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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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244138.5

(22)申请日 2019.12.06

(71)申请人 浦江宿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322200 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仙华街

道五善堂村十里头134-4号

(72)发明人 张延波　

(51)Int.Cl.

B23F 5/00(2006.01)

B23F 23/00(2006.01)

B23F 23/06(2006.01)

B23Q 11/00(2006.01)

B23Q 17/00(2006.01)

G01M 13/021(2019.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齿轮制造以及检测的加工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齿轮制造以及检测的加

工装置，包括加工机体，所述加工机体内设有加

工空间，所述加工空间底壁固设有箱体，所述箱

体内部可上下升降的设有活动块，所述活动块内

部装有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的右侧安装有转

动轴，所述转动轴右端设有夹紧待加工齿轮左侧

的弹性卡片，所述待加工齿轮后端设有送入和取

出所述待加工齿轮的检修口，所述待加工齿轮正

下方装有可与所述待加工齿轮啮合的并用于检

测所述待加工齿轮性能的检测齿轮，所述检测齿

轮与齿轮轴连接，本发明在齿轮加工完成之后立

即就可以进行检测，有效的节约了齿轮加工到检

测的时间，也避免了加工齿轮未合格需重新放入

加工空间重新加工的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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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齿轮制造以及检测的加工装置，包括加工机体，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工机体内设

有加工空间，所述加工空间底壁固设有箱体，所述箱体内部可上下升降的设有活动块，所述

活动块内部装有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的右侧安装有转动轴，所述转动轴右端设有夹紧

待加工齿轮左侧的弹性卡片，所述待加工齿轮后端设有送入和取出所述待加工齿轮的检修

口；

所述待加工齿轮正下方装有可与所述待加工齿轮啮合的并用于检测所述待加工齿轮

性能的检测齿轮，所述检测齿轮与齿轮轴连接，所述齿轮轴转动安装在活动块内，所述活动

块与箱体通过复位弹簧连接，所述箱体内部设有伸缩空间，所述伸缩空间后侧壁固设有第

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前侧设有凸轮，所述凸轮与所述活动块的底部端面抵接；

所述齿轮轴右侧安装有第一锥齿轮，所述第一锥齿轮右侧设有可与所述第一锥齿轮啮

合的第二锥齿轮，所述第二锥齿轮与齿轮轴连接，所述齿轮轴转动安装在箱体内，所述齿轮

轴下侧连接第三锥齿轮，所述第三锥齿轮后方啮合安装有第四锥齿轮，所述第四锥齿轮与

转动轴连接，所述转动轴与第一滚轮连接；

所述加工空间底壁内设有收集切削废料的废品空间，所述废品空间内设有将切削的废

料运送出加工机体外侧的传送带，所述传送带与所述第一滚轮和第二滚轮转动安装，所述

第一滚轮和所述第二滚轮转动安装在所述废品空间内，所述传送带上设有可推动切削废料

的挡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齿轮制造以及检测的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工空

间右侧壁装有箱体，所述箱体内侧设有安装有第一锥齿轮与第二锥齿轮的空腔，所述空腔

上侧设有可以与所述转动轴配合夹紧所述待加工齿轮的锥形圆柱挡块，所述锥形圆柱挡块

右侧设有推动所述锥形圆柱挡块向左移动的具有内螺纹的U型块，所述螺纹杆与所述加工

机体连接处转连接并伸出所述加工机体的右侧端面，所述螺纹杆右侧端面固设有旋转手

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齿轮制造以及检测的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工空

间左下端壁下侧设有第三电机，所述第三电机与齿轮轴转动连接，所述齿轮轴与第五锥齿

轮固定连接，所述第五锥齿轮上侧设有与所述第五锥齿轮啮合的第六锥齿轮，所述第六锥

齿轮与齿轮轴固定连接，所述加工空间左侧壁固设有固定杆，所述齿轮轴转动安装在所述

固定杆内，所述齿轮轴与第七锥齿轮固定连接，所述第七锥齿轮后侧啮合安装有第八锥齿

轮，所述第八锥齿轮与转动轴固定连接，所述转动轴上固定安装有凸轮，所述转动轴转动安

装于所述加工空间后侧壁，所述凸轮右侧设有挡块，所述凸轮右侧端面与所述挡块左端面

抵接，所述挡块右侧设有刀架，所述挡块右侧端面与所述刀架左侧端面固定连接，所述刀架

滑动安装在限制所述刀架只能左右移动的导滑架内，所述刀架右侧设有安装在所述导滑架

内的复位弹簧，所述导滑架中部左端面与所述复位弹簧右侧端面抵接，所述刀架底部端面

设有切削所述待加工齿轮的车刀，所述导滑架顶端固设有固定杆，所述固定杆固定安装于

所述加工空间的顶壁；

所述转动轴伸入所述箱体内，所述转动轴与第九锥齿轮固定连接，所述第九锥齿轮上

侧啮合安装有第十锥齿轮，所述第十锥齿轮上固设有螺纹杆，所述螺纹杆与所述加工空间

底壁转动连接，所述螺纹杆与所述U型块螺纹连接，所述U型块上端面与所述活动块的下端

面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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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齿轮制造以及检测的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工空

间右上端的后侧壁内设有空腔，所述空腔内部设有凸轮，所述凸轮后端连接第四电机，所述

凸轮上方设有控制风机启动的风机开关，所述凸轮下方设有控制水泵启动的水泵开关，所

述空腔下侧设有连接水泵和进水软管的水槽，所述空腔上方设有与风机连接的气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齿轮制造以及检测的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废品箱

体前侧壁设有检修口，所述检修口上左右对称铰接安装有开关门，所述废品箱体底部设有

出水管，所述出水管上管口设有防止切削固体废料流出的过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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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齿轮制造以及检测的加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齿轮生产加工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齿轮制造以及检测的加工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齿轮加工在一般的生产过程中，齿轮加工完成后工人需要将加工完成的齿轮取出

再用检测仪器进行检测，假如检测齿轮未合格则需工人重新放入加工机器内重新加工，这

一系列过程繁琐复杂极大的降低了齿轮加工的效率。

[0003] 在齿轮加工的过程中，车刀切削待加工齿轮的粉尘散落在加工机体内，工人对加

工机体内的粉尘清扫即辛苦成效也低，同样的在齿轮加工过程中，车刀切削待加工齿轮掉

入加工机体的废料随着加工机器的使用越堆越多，工人需要不定期的清理加工机体内的切

削产生的废料。本发明阐明的一种能解决上述问题的装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齿轮制造以及检测的加工装置，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

的上述缺陷。

[0005]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齿轮制造以及检测的加工装置，包括加工机体，所述加工机体

内设有加工空间，所述加工空间底壁固设有箱体，所述箱体内部可上下升降的设有活动块，

所述活动块内部装有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的右侧安装有转动轴，所述转动轴右端设有

夹紧待加工齿轮左侧的弹性卡片，所述待加工齿轮后端设有送入和取出所述待加工齿轮的

检修口；

所述待加工齿轮正下方装有可与所述待加工齿轮啮合的并用于检测所述待加工齿轮

性能的检测齿轮，所述检测齿轮与齿轮轴连接，所述齿轮轴转动安装在活动块内，所述活动

块与箱体通过复位弹簧连接，所述箱体内部设有伸缩空间，所述伸缩空间后侧壁固设有第

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前侧设有凸轮，所述凸轮与所述活动块的底部端面抵接；

所述齿轮轴右侧安装有第一锥齿轮，所述第一锥齿轮右侧设有可与所述第一锥齿轮啮

合的第二锥齿轮，所述第二锥齿轮与齿轮轴连接，所述齿轮轴转动安装在箱体内，所述齿轮

轴下侧连接第三锥齿轮，所述第三锥齿轮后方啮合安装有第四锥齿轮，所述第四锥齿轮与

转动轴连接，所述转动轴与第一滚轮连接；

所述加工空间底壁内设有收集切削废料的废品空间，所述废品空间内设有将切削的废

料运送出加工机体外侧的传送带，所述传送带与所述第一滚轮和第二滚轮转动安装，所述

第一滚轮和所述第二滚轮转动安装在所述废品空间内，所述传送带上设有可推动切削废料

的挡板。

[0006] 在上述技术方案基础上，所述加工空间右侧壁装有箱体，所述箱体内侧设有安装

有第一锥齿轮与第二锥齿轮的空腔，所述空腔上侧设有可以与所述转动轴配合夹紧所述待

加工齿轮的锥形圆柱挡块，所述锥形圆柱挡块右侧设有推动所述锥形圆柱挡块向左移动的

具有内螺纹的U型块，所述螺纹杆与所述加工机体连接处转连接并伸出所述加工机体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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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端面，所述螺纹杆右侧端面固设有旋转手柄。

[0007] 在上述技术方案基础上，所述加工空间左下端壁下侧设有第三电机，所述第三电

机与齿轮轴转动连接，所述齿轮轴与第五锥齿轮固定连接，所述第五锥齿轮上侧设有与所

述第五锥齿轮啮合的第六锥齿轮，所述第六锥齿轮与齿轮轴固定连接，所述加工空间左侧

壁固设有固定杆，所述齿轮轴转动安装在所述固定杆内，所述齿轮轴与第七锥齿轮固定连

接，所述第七锥齿轮后侧啮合安装有第八锥齿轮，所述第八锥齿轮与转动轴固定连接，所述

转动轴上固定安装有凸轮，所述转动轴转动安装于所述加工空间后侧壁，所述凸轮右侧设

有挡块，所述凸轮右侧端面与所述挡块左端面抵接，所述挡块右侧设有刀架，所述挡块右侧

端面与所述刀架左侧端面固定连接，所述刀架滑动安装在限制所述刀架只能左右移动的导

滑架内，所述刀架右侧设有安装在所述导滑架内的复位弹簧，所述导滑架中部左端面与所

述复位弹簧右侧端面抵接，所述刀架底部端面设有切削所述待加工齿轮的车刀，所述导滑

架顶端固设有固定杆，所述固定杆固定安装于所述加工空间的顶壁；

所述转动轴伸入所述箱体内，所述转动轴与第九锥齿轮固定连接，所述第九锥齿轮上

侧啮合安装有第十锥齿轮，所述第十锥齿轮上固设有螺纹杆，所述螺纹杆与所述加工空间

底壁转动连接，所述螺纹杆与所述U型块螺纹连接，所述U型块上端面与所述活动块的下端

面固定连接。

[0008] 在上述技术方案基础上，所述加工空间右上端的后侧壁内设有空腔，所述空腔内

部设有凸轮，所述凸轮后端连接第四电机，所述凸轮上方设有控制风机启动的风机开关，所

述凸轮下方设有控制水泵启动的水泵开关，所述空腔下侧设有连接水泵和进水软管的水

槽，所述空腔上方设有与风机连接的气管。

[0009] 在上述技术方案基础上，所述所述废品箱体前侧壁设有检修口，所述检修口上左

右对称铰接安装有开关门，所述废品箱体底部设有出水管，所述出水管上管口设有防止切

削固体废料流出的过滤网。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在齿轮加工完成之后立即就可以进行检测，有效的

节约了齿轮加工到检测的时间，也避免了加工齿轮未合格需重新放入加工空间重新加工的

操作过程，本发明当齿轮加工完成之后通过齿轮之间的啮合带动传送带带传动将齿轮加工

造成的废料运送出加工机体，在通过齿轮啮合检测齿轮加工精确性的同时避免了加工空间

内齿轮加工造成的废料堆积过多，若粉尘堆积过多时，通过控制风机开关来对加工空间内

的粉尘进行吹扫，当待加工齿轮表面切削废料过多时，通过控制水泵开关来对待加工齿轮

进行清洗，有效的节约了工人清理加工机体内部的时间，同时也避免加工空间内粉尘和废

料过多影响机器的加工性能。

附图说明

[001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

得其他的附图。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齿轮制造以及检测的加工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是箱体内部局部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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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是齿轮轴和齿轮轴连接部分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图1-3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为叙述方便，现对下文所说的方位规定如

下：下文所说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与图1本身投影关系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一致。

[0014] 参照图1-3，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一种齿轮制造以及检测的加工装置，包括加工

机体56，所述加工机体56内设有加工空间3，所述加工空间3底壁固设有箱体29，所述箱体29

内部可上下升降的设有活动块28，所述活动块28内部装有第一电机27，所述第一电机27的

右侧安装有转动轴25，所述转动轴25右端设有夹紧待加工齿轮10左侧的弹性卡片24，所述

待加工齿轮10后端设有送入和取出所述待加工齿轮10的检修口11；

所述待加工齿轮10正下方装有可与所述待加工齿轮10啮合的并用于检测所述待加工

齿轮10性能的检测齿轮42，所述检测齿轮42与齿轮轴44连接，所述齿轮轴44转动安装在活

动块43内，所述活动块43与箱体40通过复位弹簧41连接，所述箱体40内部设有伸缩空间37，

所述伸缩空间37后侧壁固设有第二电机38，所述第二电机38前侧设有凸轮39，所述凸轮39

与所述活动块43的底部端面抵接；

所述齿轮轴44右侧安装有第一锥齿轮45，所述第一锥齿轮45右侧设有可与所述第一锥

齿轮45啮合的第二锥齿轮46，所述第二锥齿轮与齿轮轴47连接，所述齿轮轴47转动安装在

箱体32内，所述齿轮轴47下侧连接第三锥齿轮50，所述第三锥齿轮50后方啮合安装有第四

锥齿轮51，所述第四锥齿轮51与转动轴53连接，所述转动轴53与第一滚轮52连接；

所述加工空间3底壁内设有收集切削废料的废品空间60，所述废品空间60内设有将切

削的废料运送出加工机体56外侧的传送带54，所述传送带54与所述第一滚轮52和第二滚轮

35转动安装，所述第一滚轮52和所述第二滚轮35转动安装在所述废品空间60内，所述传送

带54上设有可推动切削废料的挡板55。

[0015] 另外，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加工空间3右侧壁装有箱体32，所述箱体32内侧设有

安装有第一锥齿轮45与第二锥齿轮46的空腔31，所述空腔31上侧设有可以与所述转动轴25

配合夹紧所述待加工齿轮10的锥形圆柱挡块30，所述锥形圆柱挡块30右侧设有推动所述锥

形圆柱挡块30向左移动的具有内螺纹的U型块33，所述螺纹杆34与所述加工机体56连接处

转连接并伸出所述加工机体56的右侧端面，所述螺纹杆34右侧端面固设有旋转手柄36。

[0016] 另外，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加工空间3左下端壁下侧设有第三电机17，所述第三

电机17与齿轮轴19转动连接，所述齿轮轴19与第五锥齿轮16固定连接，所述第五锥齿轮16

上侧设有与所述第五锥齿轮16啮合的第六锥齿轮15，所述第六锥齿轮15与齿轮轴14固定连

接，所述加工空间3左侧壁固设有固定杆13，所述齿轮轴14转动安装在所述固定杆13内，所

述齿轮轴14与第七锥齿轮12固定连接，所述第七锥齿轮12后侧啮合安装有第八锥齿轮72，

所述第八锥齿轮72与转动轴73固定连接，所述转动轴73上固定安装有凸轮1，所述转动轴73

转动安装于所述加工空间3后侧壁，所述凸轮1右侧设有挡块2，所述凸轮1右侧端面与所述

挡块2左端面抵接，所述挡块2右侧设有刀架5，所述挡块2右侧端面与所述刀架5左侧端面固

定连接，所述刀架5滑动安装在限制所述刀架5只能左右移动的导滑架7内，所述刀架5右侧

设有安装在所述导滑架7内的复位弹簧8，所述导滑架7中部左端面与所述复位弹簧8右侧端

面抵接，所述刀架5底部端面设有切削所述待加工齿轮10的车刀9，所述导滑架7顶端固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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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杆4，所述固定杆4固定安装于所述加工空间3的顶壁；

所述转动轴19伸入所述箱体29内，所述转动轴19与第九锥齿轮18固定连接，所述第九

锥齿轮18上侧啮合安装有第十锥齿轮20，所述第十锥齿轮20上固设有螺纹杆21，所述螺纹

杆21与所述加工空间3底壁转动连接，所述螺纹杆21与所述U型块23螺纹连接，所述U型块23

上端面与所述活动块28的下端面固定连接，从而可通过启动第三电机17，第三电机17带动

第五锥齿轮16转动，第五锥齿轮16带动第六锥齿轮15转动，第六锥齿轮15带动齿轮轴14转

动，齿轮轴14带动凸轮1转动，凸轮1在转动时凸轮1前端推动挡块2向右移动，挡块2向右移

动时推动刀架5和车刀9向右移动，刀架5推动复位弹簧8压缩，凸轮1前端离开挡块2时，复位

弹簧8伸缩推动刀架5和车刀9向左移动；第三电机带动第九锥齿轮18转动，第九锥齿轮18带

动螺纹杆21转动，第三电机正转时螺纹杆21反转推动U型块23和活动块28向上移动，第三电

机反转时螺纹杆21正转推动U型块23和活动块28向下移动。

[0017] 另外，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加工空间3右上端的后侧壁内设有空腔69，所述空腔

69内部设有凸轮65，所述凸轮65后端连接第四电机66，所述凸轮65上方设有控制风机68启

动的风机开关67，所述凸轮65下方设有控制水泵62启动的水泵开关64，所述空腔69下侧设

有连接水泵62和进水软管63的水槽70，所述空腔69上方设有与风机68连接的气管71，当需

要吹扫加工空间3内的粉尘时，启动第四电机66带动凸轮65控制风机开关67启动，使气管71

通气对加工空间3内的粉尘进行吹扫，当需要清洗待加工齿轮10时，启动第四电机66带动凸

轮控制水泵开关64启动，使水槽70出水对待加工齿轮10进行清洗。

[0018] 另外，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所述废品箱体60前侧壁设有检修口59，所述检修口59

上左右对称铰接安装有开关门57，所述废品箱体60底部设有出水管58，所述出水管58上管

口设有防止切削固体废料流出的过滤网74，从而当待加工齿轮10加工完成之后，启动第二

电机38带动凸轮39转动，凸轮39转动时凸轮39前端推动活动块43向上移动，使检测齿轮42

与待加工齿轮10啮合，第一锥齿轮45与第二锥齿轮46啮合，当检测齿轮42与待加工齿轮10

啮合之后，启动第一电机27带动待加工齿轮10转动，使齿轮轴44转动带动齿轮轴47转动，齿

轮轴47带动传送带54转动，使从加工空间3掉落在传送带54上的切削的废料运送出加工机

体56外侧，挡板55推动废品箱体60壁侧和传送带54上残留的切削的废料进入废品箱体60，

加工空间3中清洗待加工齿轮10之后的残留的污水流入废品箱体60内，从出水管58中流出。

[0019] 初始状态时，转动轴25下端面与箱体29抵接，锥形圆柱挡块远离检修口11，凸轮65

远离风机开关67和水泵开关64，气管71和水槽70关闭，刀架5压缩复位弹簧8，空腔31内的第

一锥齿轮45远离第二锥齿轮46，检测齿轮42远离检修口11。

[0020] 当需要对齿轮加工时，首先将待加工齿轮10通过一个输送部件从检修口11中放入

加工空间3，待加工齿轮10左端推入转动轴25的卡槽内通过弹性卡片24夹紧，第三电机17启

动带动螺纹杆21转动，通过螺纹连接带动U型块23和活动块28向上移动，待加工齿轮10右端

通过旋转手柄36转动带动螺纹杆34转动，螺纹杆34转动带动U型块23向左移动，U型块23向

左移动推动锥形圆柱挡块30向左移动，当旋转手柄36无法转动时，待加工齿轮10两侧夹紧，

加工时第三电机17启动带动凸轮1转动，凸轮1转动时推动刀架5和车刀9进行横向往复运动

对待加工齿轮10表面进行切削加工，使待加工齿轮10表面形成齿槽，当第一齿槽成形后，第

一电机27启动带动待加工齿轮10转动进行第二齿槽的加工，直到待加工齿轮10的齿槽全部

成形后关闭第一电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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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当需要对齿轮检测时，首先第二电机38启动并带动凸轮39转动，所述凸轮39推动

活动块43向上移动，当检测齿轮42与待加工齿轮10啮合同时第一锥齿轮45和第二锥齿轮46

啮合时，第二电机38关闭，第一电机27启动并带动转动轴25转动，转动轴25带动待加工齿轮

10转动，使待加工齿轮10带动检测齿轮42转动，若检测齿轮42与待加工齿轮10在转动时检

测齿轮42与待加工齿轮10的啮合处出现多次震动，则待加工齿轮10是不合格，若检测齿轮

42与待加工齿轮10在转动时检测齿轮42与待加工齿轮10的啮合处无震动现象发生，则待加

工齿轮10是合格，检测齿轮42带动齿轮轴44转动，齿轮轴44带动第一锥齿轮45转动，第一锥

齿轮45带动第二锥齿轮46转动，第二锥齿轮46带动齿轮轴47转动，齿轮轴47带动第三锥齿

轮50转动，第三锥齿轮50带第四锥齿轮51转动，第四锥齿轮51带动第一滚轮52转动，第一滚

轮52带动第二滚轮35和传送带54转动，使传送带54带动掉落在传送带54上的切削的废料运

送出加工机体56外侧，挡块55推动残余的切削的废料进入废品空间60。

[0022] 当检测到待加工齿轮10不合格需要重新对齿轮进行加工时，首先控制第二电机38

启动并带动凸轮39转动，所述凸轮39带动受重力影响的活动块43下降，当检测齿轮42远离

待加工齿轮10时，第一电机27关闭，第二电机38关闭，第三电机17启动再一次对齿轮加工。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在齿轮加工完成之后立即就可以进行检测，有效的

节约了齿轮加工到检测的时间，也避免了加工齿轮未合格需重新放入加工空间重新加工的

操作过程，本发明当齿轮加工完成之后通过齿轮之间的啮合带动传送带带传动将齿轮加工

造成的废料运送出加工机体，在通过齿轮啮合检测齿轮加工精确性的同时避免了加工空间

内齿轮加工造成的废料堆积过多，若粉尘堆积过多时，通过控制风机开关来对加工空间内

的粉尘进行吹扫，当待加工齿轮表面切削废料过多时，通过控制水泵开关来对待加工齿轮

进行清洗，有效的节约了工人清理加工机体内部的时间，同时也避免加工空间内粉尘和废

料过多影响机器的加工性能。

[002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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