加工時之齒環(4)截面詳圖，顯示內開口(45)包含一迴轉表面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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