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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差速器半轴齿轮的轴孔密封结构，以提

高端部封闭的半轴齿轮的加工精度和加工效率。

差速器半轴齿轮的轴孔密封结构包括齿轮本体

和齿轮本体一端均匀分布的若干个轮齿，沿所述

齿轮本体轴心设置有轴孔；所述的轴孔贯通齿轮

本体，在所述轴孔位于轮齿一端设有同轴的压装

内孔，压装内孔孔径大于轴孔孔径，所述压装内

孔内装有油封盖，两者构成紧配合，所述油封盖

外边缘与压装内孔孔壁构成激光焊接连接。本实

用新型的用齿轮+油封盖组件进行压装，并在组

件表面进行焊接的密封工艺，齿轮压装前的所有

机加工按照常规工艺即可完成，大大提高生产效

率，降低加工难度和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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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差速器半轴齿轮的轴孔密封结构，包括齿轮本体(1)和齿轮本体(1)一端均匀分

布的若干个轮齿(2)，沿所述齿轮本体(1)轴心设置有轴孔(3)；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轴孔(3)

贯通齿轮本体(1)，在所述轴孔(3)位于轮齿(2)一端设有同轴的压装内孔(4)，压装内孔(4)

孔径大于轴孔(3)孔径，所述压装内孔(4)内装有油封盖(5)，两者构成紧配合，所述油封盖

(5)外边缘与压装内孔(4)孔壁构成激光焊接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差速器半轴齿轮的轴孔密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轴

孔(3)内由压装内孔(4)向内依次具有大管径部(6)、花键齿(7)、阶梯孔部，所述阶梯孔部的

孔径向远离压装内孔(4)方向依次增大；所述花键齿(7)处和阶梯孔部最靠端部位置分别设

置环形槽(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差速器半轴齿轮的轴孔密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轮

齿(2)根部与压装内孔(4)孔壁距离为5-8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差速器半轴齿轮的轴孔密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相

邻轮齿(2)根部之间的齿槽(9)为两端高、中间低的船形槽。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差速器半轴齿轮的轴孔密封结构，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油封盖(5)下端面边缘、压装内孔(4)上端边缘具有倒圆或倒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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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差速器半轴齿轮的轴孔密封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差速器用半轴齿轮的轴孔或称轴孔的密封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汽车制造业的进步与发展，自动变速器要求越来越高，结构也越来越复杂，内

部零件也在更新换代。近几年自密封结构差速器逐渐兴起和广泛应用。自密封结构差速器

要求其内部差速器半轴齿轮的轮齿端轴心的轴孔端面密封，以此保证差速器壳体内无杂

质，差速器壳体内润滑油可重复循环使用，且润滑效果良好。

[0003] 要加工或得轮齿端端面密封的差速器半轴齿轮，现有技术中通常采用橡胶堵头的

密封方式，但橡胶堵头在高冲击下存在脱落风险，且在高温环境下，容易变形，存在漏油风

险。还有一种为盲孔式结构和工艺，制造工艺为：机加工时，不将半轴齿轮端面内轴孔车穿，

采用盲孔挤压花键的方式，保证齿轮密封性。但该工艺加工难度极大，成本极高，产量很低，

不能满足汽车行业日益增长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新的差速器半轴齿轮的轴孔密封结构，以提高端部

封闭的半轴齿轮的加工精度和加工效率。

[0005]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差速器半轴齿轮的轴孔密封结构，包括齿轮

本体和齿轮本体一端均匀分布的若干个轮齿，沿所述齿轮本体轴心设置有轴孔；所述的轴

孔贯通齿轮本体，在所述轴孔位于轮齿一端设有同轴的压装内孔，压装内孔孔径大于轴孔

孔径，所述压装内孔内装有油封盖，两者构成紧配合，所述油封盖外边缘与压装内孔孔壁构

成激光焊接连接。

[0006] 优选的，所述的轴孔内由压装内孔向内依次具有大管径部、花键齿、阶梯孔部，所

述阶梯孔部的孔径向远离压装内孔方向依次增大；所述花键齿处和阶梯孔部最靠端部位置

分别设置环形槽。

[0007] 优选的，所述的轮齿根部与压装内孔孔壁距离为5-8mm。

[0008] 优选的，所述的相邻轮齿根部之间的齿槽为两端高、中间低的船形槽。

[0009] 优选的，所述的油封盖下端面边缘、压装内孔上端边缘具有倒圆或倒角。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本工艺采用齿轮+油封盖组件进行压装，并在组件表面

进行焊接的密封工艺，齿轮压装前的所有机加工按照常规工艺即可完成，大大提高生产效

率，降低加工难度和生产成本。该工艺的有效焊接深度可达1.2～1.5mm，能使齿轮组件承受

10Bar以上气压不漏气松脱，在90±3KPa压力下保压超过25s，泄露量低于22.4Pa，保证其在

变速箱内密封效果。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轴孔密封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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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油封盖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压装装置示意图。

[0014] 图4是本实用新型激光焊接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通过实例，结合附图对本专利技术方案做进一步说明。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

更加清楚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和构思。

[0016] 如图1-2所示，本实用新型加工所获得的一种差速器半轴齿轮的轴孔密封结构，包

括齿轮本体1，齿轮本体1包括齿轮端和齿轮轴端，齿轮端均匀分布的若干个轮齿2，所述的

齿轮本体1沿轴心设置有轴孔3，轴孔3内设有花键槽或者花键齿用于连接转轴。所述的轴孔

3贯通齿轮本体1，在所述轴孔3位于轮齿2一端设有同轴的压装内孔4。进一步来说，所述的

轴孔3由轮齿2一端向另一端依次设置有:压装内孔4、大管径部6、花键齿7、阶梯孔部，所述

阶梯孔部的孔径向远离压装内孔4方向依次增大。所述花键齿7靠压装内孔4处和阶梯孔部

最靠端部位置分别设置环形槽8。阶梯孔部具体孔直径和各部分长度、形状根据内部连接的

转轴而定。

[0017] 汽车总成装配时，靠近压装内孔4处的环形槽8内安装卡簧，作用是固定花键轴的

轴向移动，花键轴插进去卡簧将花键固定住，无法再前进，且需用大力才能抜脱。靠近阶梯

孔端部、也就是图1下端的环形槽8内用于装密封圈，保证转轴与齿轮内部润滑效果，降低花

键轴的磨损。该部分的润滑油来自于齿轮本体1的轴孔3壁上的通孔或者转轴沿轴心和周径

向的孔，具体根据差速器整体结构设计。大管径部6可以用于缓存部分润滑油；也作为独立

的密封腔室对油封盖5的密封起到缓冲，使油封盖5密封更可靠。

[0018] 所述压装内孔4孔径大于轴孔3孔径，所述压装内孔4内装有油封盖5，两者构成紧

配合，所谓紧配合就是过渡配合或者微小的间隙配合，也就是在没有外力作用下，仅靠油封

盖5自重不会掉落出来。所述油封盖5外边缘与压装内孔4孔壁构成激光焊接连接。本实用新

型结构中有效焊接深度可达1.2～1.5mm，能使齿轮组件承受10Bar以上气压不漏气松脱，在

90±3KPa压力下保压超过25s，泄露量低于22.4Pa，保证其在变速箱内密封效果。

[0019] 更好的，所述的油封盖5下端面边缘、压装内孔4上端边缘具有倒圆或倒角。这样方

便油封盖5安装和定位，也避免尖端部件存在，避免局部应力集中，提高产品的使用寿命。所

述的轮齿2根部与压装内孔4孔壁距离L如图1所示为5-8mm。避免焊接热量等因素影响轮齿2

结构和性能，也让设置轮齿2的半轴齿轮基体更厚实，避免轮齿根部应力集中。所述的相邻

轮齿2根部之间的齿槽6为两端高、中间低的船形槽。船形槽可以让轮齿2两端的根部基地更

深厚，且船形或者叫弧形的轮齿2根底轮廓本身也避免两个面直线相交的应力集中。

[0020] 以加工直径 深度4.2±0.1的压装内孔4的半轴齿轮为例。加工时，选同种

材料机加工半轴齿轮和油封盖，包括加工半轴齿轮上贯通的孔作为轴孔3。然后用如图3所

示的装置压装油封盖5。

[0021] 如图3所示：用内六角螺栓25和螺母26、垫片24将第二压头22固定在原厂的压头23

上，将垫块20放置到油压机工作平台上，对中并用压板固定，将定位器21放入垫块20的中心

凹槽内，将半轴齿轮内孔沿定位器21的定位轴27放入固定。所述定位器21呈倒T形，定位器

21包括底部和固定在底部中央的定位轴27，轴孔3的轮齿端朝上；压装内孔4也位于轴孔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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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所述的轴孔3内的花键齿7小径与定位轴27间隙配合，定位轴27能刚好通过花键齿7小

径，将齿轮本体1固定住。

[0022] 油封盖5有倒角的一面朝下，水平放置在半轴齿轮的压装内孔4的孔入口。工作时，

第二压头22向下滑动，第二压头22端面接触油封盖5，将油封盖5压入半轴齿轮内。定位器21

的定位轴27端面刚好与半轴齿轮的压装内孔4底部持平，以此保证压装过程中，所有油封盖

5在工件内部位置的一致性。垫块20和第二压头22的设置可以降低原厂压头23和工作平台

的变形、磨损，方便设备长期使用。

[0023] 本实用新型的两个环形槽8在压装中可以选择安装两个橡胶圈15，橡胶圈15在压

装时可以起到对定位轴27的定位和固定，这样定位轴27既能做的直径更小，避免和花键干

涉，即使压装不合格也不会导致花键变形损坏；同时也能稳固地与半轴齿轮连接，起到更好

定位效果。压装完毕后，使用钢尺靠端面，观测压装端面油封盖5倾斜度，明显倾斜的工件，

需要将油封盖拔脱，重新压装。并使用气密检测设备，检测压装后的工件是否漏气，漏气则

将油封盖5抜脱，重新压装。

[0024] 然后用如图4所示的激光焊接装置焊接，激光焊接装置包括专用夹具30和激光头

61。所述专用夹具30包括支撑底板31，L型连接板35与气嘴固定板36连接，气嘴固定板36与

气嘴环37连接，气嘴环37四周固定有气管374且气管374连接有喷气嘴373对着工件的焊缝

70，气管374连接气源。通过喷气嘴373向工件吹氩气或类似惰性气体防止工件焊接过程中

氧化。固定底座39孔内安装有接近开关38，该接近开关38与固定底座39由安装板381固定连

接，用于检测夹具体40内是否有工件。在固定底座39和移动底座41上分别固定一块夹具体

40，夹具体40由铜或类似不伤工件的材料制成，两夹具体40对合后构成与工件外表吻合的

夹持状态。固定底座39固定于支撑底板31上，移动底座41后部固接连接板，连接板连接第二

气缸43的推杆，第二气缸43是薄型气缸，且第二气缸43有支撑底板31边缘上固定的气缸固

定板42进行固定，这样第二气缸43可通过推杆的伸缩带动移动底座41朝固定底座39移动，

实现夹具体40的开合动作。

[0025] 所述激光头61竖直朝下并配设有沿设定轨迹水平移动激光头61的行走机构。激光

头61呈笔尖状，沿轴心设置有激光束通路，激光头61上部通过镜片支架65设置有聚焦镜片

62，聚焦镜片62正上方设置激光入口63，在聚焦镜片62下侧的激光头61侧壁上设置有进气

孔64，进气孔64外端通过软管连接惰性气体。这样激光焊机主机来的激光经聚焦镜片62汇

聚成激光束产生焊接所需的高温，同时惰性气体经进气孔64进入后向激光头61下端开口于

沿激光照射方向喷出。既能带走激光的产生热量保持聚焦镜片62清洁低温。同时也随时向

焊缝70吹惰性气体起到保护高温焊缝70不被氧化的作用。

[0026] 本实用新型激光焊接时，沿激光束输出的同时伴随有惰性气体喷向焊缝70；并环

绕焊缝70设置环形惰性气体喷射区域覆盖焊缝70。本实用新型在激光头61有惰性气体的情

况还要设置气嘴环37增加惰性气体是因为喷气嘴373有多个，且喷出的惰性气体覆盖范围

更大，可以避免激光头61喷惰性气体的时候气流产生的负压又吸入空气，导致实际喷到焊

缝70上的成了空气与惰性气体的混合气，焊缝70仍然会被氧化。并且激光头61走过的地方

仍然温度很高，也需要气嘴环37和喷气嘴373继续用惰性气体保护。

[0027] 焊接装置使用时，当差速器用半轴齿轮工件放入固定底座39和移动底座41之间的

两夹具体40之间后，由接近开关38感应到工件到位并向系统反馈信号，系统发出信号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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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机构作用将气嘴环37横移至工件正上方。位移机构上的到位感应器感接收信号并向系统

反馈工件到位信号，系统向第二气缸43发出信号，第二气缸43工作通过推杆推动动移动底

座41移动进而夹紧工件。工件夹紧后第二气缸43推杆伸出感应器，当感应到推杆推动夹具

体40夹紧到位，即系统反馈信号系统开始焊接工作，同时连接气嘴环37上的气管374开始吹

惰性气体，保护焊缝70。

[0028] 工件焊接完成后系统发送信号给第二气缸43开始工作，通过第二气缸43的推杆拉

动移动底座41移动松开工件。工件松开后由第二气缸43到位感应器感应工件松开到位并向

系统反馈松开到位信号。系统接收信号后向位移机构发送工作信号，位移机构开始工作，带

动L型连接板35移动，将气嘴环37横移至初始位置，不在遮挡工件，即可取下工件，焊接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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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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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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