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191046.5

(22)申请日 2016.03.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28908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10.24

(73)专利权人 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

地址 德国斯图加特

(72)发明人 A·G·施通佩　黄启林　李维亚　

(74)专利代理机构 永新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72002

代理人 蔡洪贵

(51)Int.Cl.

F16H 15/4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4508327 A,2015.04.08

US 5295915 A,1994.03.22

CN 1155625 A,1997.07.30

WO 2013111943 A1,2013.08.01

江澍黎等.无级变速器结构特点及其工作原

理.《摩托车》.2003,(第03期),第15~17页.

审查员 王涛

 

(54)发明名称

锥环式无级变速箱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锥环式无级变速箱，包括：

箱体；可转动地支撑在箱体上的输入轴；固定地

安装在输入轴上的输入滚锥；可转动地支撑在箱

体上的中间轴；安装在中间轴上的输出滚锥；被

夹在输入滚锥与输出滚锥之间的锥环；以及用于

保持锥环的支架；设置在输入轴上并且包括滚动

元件和压板的调节装置；以及将压板与保持锥环

的支架连接起来的连接装置；其中，调节装置被

构造成当输入轴的转速超过临界值时允许滚动

元件发生离心运动并且将滚动元件的离心运动

转换为压板的轴向运动，压板的轴向运动又通过

连接装置导致支架移动，从而改变锥环所在平面

相对于输入轴的中心轴线所成的角度。根据本发

明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结构简单、体积紧凑、并

且成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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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锥环式无级变速箱(1)，包括：

箱体(3)；

可转动地支撑在所述箱体(3)上的输入轴(9)；

固定地安装在所述输入轴(9)上的输入滚锥(11)；

可转动地支撑在所述箱体(3)上的中间轴(17)；

安装在所述中间轴(17)上的输出滚锥(19)；

被夹在所述输入滚锥(11)与所述输出滚锥(19)之间的锥环(35)；以及

用于保持所述锥环(35)的支架(39)；

其特征在于，所述锥环式无级变速箱(1)还包括：

设置在所述输入轴(9)上并且包括滚动元件(43)和压板(45)的调节装置(41)；以及

将所述压板(45)与保持所述锥环(35)的所述支架(39)连接起来的连接装置(47)；

其中，所述调节装置(41)被构造成：当所述输入轴(9)的转速超过临界值时允许所述滚

动元件(43)发生离心运动并且将所述滚动元件(43)的离心运动转换为所述压板(45)的轴

向运动，所述压板(45)的轴向运动又通过所述连接装置(47)导致所述支架(39)移动，从而

改变所述锥环(35)所在平面相对于所述输入轴(9)的中心轴线所成的角度；

其中，所述连接装置(47)包括将所述压板(45)与所述支架(39)连接起来的缆索(75)，

所述支架(39)与所述缆索(75)连接的相反侧被连接到螺旋弹簧(83)上，所述螺旋弹簧(83)

使所述缆索(75)处于拉伸状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装置(41)还包括固

定地安装到所述输入轴(9)上的基座(49)、位于所述基座(49)上并且用于容纳所述滚动元

件(43)的多个轨道(51)、和用于将所述滚动元件(43)保持在相应的轨道(51)上的盖板

(53)，所述压板(45)通过轴向轴承(55)与所述盖板(53)连接，并且所述轨道(51)分别形成

有向着所述盖板(53)倾斜的第一斜面(61)和/或所述盖板(53)形成有向着所述基座(49)倾

斜的第二斜面(6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斜面(61)从所述轨

道(51)上到所述输入轴(9)的距离至少等于所述滚动元件(43)的直径的位置处开始径向向

外地形成和/或所述第二斜面(62)从所述盖板(53)上到所述输入轴(9)的距离至少等于所

述滚动元件(43)的直径的位置处开始径向向外地形成。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49)上还形成有向

着所述盖板(53)延伸的引导突起(63)，并且在所述盖板(53)上形成有接收所述引导突起

(63)的引导槽(65)。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压板(45)上设置有凹槽

(69)，并且所述调节装置(41)的外壳体(71)上设置有安放在相应的凹槽(69)中的肋(7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缆索(75)的一部分

(75a)被连接在所述压板(45)和动滑轮支架(81)上，所述缆索(75)的另一部分(75b)被连接

在所述箱体(3)和所述支架(39)上并且至少绕过安装在动滑轮支架(81)上的动滑轮(79)。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锥环式无级变速箱还包

括支撑在所述箱体(3)上的引导杆(37)，所述支架(39)能够沿着所述引导杆(37)滑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锥环式无级变速箱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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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设置在所述输出滚锥(19)中、并且能够使所述输出滚锥(19)轴向移动以调节所述输入滚

锥(11)与所述输出滚锥(19)之间的间隙的压紧装置(85)。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锥环式无级变速箱还包

括：

固定地安装在所述中间轴(17)上的第一齿轮(21)；

可转动地支撑在所述箱体(3)上的输出轴(27)；以及

固定地安装在所述输出轴(27)上并且与所述第一齿轮(21)啮合的第二齿轮(29)；

其中，所述输出轴(27)是环绕所述输入轴(9)布置的中空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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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环式无级变速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变速箱，尤其是涉及锥环式无级变速箱。

背景技术

[0002] 锥环式无级变速箱由于低成本、高效率、简单结构、以及在功能和平顺性上的多重

优势而受到广泛关注。锥环式无级变速箱实现无级变速的主要执行机构包括输入滚锥、输

出滚锥和在它们之间传递动力的锥环。锥环所在平面在两个滚锥上得到的截面圆的周长决

定了输入轴和输出轴的速比。因而，锥环在输入滚锥和输出滚锥上的位置直接决定了变速

箱的速比。由于锥环可以在输入滚锥和输出滚锥上的左右止动点之间移动，因而能够提供

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可变的速比。由于锥体的特殊形状，当传递动力的锥环所在的平面与滚

锥中心轴线呈垂直状态时，锥环能够保持当前位置不变，即变速箱能够以恒定的速比输出

动力；而当锥环平面与滚锥中心轴线的角度发生变化时，锥环便会随着锥体的转动在锥体

上相应的向左或向右移动，这种移动完全是由于“圆锥”的形状特性所导致的，属于完全自

发性的运动，而不需要外力推动锥环在滚锥上左右移动。而且，锥环平面与滚锥中心轴线的

夹角越小，其左右移动的速度也就越快。

[0003] 为了改变锥环平面相对于滚锥中心轴线的角度，现有锥环式无级变速箱采用由伺

服电机直接驱动的控制架，控制架可以在箱体内做一定角度的转动。当变速箱需要固定速

比输出时，这个控制架只需要保持锥环与滚锥中心轴线保持垂直状态即可；当变速箱需要

改变速比时，伺服电机驱动控制架，相应改变锥环角度，锥环便会随着滚锥的运动自行移

动。到达需要的速比时，控制架将锥环转回垂直角度状态。采用由伺服电机直接驱动的控制

架来改变锥环平面相对于滚锥中心轴线的角度不仅需要复杂的控制系统，而且使得变速箱

结构复杂、体积较大，成本较高。

[0004] 因此，需要对现有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进行改进。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要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中的至少一种缺陷，提出一种改进的锥环

式无级变速箱，这种锥环式无级变速箱无需采用伺服电机以及相关的控制系统，因而结构

简单、体积紧凑、成本较低。

[0006] 为此，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提供一种锥环式无级变速箱，包括：

[0007] 箱体；

[0008] 可转动地支撑在所述箱体上的输入轴；

[0009] 固定地安装在所述输入轴上的输入滚锥；

[0010] 可转动地支撑在所述箱体上的中间轴；

[0011] 安装在所述中间轴上的输出滚锥；

[0012] 被夹在所述输入滚锥与所述输出滚锥之间的锥环；以及

[0013] 用于保持所述锥环的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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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其特征在于，所述锥环式无级变速箱还包括：

[0015] 设置在所述输入轴上并且包括滚动元件和压板的调节装置；以及

[0016] 将所述压板与保持所述锥环的所述支架连接起来的连接装置；

[0017] 其中，所述调节装置被构造成：当所述输入轴的转速超过临界值时允许所述滚动

元件发生离心运动并且将所述滚动元件的离心运动转换为所述压板的轴向运动，所述压板

的轴向运动又通过所述连接装置导致所述支架移动，从而改变所述锥环所在平面相对于所

述输入轴的中心轴线所成的角度。

[0018] 根据本发明，通过调节装置将滚动元件的离心运动转化为压板的轴向运动，进而

通过连接装置使保持锥环的支架移动，以改变锥环所在平面相对于输入或输出滚锥中心轴

线所成的角度。这样，仅以机械的方式就可以根据输入轴转速变化自动地改变输出滚锥与

输入滚锥之间的速比。与现有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相比，根据本发明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

无需采用伺服电机以及相关的控制系统，因而结构简单、体积紧凑、成本较低。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根据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的横截面示意图；

[0020] 图2是根据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的另一横截面示意图；

[0021] 图3是根据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的调节装置的分解示意图；

[0022] 图4是根据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的简化示意立体图，显示了调

节装置与用于保持锥环的支架之间的连接装置；

[0023] 图5是与图4类似的另一简化示意立体图；以及

[0024] 图6是显示输出滚锥中的压紧装置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示例详细描述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应理解的是，这些

示例性实施例并不意味着对本发明形成任何限制。

[0026] 图1是根据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的横截面示意图，图2是根据本

发明优选实施例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的另一横截面示意图。如图1和2所示，根据本发明优

选实施例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1包括箱体3、通过第一轴承5和第二轴承7可转动地支撑在箱

体3上的输入轴9、和固定地安装在第一轴承5与第二轴承7之间的输入轴9上的输入滚锥11。

根据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1还包括通过第三轴承13和第四轴承15可转动

地支撑在箱体3上的中间轴17、安装在第三轴承13与第四轴承15之间的中间轴17上的输出

滚锥19、固定地安装在中间轴17上的第一齿轮21、通过第五轴承23和第六轴承25可转动地

支撑在箱体3上的输出轴27、固定地安装在输出轴27上并且与第一齿轮21啮合的第二齿轮

29。

[0027] 在所示优选实施例中，输出轴27采用中空轴并且嵌套输入轴9的动力输入端布置。

第一齿轮21被安装在中间轴17靠近输入轴9的动力输入端的一端，并且中间轴17也通过第

七轴承31支撑在箱体3上，以确保第一齿轮21与第二齿轮29平稳地啮合。这样，输出轴27的

动力输出端和输入轴9的动力输入端大体位于锥环式无级变速箱1的同一侧，可以节约所需

空间，减小锥环式无级变速箱1的尺寸。输出轴27的动力输出端可以安装有例如将锥环式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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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变速箱1与轮毂(未示出)连接起来的适配器33，图中的适配器上还安装有制动盘34。

[0028] 锥环式无级变速箱1还包括被夹在输入滚锥11与输出滚锥19之间的锥环35。锥环

35被保持在能够沿着支撑在箱体3上的引导杆37滑动的支架39上。锥环式无级变速箱1还包

括设置在输入轴9上的调节装置41。调节装置41包括能够随着输入轴9的旋转而发生离心运

动的滚动元件43，以及能够随着滚动元件43的离心运动而轴向运动的压板45。

[0029] 锥环式无级变速箱1还包括将调节装置41的压板45与保持锥环35的支架39连接起

来的连接装置47。这样，当随着输入轴9的旋转导致滚动元件43离心运动并且进而导致压板

45轴向运动时，将压板45与支架39连接起来的连接装置47导致支架39滑动，使得锥环3所在

平面相对于输入或输出滚锥中心轴线(例如，输入轴9的中心轴线)垂直的状态发生改变，从

而使得被夹在输入滚锥11与输出滚锥19之间的锥环35随着滚锥的转动而发生移动。

[0030] 图3是根据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的调节装置的分解示意图。如

图3所示，调节装置41包括基座49、位于基座49上并且用于容纳滚动元件43的多个轨道51、

位于相应轨道51中的滚动元件43、用于将滚动元件43保持在相应轨道51上的盖板53、以及

通过轴向轴承55与盖板53连接的压板45。基座49通过键槽结构59被固定地安装到输入轴9

上以便能够随着输入轴9一起转动。用于容纳滚动元件43的轨道51分别具有形成有向着盖

板53倾斜的斜面61，同时盖板53上也形成有向着基座49倾斜的斜面62。基座49上还形成有

向着盖板53延伸的引导突起63，同时在盖板53上形成有接收引导突起63的引导槽65。当基

座49上的引导突起63被接收到盖板53上的引导槽65中时，可以防止盖板53相对于基座49转

动，但是允许它们一起随着输入轴9转动，同时允许盖板53相对于基座49轴向移动。这样，当

输入轴9转速超过临界值之后，被保持在基座49与盖板53之间的滚动元件43在离心力作用

下沿着轨道51的斜面61和盖板53上的斜面62径向向外运动，从而推动盖板53沿着轴向方向

远离基座49移动。沿着轴向方向远离基座49移动的盖板53通过轴向轴承55推动压板45沿着

同一方向运动。为了减小摩擦并且有助于盖板53的轴向运动，可以在相应引导槽65中加装

滑动套67。滑动套67优选地由摩擦系数较小的材料制成。为了引导压板45的轴向运动，压板

45也可以设置有凹槽69，并且在调节装置41的外壳体71设置有对应的肋73。通过使肋73安

放在相应凹槽69中，可以引导压板45的轴向运动并且阻止其任何旋转运动。

[0031] 在优选实施例中，滚动元件43被显示为圆柱体，但应理解的是滚动元件43也可以

为球体。此外，在优选实施例中，基座49上的轨道51具有形成为向着盖板53倾斜的斜面61，

而同时盖板53上也形成有向着基座49倾斜的斜面62，但应理解的是仅形成斜面61和斜面62

中的一个斜面也是可行的。为了有助于输入轴9转速降低时，滚动元件43移回到径向内侧的

初始中心位置，斜面61和斜面62优选地从到输入轴9的距离至少等于滚动元件43的直径的

位置处开始径向向外地形成。

[0032] 尽管图3显示了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的调节装置的详细结构，

但应理解的是，调节装置可以采用任何其它合适的结构，只要它能够将滚动元件43在离心

力作用下的径向向外运动转换为调节装置的一部分(例如压板)的轴向运动。

[0033] 压板45的轴向运动通过连接装置47导致用于保持锥环35的支架39移动，从而改变

锥环3所在平面相对于输入或输出滚锥中心轴线所成的角度。图4是根据本发明优选实施例

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的简化示意立体图，显示了调节装置与用于保持锥环的支架之间的连

接装置。图5是与图4类似的另一简化示意立体图。如图4和5所示，连接装置47是将压板45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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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39连接起来的缆索75。为了使支架39与压板45的运动大致反向，设置有至少一个定滑

轮77，使得缆索75绕过定滑轮77。由于滚动元件43的径向向外运动导致的压板45的轴向运

动距离相对较小，绕过定滑轮77的缆索75也移动同样小的距离，这使得支架39的移动也很

有限，锥环3所在平面相对于输入或输出滚锥中心轴线所成的角度变化也较小。为了扩大支

架39的移动范围，更大地改变锥环3所在平面相对于输入或输出滚锥中心轴线所成的角度

变化，使得缆索75的至少一部分绕过一个动滑轮79。具体如图4和5所示，使得缆索75的一部

分75a连接在压板45与动滑轮支架81上，一端固定到箱体3上并且另一端连接到支架39上的

缆索75的另一部分75b绕过安装在动滑轮支架81上的动滑轮79和至少一个定滑轮77。在所

示优选实施例中，缆索75的另一部分75b绕过动滑轮79和两个定滑轮77、81。为了保持压板

45和支架39的受力均匀以及平衡，在优选实施例中，在输入滚锥11的两侧各设置有一个连

接装置47，但应理解的是，仅仅设置一个连接装置47也是可行的。

[0034] 支架39在与缆索75的另一部分75b相连接的一侧的相反侧连接到螺旋弹簧83上，

螺旋弹簧83使缆索75处于拉伸状态。当压板45沿着轴向远离基座49运动时，压板45通过拉

动缆索75而克服螺旋弹簧83的拉力使得支架39沿着引导杆37向图4和5中的右侧滑动。当缆

索75的拉力与螺旋弹簧83的拉力达到平衡时，支架39停止移动，锥环3所在平面相对于输入

滚锥的中心轴线保持在大体垂直的状态。当输入轴9转速降低，离心力减小，滚动元件43逐

渐移回到径向向内的中心位置时，在螺旋弹簧83的拉力作用下，支架39沿着引导杆37向图4

和5中的左侧滑动，使得锥环3所在平面相对于输入滚锥的中心轴线的角度在相反方向发生

变化。与此同时，缆索75拉动压板45沿着轴向向着基座49运动，直到回到图1所示初始位置。

[0035] 当锥环3所在平面相对于输入或输出滚锥中心轴线垂直的状态发生改变时，被夹

在输入滚锥11与输出滚锥19之间的锥环35随着滚锥的转动而发生移动，从而改变输入滚锥

11与输出滚锥19之间的速比。如上所述，输入滚锥11和输出滚锥19与锥环3之间是依靠滚动

摩擦来传递动力，为了避免接触摩擦部位打滑而造成动力流失，在输出滚锥19中设置有压

紧装置85。图6是显示输出滚锥中的压紧装置85的剖视图。如图6所示，压紧装置85包括位于

输出滚锥19中并且对输出滚锥施加恒定力的碟形弹簧组件87、以及位于输出滚锥19中并且

根据输出滚锥的转矩而产生轴向力的凸轮盘组件89。凸轮盘组件89包括安装在中间轴17上

的第一盘89a、由碟形弹簧组件87抵靠的第二盘89b、以及被夹在第一盘89a和第二盘89b之

间的凸轮槽89c中的球体89d。随着输出滚锥的转矩发生变化，凸轮盘组件89的球体89d在凸

轮槽89c中移动，从而推动碟形弹簧组件87，迫使通过键槽结构91安装在中间轴17上的输出

滚锥19向右侧移动。这样，输出滚锥19与输入滚锥11之间的间隙变小，锥环3所承受的压力

增加，提升了锥环和滚锥之间的摩擦力，保证动力传输效率。

[0036] 以下将简单描述根据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1的运行。当输入轴9

处于静止或低速状态时，滚动元件43处于图2所示的径向向内的初始中心位置。随着输入轴

9转速增大到临界值，离心力大到足以驱动滚动元件43沿着斜面61和62径向向外运动。沿着

斜面径向向外运动的滚动元件43挤压盖板53，从而推动盖板53沿着轴向方向远离基座49移

动，进而推动压板45沿着同一方向运动。压板45的轴向运动拉动缆索75并且克服螺旋弹簧

83的拉力使得支架39向图4和5中的右侧移动，这将改变锥环3所在平面相对于输入或输出

滚锥中心轴线所成的角度。一旦锥环3所在平面相对于输入或输出滚锥中心轴线所成的角

度发生改变，锥环3就被夹紧在输入滚锥11与输出滚锥19之间并且随着锥体的转动在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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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相应地向右移动，从而改变输出滚锥19与输入滚锥11之间的速比。当缆索75对支架39的

拉力与螺旋弹簧83对支架39的拉力达到平衡时，支架39停止移动，锥环3所在平面相对于输

入滚锥的中心轴线保持在大体垂直的状态。在输入轴9转速降低时，上述过程反向运行。

[0037] 根据本发明，通过调节装置将滚动元件的离心运动转化为压板的轴向运动，并进

而通过连接装置使保持锥环的支架移动，以改变锥环所在平面相对于输入或输出滚锥中心

轴线所成的角度。这样，仅以机械的方式就可以根据输入轴转速变化自动地改变输出滚锥

与输入滚锥之间的速比。与现有的锥环式无级变速箱相比，根据本发明的锥环式无级变速

箱无需采用伺服电机以及相关的控制系统，因而结构简单、体积紧凑、成本较低。

[0038] 以上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描述。显然，以上描述以及在附图中示

出的实施例均应被理解为是示例性的，而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例如，在优选实施例中，

输出滚锥被安装在中间轴上，锥环式无级变速箱还包括另外的一个轴作为输出轴，并且在

中间轴和输出轴上安装有相互啮合的一对齿轮以增大变速箱速比，但应理解的是，输出滚

锥被安装在上面的中间轴本身也可以作为输出轴，而无需另外的输出轴和另外的一对齿

轮。但是，后一种情况下锥环式无级变速箱能够获得的最大速比小于前一种情况下锥环式

无级变速箱能够获得的最大速比。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

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各种变型或修改，这些变型或修改均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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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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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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