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309123.6

(22)申请日 2019.04.17

(71)申请人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地址 442002 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车城西

路167号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72)发明人 孙章栋　任爱华　张光国　王欢　

曾国华　

(74)专利代理机构 宜昌市三峡专利事务所 

42103

代理人 李登桥

(51)Int.Cl.

F16H 49/00(2006.01)

F16H 55/0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两级谐波齿轮减速传动装置和传动方法及

传动比计算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两级谐波齿轮减速传动装置

和传动方法及传动比计算方法，壳体内部的一端

转动配合有输入轴，所述输入轴的另一端可转动

的支撑在连接盘的中心腔体内，所述连接盘安装

在输出轴上；所述输入轴上从左到右依次安装有

一级波发生器，中心盘，二级波发生器；所述中心

盘的外缘固定有柔轮，所述柔轮的内侧壁同时与

一级波发生器和二级波发生器构成滚动接触配

合，所述柔轮的外侧壁设置有一级柔轮和二级柔

轮。此传动装置的第一级波发生器与第二级波发

生器同轴同转速，第一级谐波齿轮传动与第二级

谐波齿轮传动共用一个柔轮，零件少，重量轻，同

时啮合的齿数多，结构紧凑且实现大传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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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级谐波齿轮减速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壳体(1)，所述壳体(1)内部的一端

转动配合有输入轴(2)，所述输入轴(2)的另一端可转动的支撑在连接盘(10)的中心腔体

内，所述连接盘(10)安装在输出轴(14)上，输出轴(14)转动配合支撑在壳体(1)的另一端；

所述输入轴(2)上并位于壳体(1)的内部从左到右依次安装有：与输入轴(2)固定相连的一

级波发生器，与输入轴(2)通过轴承转动配合的中心盘(8)，与输入轴(2)固定连接的二级波

发生器；所述中心盘(8)的外缘固定有柔轮(6)，所述柔轮(6)的内侧壁同时与一级波发生器

和二级波发生器构成滚动接触配合，所述柔轮(6)的外侧壁设置有一级柔轮(15)和二级柔

轮(16)，所述一级柔轮(15)与一级刚轮(7)构成齿轮啮合传动，所述二级柔轮(16)与二级刚

轮(9)构成齿轮啮合传动；所述一级刚轮(7)与壳体(1)固定连接，二级刚轮(9)与连接盘

(10)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两级谐波齿轮减速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入轴(2)通过

轴承座支撑安装在壳体(1)的侧壁上，其另一端通过轴承支撑在输出轴(14)的内台阶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两级谐波齿轮减速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入轴(2)通过

轴承转动配合支撑在连接盘(10)的中心腔体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两级谐波齿轮减速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波发生器由

一级转盘(3)、一级柱销(4)和一级滚轮(5)组成，所述一级转盘(3)与输入轴(1)固定连接，

所述一级柱销(4)与一级转盘(3)上的柱销孔固定连接，所述一级滚轮(5)通过轴承与一级

柱销(4)转动配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两级谐波齿轮减速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级波发生器由

二级转盘(13)、二级柱销(12)和二级滚轮(11)组成，所述二级转盘(13)与输入轴(1)固定连

接，所述二级柱销(12)与二级转盘(13)上的柱销孔固定连接，所述二级滚轮(11)通过轴承

与二级柱销(12)转动配合。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两级谐波齿轮减速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滚轮(5)的

外缘与柔轮(6)的内侧壁构成滚动接触配合。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两级谐波齿轮减速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级滚轮(11)的

外缘与柔轮(6)的内侧壁构成滚动接触配合。

8.权利要求1-7任意一项所述两级谐波齿轮减速传动装置的传动方法，其特征在于，输

入轴(2)旋转时，同步带动一级波发生器和二级波发生器转动，一级波发生器通过一级滚轮

(5)与柔轮(6)滚动接触，使柔轮(6)与一级刚轮(7)内啮合接触，由于柔轮(6)与一级刚轮

(7)存在齿数差，柔轮(6)转动实现一级减速，转动方向与输入轴(2)相反；柔轮(6)转动同时

与二级波发生器的二级滚轮(11)滚动接触，柔轮(6)复合运动通过与二级刚轮(9)内啮合将

动力传递给连接盘(10)，连接盘(10)与输出轴(14)固连，从而实现二级减速。

9.权利要求1-7任意一项所述两级谐波齿轮减速传动装置的传动比计算方法，其特征

在于，总传动比为：

式中：i为总传动比，z1a为一级柔轮(15)的齿数；z1b为一级刚轮(7)的齿数，z2a为二级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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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16)的齿数，z2b为二级刚轮(9)的齿数；

当z1b-z1a＝1,z2b-z2a＝1时，总传动比：

当一级柔轮(15)齿数多于二级柔轮(16)齿数1个齿时，总传动比为：

i2＝z1az2b

当一级柔轮(15)齿数少于二级柔轮(16)齿数1个齿时，总传动比为：

i3＝-z1az2b

上述传动比计算表明，所述一级刚轮(7)和一级柔轮(15)，二级刚轮(9)和二级柔轮

(16)及一级柔轮(15)和二级柔轮(16)都为一个齿数差时可得到最大传动比，最大传动比大

小取决一级柔轮(15)齿数与二级刚轮(9)齿数的乘积，旋转方向取决于一级柔轮(15)齿数

与二级柔轮(16)齿数的差值正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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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级谐波齿轮减速传动装置和传动方法及传动比计算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减速器领域，特别是两级谐波齿轮减速传动装置和传动方法及传动比

计算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减速器大多采用圆柱直齿或者斜齿减速器，为了实现大传动比也有采用涡

轮蜗杆减速器，但是采用圆柱齿减速器，需要多级减速才能满足大传动比的要求，就会增加

减速器的体积；采用涡轮蜗杆减速器其传动效率较低，因此需要设计一种紧促型，大传动比

的减速传动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两级谐波齿轮减速传动装置，此减速传动装置

为两级谐波齿轮减速传动装置，第一级波发生器与第二级波发生器同轴同转速，第一级谐

波齿轮传动与第二级谐波齿轮传动共用一个柔轮，零件少，重量轻，同时啮合的齿数多，结

构紧凑且实现大传动比；传动装置输入轴与输出轴的旋转轴线同轴，便于与其它装置连接，

缩小传动装置的安装空间；该传动装置所有零件对称布置，可以有效降低振动。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的技术特征，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两级谐波齿轮减速传动

装置，它包括壳体，所述壳体内部的一端转动配合有输入轴，所述输入轴的另一端可转动的

支撑在连接盘的中心腔体内，所述连接盘安装在输出轴上，输出轴转动配合支撑在壳体的

另一端；所述输入轴上并位于壳体的内部从左到右依次安装有：与输入轴固定相连的一级

波发生器，与输入轴通过轴承转动配合的中心盘，与输入轴固定连接的二级波发生器；所述

中心盘的外缘固定有柔轮，所述柔轮的内侧壁同时与一级波发生器和二级波发生器构成滚

动接触配合，所述柔轮的外侧壁设置有一级柔轮和二级柔轮，所述一级柔轮与一级刚轮构

成齿轮啮合传动，所述二级柔轮与二级刚轮构成齿轮啮合传动；所述一级刚轮与壳体固定

连接，二级刚轮与连接盘固定连接。

[0005] 所述输入轴通过轴承座支撑安装在壳体的侧壁上，其另一端通过轴承支撑在输出

轴的内台阶上。

[0006] 所述输入轴通过轴承转动配合支撑在连接盘的中心腔体内。

[0007] 所述一级波发生器由一级转盘、一级柱销和一级滚轮组成，所述一级转盘与输入

轴固定连接，所述一级柱销与一级转盘上的柱销孔固定连接，所述一级滚轮通过轴承与一

级柱销转动配合。

[0008] 所述二级波发生器由二级转盘、二级柱销和二级滚轮组成，所述二级转盘与输入

轴固定连接，所述二级柱销与二级转盘上的柱销孔固定连接，所述二级滚轮通过轴承与二

级柱销转动配合。

[0009] 所述一级滚轮的外缘与柔轮的内侧壁构成滚动接触配合。

[0010] 所述二级滚轮的外缘与柔轮的内侧壁构成滚动接触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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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任意一项所述两级谐波齿轮减速传动装置的传动方法，输入轴旋转时，同步带动

一级波发生器和二级波发生器转动，一级波发生器通过一级滚轮与柔轮滚动接触，使柔轮

与一级刚轮内啮合接触，由于柔轮与一级刚轮存在齿数差，柔轮转动实现一级减速，转动方

向与输入轴相反；柔轮转动同时与二级波发生器的二级滚轮滚动接触，柔轮复合运动通过

与二级刚轮内啮合将动力传递给连接盘，连接盘与输出轴固连，从而实现二级减速。

[0012] 任意一项所述两级谐波齿轮减速传动装置的传动比计算方法，总传动比为：

[0013]

[0014] 式中：i为总传动比，z1a为一级柔轮的齿数；z1b为一级刚轮的齿数，z2a为二级柔轮

的齿数，z2b为二级刚轮的齿数；

[0015] 当z1b-z1a＝1,z2b-z2a＝1时，总传动比：

[0016]

[0017] 当一级柔轮齿数多于二级柔轮齿数1个齿时，总传动比为：

[0018] i2＝z1az2b

[0019] 当一级柔轮齿数少于二级柔轮齿数1个齿时，总传动比为：

[0020] i3＝-z1az2b

[0021] 上述传动比计算表明，所述一级刚轮和一级柔轮，二级刚轮和二级柔轮及一级柔

轮和二级柔轮都为一个齿数差时可得到最大传动比，最大传动比大小取决一级柔轮齿数与

二级刚轮齿数的乘积，旋转方向取决于一级柔轮齿数与二级柔轮齿数的差值正负号。

[0022] 本发明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3] 1、该传动装置为两级谐波齿轮减速传动装置，一级波发生器与二级波发生器同轴

同转速，一级谐波齿轮传动与二级谐波齿轮传动共用一个柔轮，零件少，重量轻，同时啮合

的齿数多，结构紧凑且实现大传动比。

[0024] 2、传动装置输入轴与输出轴的旋转轴线同轴，便于与其它装置连接，缩小传动装

置的安装空间。

[0025] 3、该传动装置所有零件对称布置，可以有效降低振动。

[0026] 4、该传动装置为两级谐波齿轮减速传动装置，二级刚轮、柔轮及波发生器都可相

对壳体转动，而传统谐波齿轮传动，刚轮、柔轮及波发生器必有一个是固定。

附图说明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剖视图。

[0029] 图中：包括壳体1，输入轴2，一级转盘3，一级柱销4，一级滚轮5，柔轮6，一级刚轮7，

中心盘8，二级刚轮9，连接盘10，二级滚轮11，二级柱销12，二级转盘13，输出轴14，一级柔轮

15，二级柔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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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做进一步的说明。

[0031] 参见图1，两级谐波齿轮减速传动装置，它包括壳体1，所述壳体1内部的一端转动

配合有输入轴2，所述输入轴2的另一端可转动的支撑在连接盘10的中心腔体内，所述连接

盘10安装在输出轴14上，输出轴14转动配合支撑在壳体1的另一端；所述输入轴2上并位于

壳体1的内部从左到右依次安装有：与输入轴2固定相连的一级波发生器，与输入轴2通过轴

承转动配合的中心盘8，与输入轴2固定连接的二级波发生器；所述中心盘8的外缘固定有柔

轮6，所述柔轮6的内侧壁同时与一级波发生器和二级波发生器构成滚动接触配合，所述柔

轮6的外侧壁设置有一级柔轮15和二级柔轮16，所述一级柔轮15与一级刚轮7构成齿轮啮合

传动，所述二级柔轮16与二级刚轮9构成齿轮啮合传动；所述一级刚轮7与壳体1固定连接，

二级刚轮9与连接盘10固定连接。通过采用上述结构的传动装置，其采用两级谐波齿轮减

速，一级波发生器与二级波发生器同轴同转速，一级谐波齿轮传动与二级谐波齿轮传动共

用一个柔轮，零件少，重量轻，同时啮合的齿数多，结构紧凑且实现大传动比。

[0032] 进一步的，所述输入轴2通过轴承座支撑安装在壳体1的侧壁上，其另一端通过轴

承支撑在输出轴14的内台阶上。

[0033] 进一步的，所述输入轴2通过轴承转动配合支撑在连接盘10的中心腔体内。通过上

述的结构保证了输入轴与输出轴回转中心同轴，便于与其它结构连接，缩小传动装置安装

空间。

[0034] 进一步的，所述一级波发生器由一级转盘3、一级柱销4和一级滚轮5组成，所述一

级转盘3与输入轴1固定连接，所述一级柱销4与一级转盘3上的柱销孔固定连接，所述一级

滚轮5通过轴承与一级柱销4转动配合。所述二级波发生器由二级转盘13、二级柱销12和二

级滚轮11组成，所述二级转盘13与输入轴1固定连接，所述二级柱销12与二级转盘13上的柱

销孔固定连接，所述二级滚轮11通过轴承与二级柱销12转动配合。通过上述的结构，使得一

级波发生器与二级波发生器同轴同转速，一级谐波齿轮传动与二级谐波齿轮传动共用一个

柔轮。

[0035] 进一步的，所述一级滚轮5的外缘与柔轮6的内侧壁构成滚动接触配合。通过滚动

配合有效的带动一级波发生器转动。

[0036] 进一步的，所述二级滚轮11的外缘与柔轮6的内侧壁构成滚动接触配合。通过滚动

配合有效的带动二级波发生器转动。

[0037] 实施例2：

[0038] 任意一项所述两级谐波齿轮减速传动装置的传动方法，输入轴2旋转时，同步带动

一级波发生器和二级波发生器转动，一级波发生器通过一级滚轮5与柔轮6滚动接触，使柔

轮6与一级刚轮7内啮合接触，由于柔轮6与一级刚轮7存在齿数差，柔轮6转动实现一级减

速，转动方向与输入轴2相反；柔轮6转动同时与二级波发生器的二级滚轮11滚动接触，柔轮

6复合运动通过与二级刚轮9内啮合将动力传递给连接盘10，连接盘10与输出轴14固连，从

而实现二级减速。

[0039] 实施例3：

[0040] 任意一项所述两级谐波齿轮减速传动装置的传动比计算方法，总传动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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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0042] 式中：i为总传动比，z1a为一级柔轮15的齿数；z1b为一级刚轮7的齿数，z2a为二级柔

轮16的齿数，z2b为二级刚轮9的齿数；

[0043] 当z1b-z1a＝1,z2b-z2a＝1时，总传动比：

[0044]

[0045] 当一级柔轮15齿数多于二级柔轮16齿数1个齿时，总传动比为：

[0046] i2＝z1az2b

[0047] 当一级柔轮15齿数少于二级柔轮16齿数1个齿时，总传动比为：

[0048] i3＝-z1az2b

[0049] 上述传动比计算表明，所述一级刚轮7和一级柔轮15，二级刚轮9和二级柔轮16及

一级柔轮15和二级柔轮16都为一个齿数差时可得到最大传动比，最大传动比大小取决一级

柔轮15齿数与二级刚轮9齿数的乘积，旋转方向取决于一级柔轮15齿数与二级柔轮16齿数

的差值正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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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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