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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副齿

形角优化方法，属于机械设计与制造领域。该方

法是：在单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设计的

基础上提出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设

计；根据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的特点

推断参数设计公式；针对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

蜗杆传动副齿形角偏大的问题，给出齿形优化方

法。加工方法是：针对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

杆传动副的齿面特点，设计用于加工的成形车

刀，并提出蜗杆两齿面的加工步骤。多头双导程

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具有传动平稳、传动效率高

和承载能力强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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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副齿形角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

与单头传动副相比，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副的计算参数存在齿形角偏大、

蜗杆理论齿高偏小等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齿形角优化方法，即适当截去蜗杆小端

齿厚偏小的部分，截去后剩余部分的第一个齿的齿厚S新变大，同样，根据同时啮合齿数要求

适当延长蜗杆大端部分，延长部分长度为La；

2.1)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副蜗轮内径扩充

根据几何关系得：

式中，Xi为蜗杆小端端面与蜗轮轴线之间的偏距，Ri为扩充前蜗轮内径，Li为蜗杆截去

部分长度，Ri’为扩充后蜗轮内径；整理得扩充后蜗轮内径Ri’为：

2.2)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副蜗轮外经扩充

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副啮合，根据几何关系得：

La＝Xa+L

式中，Xa为蜗杆大端端面与蜗轮轴线之间的偏距，Ra为扩充前蜗轮外经，La为蜗杆延长

部分长度，Ra’为扩充后蜗轮外经，蜗杆螺纹部分长度L；整理得扩充后蜗轮外经Ra’为：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8843739 B

2



一种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副齿形角优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传动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副

齿形角优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多头双导程直线接触偏置蜗杆蜗轮传动是一种效率高、承载能力好、润滑效果佳

的新型传动方式。此种传动方式可拟补锥蜗杆传动比在10‑20之间的空缺，蜗轮的材质能用

钢材代替有色金属铜。多头双导程直线接触偏置蜗杆是变导程螺旋面，因此称之为偏置蜗

杆。对多头双导程直线接触偏置蜗杆蜗轮传动副的研究、应用并不多，原因是啮合原理复

杂，齿面形成复杂。但是，此种多头传动副存在显著的加工特点，对探索新的传动技术有很

好的科研前景，对开发新的商业市场前景广阔。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多头的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副，可实现精密传动、承载

能力强和传动效率高。发明此种新型的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副，为此采用了如

下技术方案：首先设计传动副的具体参数，包括，蜗轮、蜗杆的设计参数，传动副的安装参

数；接着，根据传动副的设计参数存在的齿形角偏大，蜗杆理论齿高偏小，传动效率偏低等

问题，提出了优化传动副参数的方法；最后，提出了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的加工方

法，即采用车床，利用特殊设计的车刀车削蜗杆齿面。

[0004] 如图1至图9所示；

[0005] 一、本发明之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副的设计方法

[0006] 根据啮合原理，当两齿轮齿轮齿面的公共包络面是具有零度齿形角的齿条齿面，

且中心距为两齿轮基圆半径之和时，一对空间相错轴共轭传动的螺旋齿圆柱齿轮的齿面瞬

时接触状态是一条直线，并且该直线与两齿轮基圆柱上的螺旋线相切。当相错角为直角时，

蜗杆2与蜗轮1空间相错传动。蜗杆2一个齿面与对应的蜗轮1一个齿面为外啮合。对于蜗杆2

的齿面，基圆半径为Rb2，基圆螺旋角为βb2，齿面为右旋渐开螺旋齿面；对于蜗轮1基圆半径

为Rb1，基圆螺旋角为βb1，齿面为右旋渐开螺旋齿面。两轴间轴交角为 两

轴间中心距为A1＝Rb1+Rb2。蜗杆2另一个齿面与对应的蜗轮1另一个齿面为内啮合。对于蜗杆

2的齿面，基圆半径为R'b2，基圆螺旋角为β'b2，齿面为右旋渐开螺旋齿面；对于蜗轮1的基圆

半径为R 'b 1 ，基圆螺旋角为β'b 1 ，齿面为左旋渐开螺旋齿面。两轴间轴交角为

两轴间中心距为A2＝R'b1‑R'b2。

[0007] 当相错角为90°时，外啮合侧被加工蜗轮1齿面基圆螺旋角等于外啮合侧滚刀齿面

基圆螺旋升角λ，内啮合侧被加工蜗轮齿面基圆螺旋角等于内啮合侧滚刀齿面基圆螺旋升

角λ’。

[0008] 多头双导程直线接触偏置蜗杆蜗轮传动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几何参数如图3所示。

在公切面Q中，蜗轮蜗杆的螺旋齿面分别为Σ1,Σ2，外啮合状态；在公切面Q’中，蜗轮蜗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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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齿面分别为Σ'1,Σ'2，内啮合状态。根据蜗杆头数分别对应同等组数的公切面Q、Q’。其

中：

[0009] Rb1为外啮合蜗轮齿面基圆半径；Rb2为外啮合蜗杆齿面基圆半径；

[0010] R'b1为内啮合蜗轮齿面基圆半径；R'b2为内啮合蜗杆齿面基圆半径；

[0011] βb1为外啮合蜗轮齿面基圆螺旋角；βb2为外啮合蜗杆齿面基圆螺旋角；

[0012] β'b1为外啮合蜗轮齿面基圆螺旋角；β'b2为外啮合蜗杆齿面基圆螺旋角；

[0013] 1)、基本参数

[0014] 传递功率P，扭矩T，传动比i21
[0015] 2)、基本结构设计

[0016] 2.1)中心距A：

[0017]

[0018] 式中:P为蜗杆蜗轮所传递的功率，单位为kw；

[0019] Km为材科系数；当锥蜗轮、蜗杆均用钢制造时，使用极压润滑油润滑，取其为0.002

[0020] Kv为速度系数，由下式确定:对于低速传动，Kv＝n1
0.546

‑7，n为蜗杆转速；

[0021] Ki为传动比系数，由下式确定:

[0022] 2.2)蜗轮齿数和蜗杆头数

[0023]

[0024] 式中，z为蜗轮齿数，z2为蜗杆头数，一般去2或3

[0025] 2.3)多头双导程直线接触蜗轮基圆半径Rb1与蜗杆基圆半径Rb2的计算

[0026]

[0027]

[0028] 式中：βb1为外啮合蜗轮齿面基圆螺旋角；β'b1为外啮合蜗轮齿面基圆螺旋角；

[0029] 2.4)初选内外啮合螺旋角βb1、β'b1

[0030] 保证以下关系：

[0031] 2.5)粗略计算蜗杆平均半径R

[0032] d＝kA＝2R,k＝1/2～7/12

[0033] 一般取n＝(0.1‑0.12)*z

[0034] 3)、多头双导程直线接触蜗轮的参数设计步骤如下：

[0035] 3.1)多头双导程直线接触蜗轮外径(Ra)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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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式中:R'b1 ,R 'b2分别为内啮合面蜗轮渐开螺旋面基圆半径、内啮合面蜗杆渐开螺

旋面基圆半径，n为同时啮合齿数，R为蜗杆平均半径；β'b1为内啮合蜗轮基圆螺旋角，λ'为内

啮合螺旋升角；

[0038] 3.2)多头双导程直线接触蜗轮分度圆直径(Rm)定义为以蜗轮轴截面中心为圆心

的圆，在此圆上齿厚与齿槽宽相等，过该圆的截面为分度圆截面，计算方程如下：

[0039]

[0040] 式中：Rb1为外啮合齿轮渐开螺旋面基圆半径，r＝Ra，z为蜗轮齿数；

[0041] 3.3)计算分度圆截面上两齿面渐开线起始点的相错角

[0042]

[0043] 3.4)计算分度圆截面上蜗轮模数(m)

[0044]

[0045] 3.5)计算多头双导程直线接触蜗轮内径(Ri)

[0046]

[0047] 式中：r＝Ri，

[0048] 3.6)计算多头双导程直线接触蜗轮齿高(h)，根据分度圆半径和理论齿根高。

[0049] ha＝m,

[0050] hf＝m+C*

[0051] h＝ha+hf
[0052] 式中：ha为齿顶高，hf为齿根高，C*为顶隙系数，C*一般取(0.1～0.2)m，m为模数。

[0053] 3.7)计算多头双导程直线接触蜗轮蜗轮锥角(θ1)

[0054]

[0055] 式中：t'max＝t'|r＝Ri，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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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0057] 式中：βb1为外啮合蜗轮基圆螺旋角

[0058] 4)、多头双导程直线接触偏置蜗杆的参数设计步骤如下：

[0059] 4.1)计算双导程直线接触偏置蜗杆齿高(h2)

[0060]

[0061] 式中： 因为蜗杆内外啮合面存在基圆半径不等，啮合面关于蜗杆轴

线不对称原因，所以具体蜗杆齿高h2可根据具体情况稍作调整。

[0062] 4.2)计算双导程直线接触偏置蜗杆锥角(θ2)

[0063]

[0064] 式中，

[0065] 4.3)计算双导程直线接触偏置蜗杆螺纹长度(L)

[0066]

[0067] 4.4)计算双导程直线接触偏置蜗杆大、小端直径Dd、Ds
[0068] Dd＝d+L  tanθ2,Ds＝d‑L  tanθ2

[0069] 式中：d为蜗杆平均外径

[0070] 4.5)计算双导程直线接触偏置蜗杆蜗轮传动副安装偏距(E)

[0071] E＝r2ctgβ'b1+m  tanβb'1
[0072] 4.6)计算双导程直线接触偏置蜗杆蜗轮传动副安装高度a，即蜗杆轴线与蜗轮分

度圆截面的垂直距离

[0073] a＝r2‑ha

[0074] 式中，

[0075] 4.7)计算双导程直线接触偏置蜗杆两基圆螺旋面起始点相对位置(S)，即两基圆

螺旋渐开面起点在蜗杆轴向上距离

[0076]

[0077] 式中，efmin＝r2ctgβ'b1+m  tanβb'1
[0078] 4.8)计算滚刀齿面外啮合导程(p)、内啮合导程(p’)

[0079] p＝2Rb2πtan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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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p'＝2R'b2πtanλ'

[0081] 式中：λ为外啮合蜗轮螺旋升角

[0082] 二、本发明之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副齿形优化方法

[0083] 根据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副参数变化规律，在选择合适的基本参数

(设计要求的传功比，合适的齿形角)情况下，蜗杆会存在第一齿厚S1偏小、理论齿高偏小等

问题。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存在不等的内、外啮合齿面导程p、p’，且一般情况下p’>

p，因此，这种偏置蜗杆的齿厚沿蜗杆小端到大端方向增大。

[0084] 根据几何关系，蜗杆齿厚S：

[0085] S＝S1+k(p'‑p)

[0086] 式中：S1为蜗杆第一齿厚；k为从蜗杆小端起导程数，k＝0，1，2，3.......；

[0087] 由于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副具有齿面导程不相等这一特点，我们提出

解决针对蜗杆第一齿厚S1偏小问题的传动副扩充方法，即适当截去蜗杆小端齿厚偏小的部

分，截去后剩余部分的第一个齿的齿厚S新变大，S新可根据公式计算，S新＝S，其中k根据截去

部分长度确定，一般截去1～3个齿距。同样，根据同时啮合齿数要求适当延长蜗杆大端部

分，延长部分长度为La。此方法分为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副蜗轮内径扩充和多

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副蜗轮外径扩充。

[0088] a)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副蜗轮内径扩充

[0089]

[0090] 式中，Xi为蜗杆小端端面与蜗轮轴线之间的偏距，Ri为扩充前蜗轮内径，Li为蜗杆

截去部分长度，Ri’为扩充后蜗轮内径。

[0091] 整理得扩充后蜗轮内径Ri’为：

[0092]

[0093] b)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副蜗轮外径扩充

[0094] ’根据几何关系得：

[0095]

[0096] La＝Xa+L

[0097] 式中，Xa为蜗杆大端端面与蜗轮轴线之间的偏距，Ra为扩充前蜗轮外径，La为蜗杆

延长部分长度，Ra’为扩充后蜗轮外径，蜗杆螺纹部分长度L。整理得扩充后蜗轮外径Ra’为：

[0098]

[0099] 经过扩充后，蜗轮蜗杆传动副形成了新的设计参数，其中，蜗杆截去小端部分齿

面，延长大端部分齿面；蜗轮按照齿面啮合要求同时扩大内径、外径。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

置蜗杆传动副的扩充方法可以有效解决蜗杆第一齿厚S偏小引起的蜗杆理论齿高偏小，齿

面承载能力下降等问题，并且扩充方法简单、有效，不影响蜗轮蜗杆之间的安装参数。另外，

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副的扩充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其扩充蜗杆大端齿面

长度必须要求在一定范围内，若超出范围可能引起蜗杆大端齿厚过大，传递效率低等问题。

[0100] 三、本发明之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的加工方法，如图10所示，

[0101] 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工作面为渐开螺旋面，可以在数控车床车削加工。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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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两齿面是基圆不同的渐开螺旋面，用车削的方式分别加工。

[0102] 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的齿面属于渐开螺旋面，其车削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103] a)首先根据蜗杆齿形参数设计成形车刀，粗车出蜗杆齿槽。

[0104] b)根据被加工蜗杆基圆半径和基圆螺旋角确定车刀外形尺寸和刀刃角度。刀刃与

刀柄之间距离为蜗杆基圆半径。直线刀刃在刀体上表面，刀刃与蜗杆轴线之间的角度为蜗

杆基圆螺旋角。刀刃长度由蜗杆最大外径确定。

[0105] c)定义车床主轴方向为z轴，竖直方向为y轴，水平方向为x轴，蜗杆端面与主轴的

交点为原点O。车刀安装在刀架后，便确定y轴方向上的定位。车床z轴方向的定位由蜗杆端

面确定。

[0106] x轴方向定位由蜗杆小端内径确定，根据几何关系

[0107]

[0108] 式中，x1为刀尖在x轴上坐标，Ri小为蜗杆小端内径，Rb为基圆半径。

[0109] d)正确对刀后，机床主轴旋转一周，车刀沿蜗杆轴向移动的距离为加工齿面的导

程。车削结束位置为：z轴方向由蜗杆长度L确定；y轴方向保值不变；x轴方向位置由蜗杆大

端内径确定，根据几何关系

[0110]

[0111] 式中，x2为刀尖在x轴上坐标，Ri大为蜗杆大端内径，Rb为基圆半径。

附图说明

[0112] 图1为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副示意图。

[0113] 图2为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结构图。

[0114] 图3为多头双导程线接触偏置蜗杆传动副啮合原理示意图。

[0115] 图4为多头双导程直线接触蜗轮蜗杆分度圆截面示意图。

[0116] 图5为蜗轮内径扩充示意图。

[0117] 图6为蜗轮外径扩充示意图。

[0118] 图7为车刀结构示意图。

[0119] 图8为蜗杆小端定位示意图。

[0120] 图9为蜗杆大端定位示意图。

[0121] 图10车削加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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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8 页

11

CN 108843739 B

11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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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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