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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包括内齿轮和设

置在所述的内齿轮内并与内齿轮啮合设置的外

齿轮；一种以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传动为核心的

RV减速机，包括：壳体（内齿圈）、外齿轮、行星齿

轮、偏心轴、转臂轴承、齿轮、齿轮轴、联接盘、输

出盘；所述外齿轮以啮合形式装配在壳体（内齿

圈）的内侧，所述行星齿轮和所述偏心轴至少为

两组且围绕齿轮轴呈对称分布；所述外壳通过转

盘轴承套装于联接盘和输出盘的外部，采用两级

行星齿轮传动，第一级采用普通外齿轮传动，第

二级采用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传动。其优点在

于：结构更加简单，加工与装配简便，精度易于保

证，多对齿同时参与啮合，承载能力大幅提高，不

存在根切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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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包括内齿轮和设置在所述的内齿轮内并与内齿轮啮合设

置的外齿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内齿轮和外齿轮啮合的高重合度，所述的内齿轮和外齿轮的

啮合线为圆弧，设圆弧半径为 ，所述的内齿轮和外齿轮的节圆半径为 和 ，取 ,

所述的啮合线分别绕内齿轮和外齿轮的节圆纯滚动时，啮合线上的一点分别生成两齿轮齿

顶齿廓。

2.一种以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传动为核心的RV减速机，包括：壳体（内齿圈）、外齿轮、

行星齿轮、偏心轴、转臂轴承、齿轮  、齿轮轴、联接盘、输出盘9、螺栓、转盘轴承、密封圈；所

述外齿轮以啮合形式装配在壳体（内齿圈）的内侧，齿轮轴位于RV减速机的中心位置，所述

行星齿轮和所述偏心轴至少为两组且围绕齿轮轴呈对称分布；所述行星齿轮位于在偏心轴

的一端；转臂轴承围绕齿轮轴设置多个；所述行星齿轮与齿轮轴末端的齿轮结构之间不直

接接触，并通过至少两组齿轮组成啮合连接；所述外壳通过转盘轴承套装于联接盘和输出

盘的外部，并通过螺栓连接；外壳与联接盘和输出盘之间设置有密封圈；其特征在于：采用

两级行星齿轮传动，第一级采用普通外齿轮传动，第二级采用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传动；第

二级传动采用1个内齿圈与2个180°对称布置的外齿轮啮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其特征在于：其本身可独立作

为减速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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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及以其为传动核心的RV减速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器人用精密减速机构，具体涉及一种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及以其为

传动核心的RV减速机。

背景技术

[0002] 作为工业机器人关节用的重要与核心部件，减速机占有重要比重，一台工业机器

人大约有5～6台不同型号的减速机，总体成本约占机器人总成本的1/3，目前国际上比较成

熟的技术产品有RV减速机、谐波减速机等。我国在这一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相当差

距，尽管很多厂家积极参与，也开发出不少产品，但从精度、刚度、效率、寿命等方面还不尽

如人意，成为制约我国工业机器人领域发展的重要瓶颈。目前国内高端机器人基本上还选

用国外减速机，主要有日本、德国等，国内虽然近几年发展也很快，但多数还是用于低端市

场。

[0003] 1、RV减速机:

传统RV减速机由两级传动组成，第一级是普通外齿轮行星传动，从动齿轮通过花键带

动偏心轴转动作为第二级输入，第二级是摆线针轮传动，通过固定不同零件可以实现不同

的输出方式和减速比。摆线针轮传动属于少齿差传动，由做平面运动的摆线轮与空套于针

齿壳中的针齿（圆柱销）啮合，由偏心轴（曲轴）驱动，偏心轴转一转，摆线轮相对针齿壳转过

1或2个齿（由齿差决定），其最大优点是多齿同时接触，承载能力强，刚度大。缺点是零件多，

结构复杂，制造难度大。RV传动原理清晰，专利开放，我国与国外的差距主要集中在制造工

艺上，包括材料与热处理、参数选取、齿形修型、公差设计、间隙调整、加工精度与装配工艺

等方面与环节上。国外几个著名厂家生产历史久、规模大、经验丰富，摸索出许多技术诀窍，

掌握大量独门秘笈，国内厂家近期内难以跨越这一差距。

[0004] 摆线针轮传动虽然能实现多齿啮合，但由于接触点都处于针齿下部，摆线轮齿槽

较浅，啮合压力角较大，偏心轴除承受较大转矩外，还要承受巨大弯矩，受力情况恶劣。

[0005] 2、谐波减速机:

谐波齿轮传动也属于少齿差传动，主要由凸轮式波发生器、带有外齿的柔轮和带有内

齿的刚轮组成，通过柔轮变形实现与刚轮的多齿啮合。谐波齿轮传动结构简单紧凑，原理清

晰，传动比大，技术成熟，在航天航空、精密仪器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但在工业机器人上，

一般只能用在机器臂、腕、指等末端轻载关节上。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啮合传动是依靠柔轮变

形实现的，在重载关节与场合，实现大型柔轮变形有困难。而且也由于通过柔轮变形实现传

动，所以其传动系统刚度也受到局限。此外，反复变形等也会导致柔轮出现疲劳等负面效

应。

[0006] 3、摆线二次包络RV减速机:

针对传统RV中摆线针轮传动存在的问题，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陈兵奎教

授等人提出了摆线二次包络齿轮副，属于少齿差内齿轮传动，外齿轮仍采用原来的摆线轮。

内齿轮齿形由两部分组成，其设计原理是将原来的针轮固定在壳体上，选取其下部部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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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作为齿形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由摆线轮按相对运动规律二次包络形成。这种方式在保持

多齿啮合的基础上，增大了齿形接触长度，改善了啮合品质。传动精度及承载能力均有较大

提升，由于省掉了针齿，加工及装配更加简单方便。但由于摆线轮齿形基本没有变化，齿槽

仍然很浅，传动过程中啮合压力角改善不明显，偏心轴仍然承受较大弯矩。

[0007] 前已提及，上述几种方式都属于少齿差齿轮传动，即内外齿轮齿数差较少（1或2）

的内啮合齿轮传动。而在实际中应用最广泛的少齿差齿轮传动却多为渐开线齿轮传动，即

内外齿轮均采用渐开线齿形，加工简单方便，技术成熟，且渐开线齿形对加工误差不敏感，

具有中心距可分性，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啮合重合度低，理论值一般不会大于2，只有考虑弹

性变形后才有3对以上齿同时啮合。因而承载能力不高，一般只能用在轻载场合。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已有技术的缺点,提供一种新型传动形式，一种以高重合

度内啮合齿轮传动为核心的RV减速机，借鉴RV减速机结构，即总体布局与传动原理与RV类

似，将其第二级传动—摆线针轮传动替换成本发明的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传动。

[0009] 本发明所述的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传动不同于背景技术中所述的摆线二次包络

齿轮传动，外齿轮不再是原来的摆线轮，内齿轮也不是由原来的针齿圆弧和摆线二次包络

曲线组成的齿形，而是一种全新的内外齿轮啮合齿形，且同时啮合齿数多，压力角小，能大

幅提高承载能力，并改善偏心轴受力状态，使其主要承受转矩，减小弯矩。

[0010]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一种以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传动为核心的RV减速机，与传统RV类似，也是两级减速，第

一级仍采用普通外齿轮传动，实现行星减速功能，运动由中心齿轮输入，从动齿轮通过花键

带动偏心轴转动作为第二级输入，第二级采用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传动，通过固定不同零

件可以实现不同的输出方式和减速比。为了均载，一般对称放置2或3个偏心轴，第二级传动

采用1个内齿圈与2个180°对称布置的外齿轮啮合。

[0011] 一种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作为本发明的核心，第二级传动所用高重合度内啮合

齿轮传动。为实现高重合度啮合，齿轮齿廓采用特殊齿形。除作为RV减速机的核心部件外，

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机构本身也可作为减速机单独使用。

[0012] 它由内齿轮和设置在所述的内齿轮内并与内齿轮啮合设置的外齿轮组成，所述的

内齿轮和外齿轮的啮合线为圆弧，设啮合线的圆弧半径为 ，所述的内齿轮的节圆半径为

和外齿轮的节圆半径为 ，取 ,所述的啮合线分别绕内齿轮的节圆、外齿轮的节圆

纯滚动时，所述的啮合线上的一点分别生成两齿轮齿顶齿廓。

[0013] 具体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包括内齿轮和设置在所述的内齿轮内并与内齿轮啮合设置

的外齿轮，所述内齿轮和外齿轮啮合的高重合度，所述的内齿轮和外齿轮的啮合线为圆弧，

设圆弧半径为 ，所述的内齿轮和外齿轮的节圆半径为 和 ，取 ,所述的啮合线分

别绕内齿轮和外齿轮的节圆纯滚动时，啮合线上的一点分别生成两齿轮齿顶齿廓。齿根齿

廓不参与啮合，可根据结构与性能要求灵活设计。

[0014] 一种以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传动为核心的RV减速机，包括：壳体（内齿圈）、外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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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行星齿轮、偏心轴、转臂轴承、齿轮  、齿轮轴、联接盘、输出盘、螺栓、转盘轴承、密封圈；

所述外齿轮以啮合形式装配在壳体（内齿圈）的内侧，齿轮轴位于RV减速机的中心位

置，所述行星齿轮和所述偏心轴至少为两组且围绕齿轮轴呈对称分布；所述行星齿轮位于

在偏心轴的一端；转臂轴承围绕齿轮轴设置多个；所述行星齿轮与齿轮轴末端的齿轮结构

之间不直接接触，并通过至少两组齿轮组成啮合连接；所述外壳通过转盘轴承套装于联接

盘和输出盘的外部，并通过螺栓连接；外壳与联接盘和输出盘之间设置有密封圈；其特征在

于：采用两级行星齿轮传动，第一级采用普通外齿轮传动，实现行星减速功能，运动由中心

齿轮输入，从动齿轮通过花键带动偏心轴转动作为第二级输入，第二级采用高重合度内啮

合齿轮传动，通过固定不同零件可以实现不同的输出方式和减速比；为了均载，一般对称放

置2或3个偏心轴，第二级传动采用1个内齿圈与2个180°对称布置的外齿轮啮合。

[0015] 本发明优点在于：

与传统RV减速机相比，第二级采用内啮合齿轮传动，结构更加简单，省掉了针齿，加工

与装配简便，精度易于保证，多对齿同时参与啮合，且压力角小，从而使得机构的承载能力

大幅提高，且由于齿轮齿根部分基本不参与啮合，其齿廓可按照结构要求灵活设计，不存在

根切等问题。与谐波减速机相比，采用刚性啮合，刚度更大。与摆线二次包络RV减速机相比，

齿槽更深，啮合压力角更小，承载能力更高。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传动RV减速机总成装配图；

图2是本发明—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传动RV减速机机构简图；

图3是本发明的第二级传动—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机构一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的第二级传动—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机构另一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

图；

图5是齿轮啮合线与节圆关系示意图。

[0017] 图6是齿顶齿廓形成原理，啮合线分别绕内、外齿轮的节圆纯滚动时，啮合线上的

一点 分别生成两齿轮齿顶齿廓。

[0018] 图7为本发明的分解爆炸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机构加以详细说明。

[0020] 实施例1：

如附图1、2所示，一种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包括内齿轮1和设置在所述的内齿轮内并

与内齿轮啮合设置的外齿轮2，所述内齿轮1和外齿轮2啮合的高重合度，所述的内齿轮1和

外齿轮2的啮合线为圆弧，设圆弧半径为 ，所述的内齿轮1和外齿轮2的节圆半径为 和 ，

取 ,所述的啮合线分别绕内齿轮1和外齿轮2的节圆纯滚动时，啮合线上的一点分

别生成两齿轮齿顶齿廓。齿根齿廓不参与啮合，可根据结构与性能要求灵活设计。

[0021] 一种以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传动为核心的RV减速机，包括：壳体（内齿圈）1、外齿

轮2、行星齿轮3、偏心轴4、转臂轴承5、齿轮6  、齿轮轴7、联接盘8、输出盘9  、螺栓10、转盘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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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11、密封圈12；

所述外齿轮2以啮合形式装配在壳体（内齿圈）1的内侧，齿轮轴7位于RV减速机的中心

位置，所述行星齿轮3和所述偏心轴4至少为两组且围绕齿轮轴7呈对称分布；所述行星齿轮

3位于在偏心轴4的一端；转臂轴承5围绕齿轮轴7设置多个；所述行星齿轮3与齿轮轴7末端

的齿轮结构之间不直接接触，并通过至少两组齿轮6组成啮合连接；所述外壳通过转盘轴承

11套装于联接盘8和输出盘9的外部，并通过螺栓10连接；外壳与联接盘8和输出盘9之间设

置有密封圈12；采用两级行星齿轮传动，第一级采用普通外齿轮传动，实现行星减速功能，

运动由中心齿轮输入，从动齿轮通过花键带动偏心轴转动作为第二级输入，第二级采用高

重合度内啮合齿轮传动，通过固定不同零件可以实现不同的输出方式和减速比；为了均载，

一般对称放置2或3个偏心轴，第二级传动采用1个内齿圈与2个180°对称布置的外齿轮啮

合。

[0022] 如附图4、5、6、7所示的一种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机构，它由内齿轮1和设置在所述

的内齿轮1内并与内齿轮1啮合设置的外齿轮2组成，所述的内齿轮1和外齿轮2的啮合线

(也称为发生圆）为圆弧(圆心在点 )，圆弧半径为 ，所述的内齿轮1的节圆 半径为 （圆

心在点 ）和外齿轮2的节圆 半径为 （圆心在点 ），取 ,所述的啮合线 分别绕

内齿轮的节圆 和外齿轮的节圆 纯滚动时，啮合线上的一点 分别生成内齿轮1的齿顶

齿廓 和外齿轮2的齿顶齿廓 。传动中有多对齿同时参与啮合。

[0023] 此外，可以通过调整啮合线半径，调节参与啮合的齿对数。其最大值由内、外齿轮

齿顶高决定。

[0024] 作为另外一种实施方式，上述高重合度内啮合齿轮机构本身亦可做成单级减速机

使用。

[0025] 实施例2：

如图4所示1齿差行星齿轮机构。内齿轮1，齿数 ，外齿轮2，齿数 ，模数

，取啮合线圆弧半径 。一对相同的外齿轮2对称安装，轴向错开，同时与内齿

轮1啮合。如图1、2、3中所示，偏心套4与轴3组成偏心轴，通过轴承5支撑两个外齿轮2，使其

分别与内齿轮1啮合。假设内齿轮1固定，偏心轴作为输入轴，即运动从其输入，则外齿轮2将

作平面运动，即既绕内齿轮1轴线作圆周平移运动，又因与内齿轮1啮合而绕自身轴线作回

转运动。8、9固联在一起作为输出机构，将外齿轮2的回转运动传递出去。从图4可见，几乎所

有齿都接触，当然，实际使用时还要考虑加工误差及安装方便等因素，要留有间隙，实际啮

合齿数一般能达到1/3以上。

[0026] 实施例3：

如图5所示。内齿轮齿数 ，外齿轮齿数 ，模数 ，取啮合线圆弧半径

。从图中可以看出，无论向哪个方向传动，同时啮合齿数都达到7对。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2065950 A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6 页

7

CN 112065950 A

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6 页

8

CN 112065950 A

8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9

CN 112065950 A

9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10

CN 112065950 A

10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5/6 页

11

CN 112065950 A

11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6/6 页

12

CN 112065950 A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