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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活动柱销式摆线减速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活动柱销式摆线减

速器，包括针齿壳、两个摆线轮、活动柱销、输入

轴、输出盘、压紧盘和两个输入轴支承滚动轴承；

针齿壳的内壁均匀镶嵌有多个针齿，形成环形针

齿组；输入轴上间隔设置有第一偏心段和第二偏

心段；两个输入轴支承滚动轴承分别安装在第一

偏心段和第二偏心段上；两个摆线轮分别套接在

两个输入轴支承滚动轴承上；输出盘位于在针齿

壳内，输出盘的凸台贯穿在两个摆线轮的连接孔

中；压紧盘位于在针齿壳内；活动柱销贯穿在两

个摆线轮的柱销孔中；本实用新型显著提高了摆

线减速器的传动效率、使用寿命和工作性能，提

高了摆线减速器机构的紧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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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活动柱销式摆线减速器，其特征在于：包括针齿壳(1)、两个摆线轮(3)、活动柱

销(4)、输入轴(5)、输出盘(6)、压紧盘(7)和两个输入轴支承滚动轴承(10)；

所述针齿壳(1)的内壁均匀镶嵌有多个针齿(2)，形成环形针齿组；

所述输入轴(5)上间隔设置有第一偏心段和第二偏心段；所述第一偏心段和第二偏心

段呈180°错位分布；

两个所述输入轴支承滚动轴承(10)分别安装在第一偏心段和第二偏心段上；

两个所述摆线轮(3)分别套接在两个输入轴支承滚动轴承(10)上；两个所述摆线轮(3)

均与环形针齿组内啮合，摆线轮(3)与环形针齿组构成一齿差的少齿差行星齿轮传动机构；

每一个所述摆线轮(3)在轴向方向上呈圆周均匀分布有多组柱销孔(301)；相邻两组柱销孔

(301)之间设置有连接孔(302)；所述连接孔(302)为扇环形孔；

所述输出盘(6)上设置有与连接孔(302)相适应的多个凸台(601)；所述输出盘(6)中心

设置有输入轴容纳孔I(603)；所述输出盘(6)在轴向方向上呈圆周均匀分布有多个活动柱

销容纳孔I(604)；

所述输出盘(6)位于在针齿壳(1)内，输出盘(6)的凸台(601)贯穿在两个摆线轮(3)的

连接孔(302)中；所述输出盘(6)与输入轴(5)通过深沟球轴承(9)支承；

所述压紧盘(7)中心设置有输入轴容纳孔II(701)；所述压紧盘(7)在轴向方向上呈圆

周均匀分布有多个活动柱销容纳孔II(702)；

所述压紧盘(7)位于在针齿壳(1)内，压紧盘(7)通过螺钉连接输出盘(6)的凸台(601)；

所述压紧盘(7)与输入轴(5)通过深沟球轴承(9)支承；

所述活动柱销(4)贯穿在两个摆线轮(3)的柱销孔(301)中，每一个柱销孔(301)均贯穿

有一根活动柱销(4)；所述活动柱销(4)的一端穿入在输出盘(6)的活动柱销容纳孔I(604)，

另一端穿入在压紧盘(7)的活动柱销容纳孔II(702)中，两端均通过活动柱销支承滚动轴承

(11)支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活动柱销式摆线减速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两个主轴承

(8)；

两个所述主轴承(8)分别安装在环形针齿组的两侧，对环形针齿组和两个摆线轮(3)进

行轴向定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活动柱销式摆线减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出盘(6)与

针齿壳(1)之间通过外骨架油封(14)密封；所述输出盘(6)与输入轴(5)之间通过内骨架油

封(13)密封；

所述压紧盘(7)与针齿壳(1)之间通过外骨架油封(14)密封；所述压紧盘(7)与输入轴

(5)之间通过内骨架油封(13)密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活动柱销式摆线减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柱销支承

滚动轴承(11)的外侧安装有孔用弹性挡圈(1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活动柱销式摆线减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孔(302)

为扇环形孔；所述凸台(601)为与扇环形孔相适应的扇环形凸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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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活动柱销式摆线减速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活动柱销式摆线减速器。

背景技术

[0002] 摆线减速器具有传动比范围大、传动效率高、承载能力大和工作可靠等许多优点，

适用于矿山、船舶、起重运输和军工等对传动精度和承载能力有一定要求的传统机械传动

中。现有普通摆线减速器采用柱销机构进行运动和动力输出，即通过摆线轮圆孔中贯入带

有套筒柱销的结构方式进行传动，摆线轮圆孔、套筒和柱销三者接触表面之间存在相对滑

动，所以在传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滑动摩擦，且摩擦系数大，直接导致其在传动过

程中产生严重的摩擦磨损和较大噪声，降低了摆线减速器传动效率、使用寿命和工作性能。

此外，现有摆线减速器的结构尺寸不够紧凑，且现有摆线减速器输出主要为轴输出，所以在

轴向和径向尺寸上存在一定的冗余。因此，在一些传动系统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工业机器

人、精密机床、医疗器械等智能装备，现有结构使摆线减速器的使用受到了限制。

[0003] 因此，现有技术中需要一种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的摆线减速器。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实现本实用新型目的而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这样的，一种活动柱销式摆线减速

器，包括针齿壳、两个摆线轮、活动柱销、输入轴、输出盘、压紧盘和两个输入轴支承滚动轴

承。

[0005] 所述针齿壳的内壁均匀镶嵌有多个针齿，形成环形针齿组。

[0006] 所述输入轴上间隔设置有第一偏心段和第二偏心段。所述第一偏心段和第二偏心

段呈180°错位分布。

[0007] 两个所述输入轴支承滚动轴承分别安装在第一偏心段和第二偏心段上。

[0008] 两个所述摆线轮分别套接在两个输入轴支承滚动轴承上。两个所述摆线轮均与环

形针齿组内啮合，摆线轮与环形针齿组构成一齿差的少齿差行星齿轮传动机构。每一个所

述摆线轮在轴向方向上呈圆周均匀分布有多组柱销孔。相邻两组柱销孔之间设置有连接

孔。

[0009] 所述输出盘上设置有与连接孔相适应的多个凸台。所述输出盘中心设置有输入轴

容纳孔I。所述输出盘在轴向方向上呈圆周均匀分布有多个活动柱销容纳孔I。

[0010] 所述输出盘位于在针齿壳内，输出盘的凸台贯穿在两个摆线轮的连接孔中。所述

输出盘与输入轴通过深沟球轴承支承。

[0011] 所述压紧盘中心设置有输入轴容纳孔II。所述压紧盘在轴向方向上呈圆周均匀分

布有多个活动柱销容纳孔II。

[0012] 所述压紧盘位于在针齿壳内，压紧盘通过螺钉连接输出盘的凸台。所述压紧盘与

输入轴通过深沟球轴承支承。

[0013] 所述活动柱销贯穿在两个摆线轮的柱销孔中，每一个柱销孔均贯穿有一根活动柱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212338044 U

3



销。所述活动柱销的一端穿入在输出盘的活动柱销容纳孔I，另一端穿入在压紧盘的活动柱

销容纳孔II中，两端均通过活动柱销支承滚动轴承支承。

[0014] 进一步，还包括两个主轴承。

[0015] 两个所述主轴承分别安装在环形针齿组的两侧，对环形针齿组和两个摆线轮进行

轴向定位。

[0016] 进一步，所述输出盘与针齿壳之间通过外骨架油封密封。所述输出盘与输入轴之

间通过内骨架油封密封。

[0017] 所述压紧盘与针齿壳之间通过外骨架油封密封。所述压紧盘与输入轴之间通过内

骨架油封密封。

[0018] 进一步，所述活动柱销支承滚动轴承的外侧安装有孔用弹性挡圈。

[0019] 进一步，所述连接孔为扇环形孔。所述凸台为与扇环形孔相适应的扇环形凸台。

[0020]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效果是毋庸置疑的，采用以滚动轴承支承的活动柱销作为摆线

减速器运动和动力输出的结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现有普通摆线减速器输出柱销、套筒和

摆线轮圆孔之间的滑动摩擦磨损问题，显著提高了摆线减速器的传动效率、使用寿命和工

作性能。此外，本实用新型采用压紧盘与输出盘封装减速器的结构设计，克服了传统摆线减

速器采用轴输出的冗余结构，同时省去了套筒以降低结构径向尺寸，显著提高了摆线减速

器机构紧凑性。特别适用于工业机器人、智能机械手臂和医疗检测设备等精密传动中。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活动柱销式摆线减速器的爆炸图；

[0022] 图2为活动柱销式摆线减速器的纵剖面构造图；

[0023] 图3为活动柱销式摆线减速器的A-A面剖面构造图；

[0024] 图4为活动柱销式摆线减速器的B-B面剖面构造图；

[0025] 图5为活动柱销式摆线减速器的局部放大图Ⅰ。

[0026] 图中：针齿壳  1、针齿  2、摆线轮  3、柱销孔  301、连接孔  302、活动柱销  4、输入轴 

5、输出盘  6、凸台  601、螺纹孔I602、输入轴容纳孔I603、活动柱销容纳孔I604、压紧盘  7、

输入轴容纳孔II701、活动柱销容纳孔II702、螺纹孔II703、主轴承  8、深沟球轴承  9、输入

轴支承滚动轴承  10、活动柱销支承滚动轴承  11、孔用弹性挡圈  12、内骨架油封  13和外骨

架油封  14。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但不应该理解为本实用新型上述主

题范围仅限于下述实施例。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上述技术思想的情况下，根据本领域普通

技术知识和惯用手段，做出各种替换和变更，均应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0028] 实施例1：

[0029] 本实施例公开一种活动柱销式摆线减速器，参见图1和图2，包括针齿壳1、两个摆

线轮3、活动柱销4、输入轴5、输出盘6、压紧盘7、两个主轴承8和两个输入轴支承滚动轴承

10。

[0030] 所述针齿壳1的圆周内壁上均匀镶嵌有多个针齿2，形成环形针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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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所述输入轴5穿入在针齿壳1中，所述输入轴5为双偏心位的曲轴，输入轴5上间隔

设置有横截面为圆形的第一偏心段和第二偏心段。所述第一偏心段和第二偏心段呈180°错

位分布。

[0032] 两个所述输入轴支承滚动轴承10分别套装在第一偏心段和第二偏心段上。

[0033] 两个所述摆线轮3分别套接在两个输入轴支承滚动轴承10上。两个所述摆线轮3均

与环形针齿组内啮合，摆线轮3与环形针齿组构成一齿差的少齿差行星齿轮传动机构。参见

图3，每一个所述摆线轮  3在轴向方向上呈圆周均匀分布有三组柱销孔301，每一组两个柱

销孔301。相邻两组柱销孔301之间加工有扇环形的连接孔302。

[0034] 两个所述主轴承8均安装在针齿壳1圆周内壁上，并位于环形针齿组的两侧，对环

形针齿组和两个摆线轮3进行轴向定位。

[0035] 所述输出盘6上具有与连接孔302相适应的三个扇环形凸台601，每一个扇环形的

凸台601端面上均加工有螺纹孔I602。所述输出盘6 中心加工有输入轴容纳孔I603。所述输

出盘6在轴向方向上呈圆周均匀分布有六个活动柱销容纳孔I604。

[0036] 所述输出盘6位于在针齿壳1内，输出盘6的凸台601贯穿在两个摆线轮3的连接孔

302中，凸台601与连接孔302之间具有间隙。所述输出盘6与输入轴5通过深沟球轴承9支承。

[0037] 参见图4，所述压紧盘7中心加工有输入轴容纳孔II701。所述压紧盘7在轴向方向

上呈圆周均匀分布有六个活动柱销容纳孔  II702。所述压紧盘7上加工有三个与输出盘6的

螺纹孔602相适应的螺纹孔II703。

[0038] 所述压紧盘7位于在针齿壳1内，压紧盘7通过螺钉穿入螺纹孔II703和螺纹孔

I602，使得压紧盘7与输出盘6的凸台601连接，从而在轴向方向对减速器进行固定和压紧。

所述压紧盘7与输入轴5 通过深沟球轴承9支承。

[0039] 所述活动柱销4贯穿在两个摆线轮3的柱销孔301中，活动柱销4与柱销孔301之间

具有间隙，每一个柱销孔301均贯穿有一根活动柱销4。参见图5，所述活动柱销4的一端穿入

在输出盘6的活动柱销容纳孔I604，另一端穿入在压紧盘7的活动柱销容纳孔II702  中，两

端均通过活动柱销支承滚动轴承11支承。所述活动柱销支承滚动轴承11的外侧安装有孔用

弹性挡圈12，内侧由活动柱销4上加工的轴肩进行1定位。

[0040] 所述输出盘6与针齿壳1之间通过外骨架油封14密封。所述输出盘6与输入轴5之间

通过内骨架油封13密封。

[0041] 所述压紧盘7与针齿壳1之间通过外骨架油封14密封。所述压紧盘7与输入轴5之间

通过内骨架油封13密封。

[0042] 传动时，动力由输入轴5输入，输入轴5上的第一偏心段和第二偏心段带动两个摆

线轮3同时转动，两个摆线轮3通过与针齿壳1上的针齿2啮合带动活动柱销4转动，活动柱销

4带动输出盘6转动，将动力输出。

[0043] 本实施例公开的活动柱销式摆线减速器，采用以滚动轴承支承的活动柱销4作为

摆线减速器运动和动力输出的结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现有普通摆线减速器输出柱销、套

筒和摆线轮圆孔之间的滑动摩擦磨损问题，显著提高了摆线减速器的传动效率、使用寿命

和工作性能。此外，采用压紧盘7与输出盘6封装减速器的结构设计，克服了传统摆线减速器

采用轴输出的冗余结构，同时省去了套筒以降低结构径向尺寸，显著提高了摆线减速器机

构紧凑性。特别适用于工业机器人、智能机械手臂和医疗检测设备等精密传动中。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212338044 U

5



[0044] 实施例2：

[0045]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较为基础的实现方式，一种活动柱销式摆线减速器，参见图1和

图2，包括针齿壳1、两个摆线轮3、活动柱销4、输入轴5、输出盘6、压紧盘7和两个输入轴支承

滚动轴承10。

[0046] 所述针齿壳1的圆周内壁上均匀镶嵌有多个针齿2，形成环形针齿组。

[0047] 所述输入轴5穿入在针齿壳1中，所述输入轴5为双偏心位的曲轴，输入轴5上间隔

设置有横截面为圆形的第一偏心段和第二偏心段。所述第一偏心段和第二偏心段呈180°错

位分布。

[0048] 两个所述输入轴支承滚动轴承10分别套装在第一偏心段和第二偏心段上。

[0049] 两个所述摆线轮3分别套接在两个输入轴支承滚动轴承10上。两个所述摆线轮3均

与环形针齿组内啮合，摆线轮3与环形针齿组构成一齿差的少齿差行星齿轮传动机构。参见

图3，每一个所述摆线轮  3在轴向方向上呈圆周均匀分布有三组柱销孔301，每一组两个柱

销孔301。相邻两组柱销孔301之间加工有连接孔302。

[0050] 所述输出盘6上具有与连接孔302相适应的三个凸台601，每一个凸台601端面上均

加工有螺纹孔I602。所述输出盘6中心加工有输入轴容纳孔I603。所述输出盘6在轴向方向

上呈圆周均匀分布有六个活动柱销容纳孔I604。

[0051] 所述输出盘6位于在针齿壳1内，输出盘6的凸台601贯穿在两个摆线轮3的连接孔

302中，凸台601与连接孔302之间具有间隙。所述输出盘6与输入轴5通过深沟球轴承9支承。

[0052] 参见图4，所述压紧盘7中心加工有输入轴容纳孔II701。所述压紧盘7在轴向方向

上呈圆周均匀分布有六个活动柱销容纳孔  II702。所述压紧盘7上加工有三个与输出盘6的

螺纹孔602相适应的螺纹孔II703。

[0053] 所述压紧盘7位于在针齿壳1内，压紧盘7通过螺钉穿入螺纹孔II703和螺纹孔

I602，使得压紧盘7与输出盘6的凸台601连接，从而在轴向方向对减速器进行固定和压紧。

所述压紧盘7与输入轴5 通过深沟球轴承9支承。

[0054] 所述活动柱销4贯穿在两个摆线轮3的柱销孔301中，活动柱销4与柱销孔301之间

具有间隙，每一个柱销孔301均贯穿有一根活动柱销4。参见图5，所述活动柱销4的一端穿入

在输出盘6的活动柱销容纳孔I604，另一端穿入在压紧盘7的活动柱销容纳孔II702  中，两

端均通过活动柱销支承滚动轴承11支承。

[0055] 传动时，动力由输入轴5输入，输入轴5上的第一偏心段和第二偏心段带动两个摆

线轮3同时转动，两个摆线轮3通过与针齿壳1上的针齿2啮合带动活动柱销4转动，活动柱销

4带动输出盘6转动，将动力输出。

[0056] 本实施例公开的活动柱销式摆线减速器，采用以滚动轴承支承的活动柱销4作为

摆线减速器运动和动力输出的结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现有普通摆线减速器输出柱销、套

筒和摆线轮圆孔之间的滑动摩擦磨损问题，显著提高了摆线减速器的传动效率、使用寿命

和工作性能。此外，采用压紧盘7与输出盘6封装减速器的结构设计，克服了传统摆线减速器

采用轴输出的冗余结构，同时省去了套筒以降低结构径向尺寸，显著提高了摆线减速器机

构紧凑性。特别适用于工业机器人、智能机械手臂和医疗检测设备等精密传动中。

[0057] 实施例3：

[0058] 本实施例主要结构同实施例2，进一步，还包括两个主轴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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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两个所述主轴承8均安装在针齿壳1圆周内壁上，并位于环形针齿组的两侧，对环

形针齿组和两个摆线轮3进行轴向定位。

[0060] 实施例4：

[0061] 本实施例主要结构同实施例2，进一步，所述输出盘6与针齿壳  1之间通过外骨架

油封14密封。所述输出盘6与输入轴5之间通过内骨架油封13密封。

[0062] 所述压紧盘7与针齿壳1之间通过外骨架油封14密封。所述压紧盘7与输入轴5之间

通过内骨架油封13密封。

[0063] 实施例5：

[0064] 本实施例主要结构同实施例2，进一步，所述活动柱销支承滚动轴承11的外侧安装

有孔用弹性挡圈12，内侧由活动柱销4上加工的轴肩进行1定位。

[0065] 实施例6：

[0066] 本实施例主要结构同实施例2，进一步，所述连接孔302为扇环形孔。所述凸台601

为与扇环形孔相适应的扇环形凸台，扇环形孔和扇环形凸台的四角均为圆角，用以减少凸

台601与摆线轮3之间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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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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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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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10

CN 212338044 U

10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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