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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用于制造齿部( 12 )的方法

(100)，其从齿部毛坯件(25)制造出用于传动构

件(10)的齿部。该方法(100)包括第一方法步骤

(110)，其中提供齿部毛坯件并对其进行热处理。

在第二方法步骤(120)中以机械方式部分地移除

(55)齿部毛坯件上的氧化层(21)。在此，在至少

一个区域中保留有剩余氧化层(23)。在第三方法

步骤(130)中至少部分地移除剩余氧化层(23)。

根据本发明，在第三方法步骤(130)中由激光器

(32)至少逐段地照射剩余氧化层(23)。本发明还

涉及相应的计算机程序产品(80)和用于执行制

造方法(100)的加工装置(70)。本发明同样涉及

根据本发明的方法(100)制造的传动构件和具有

相应的传动构件(10)的传动机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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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制造齿部(12)的方法(100)，所述方法从齿部毛坯件(25)制造出用于传动

构件(10)的所述齿部，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提供所述齿部毛坯件(25)并对所述齿部毛坯件进行热处理；

b)以机械方式部分地移除(55)所述齿部毛坯件(25)上的氧化层(21)，并且在至少一个

区域中保留有剩余氧化层(23)；

c)至少部分地移除所述剩余氧化层(23)；

其中，在步骤c)中由激光器(32)至少逐段地照射所述剩余氧化层(2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制造齿部(12)的方法(100)，其特征在于，所述激光器

(32)设计用于熔化和/或蒸发(42)所述剩余氧化层(23)或者由所述剩余氧化层(23)直接覆

盖的基本材料层(24)。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制造齿部(12)的方法(100)，其特征在于，在另外的步

骤d)中对所述齿部毛坯件(25)进行机械加固(60)。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制造齿部(12)的方法(100)，其特征在于，所

述氧化层(21)的机械移除(55)设计为喷射清理、尤其是喷丸清理、水喷射清理、和/或洗刷

清理。

5.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用于制造齿部(12)的方法(100)，其特征在于，所述齿部毛

坯件(25)由易切削钢、渗碳钢、调质钢、渗氮钢或者淬火钢制成。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制造齿部(12)的方法(100)，其特征在于，所

述剩余氧化层(23)设计为表面氧化的并且具有10μm至100μm的厚度(27)。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制造齿部(12)的方法(100)，其特征在于，所

述剩余氧化层(23)形成在齿根(18)的区域中。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制造齿部(12)的方法(100)，其特征在于，在

所述步骤c)中，根据待制造的齿部(12)的额定轮廓或者根据检测到的所述齿部毛坯件(25)

的实际轮廓，对所述激光器(32)进行定向(41)。

9.根据权利要求1至8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制造齿部(12)的方法(100)，其特征在于，在

所述步骤c)中，所述激光器(32)距待照射的齿部轮廓等距地布置。

10.根据权利要求3至9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制造齿部(12)的方法(100)，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步骤c)和步骤d)期间，以相同的夹具将所述齿部毛坯件(25)保持在夹紧装置(72)

中。

11.一种计算机程序产品(80)，用于在控制单元(47、49)的存储器中被存储和运行，所

述计算机程序产品设计用于预设激光器(32)的定向(41)、光强(33)和/或焦点(37)，其特征

在于，所述计算机程序产品(80)设计用于执行根据权利要求1至10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100)。

12.一种用于加工齿部毛坯件(25)的装置(70)，包括：

夹紧装置(72)，用于固定所述齿部毛坯件(25)；

第一工具单元(74)，设计用于以机械方式移除(55)所述齿部毛坯件(25)上的氧化层

(21)；

激光单元(30)，用于至少逐段地照射所述齿部毛坯件(25)；和

控制单元(47、49)，具有用于存储和运行计算机程序产品(80)的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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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控制单元(47、49)上存储有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计算机程序产

品(80)。

13.一种传动构件(10)，包括配有齿部(12)的基体(11)，并且所述传动构件设计为行星

传动机构(67)的齿圈(62)、行星齿轮(63)或太阳轮(64)；或者所述传动构件设计为圆柱齿

轮传动机构(65)的齿轮或锥齿轮传动机构(66)的齿轮(16)，其特征在于，所述齿部(12)根

据权利要求1至10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100)来制造。

14.一种传动机构(61)，设计为行星传动机构(67)、圆柱齿轮传动机构(65)或者锥齿轮

传动机构(66)，并且所述传动机构具有至少一个传动构件(10)，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构件

(10)根据权利要求13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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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传动构件的激光辅助制造方法和传动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传动构件上的齿部的制造方法。本发明还涉及计算机程序产

品和用于执行根据本发明的制造方法的相应的加工装置。本发明同样涉及具有相应的传动

构件的传动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由文献US  8，628，624  B2已知一种用于清理尤其由航空钛合金构成的工件表面的

方法。在此，借助激光射束照射表面污物。激光射束的参数被选择成使得在激光射束与工件

的基本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小化。此外，在考虑表面污物的物理特性的情况下选择激光

射束的参数。

[0003] 在传动技术中一直追求增加功率密度，从而对传动机构的全部构件存在更高的要

求。尤其希望更充分地利用所使用的材料，并且同时要求这些构件被快速和低成本地制造。

需要一种用于机械能力更强的传动构件的制造方法，从而能够以更简单的方式制造传动构

件。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由根据本发明的用于制造齿部的方法来实现。该方法设计用于提供

构造在传动构件上的齿部。传动构件在此能够例如是行星传动机构的齿圈、行星齿轮或太

阳轮。传动构件也可以是圆柱齿轮传动机构的或锥齿轮传动机构的齿轮，即圆柱齿轮或锥

齿轮。该方法包括第一步骤，在该第一步骤中提供齿部毛坯件，从齿部毛坯件制造出传动构

件。齿部毛坯件已经基本具有期望的齿轮轮廓并且在第一步骤中经受热处理。热处理设计

用于提高所使用的原料的强度。热处理例如可以是表面硬化处理和/或碳氨共渗。例如是表

面硬化处理的这种热处理包括对齿部毛坯件的渗碳(特别是气体渗碳)、淬火和退火。通过

热处理，在齿部毛坯件的表面上形成氧化层，由该氧化层减小了齿部毛坯件的承载能力。在

第二方法步骤中，至少部分地移除齿部毛坯件上的氧化层。氧化层的至少部分移除由对齿

部毛坯件的机械作用来实现。在机械移除不能到达的齿部毛坯件区域中，在齿部毛坯件的

表面上保留有剩余氧化层。剩余氧化层被相应地保存并且经受另外的步骤。在第三方法步

骤中，剩余氧化层在该步骤中被至少部分移除。为此，用激光器逐段地照射齿部毛坯件，并

且由此损坏剩余氧化层。替代地，能够预先检测剩余氧化层的位置并且该位置能够作为至

少部分移除的基础。

[0005] 激光或者激光射束作用在直径基本为几毫米的小面积上，并且在氧化层被破坏的

情况下也使得能够进入齿部毛坯件的热量被保持得很小。在本申请的框架内，术语“激光”

和“激光射束”以基本相同的含义被使用。在此，保持由齿部毛坯件中的热处理引起的限定

状态不受到影响。此外，通过以激光照射剩余氧化层，产生了位于齿部毛坯件中的残余压应

力。这允许对剩余氧化层的有害作用(也称为表面氧化)最小化，并且同时获得热处理的有

利效果。利用激光能够逐段地快速照射剩余氧化层，从而能够基本上完全地移除剩余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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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0006] 在要求保护的方法的一个实施方式中，为了破坏剩余氧化层，激光设计用于熔化

或者蒸发剩余氧化层。在这种情况中，剩余氧化层被设计用于吸收激光并将激光的能量至

少部分地转换成热能。替代地，关于剩余氧化层的不能吸收激光的材料，激光设计用于将基

本材料层熔化或者蒸发。在此，基本材料层被理解为齿部毛坯件的基本上直接位于剩余氧

化层之下的区域。因此，基本材料层为齿部毛坯件的被剩余氧化层直接覆盖的区域。通过激

光器实现的用于熔化或蒸发基本材料层的热量输入，使该区域中的剩余氧化层剥落。在这

两种情况下，通过激光器的减小的热量输入消除了剩余氧化层的相对较大的区段。这使得

要求保护的制造方法中的进程速度能够较快。此外对齿部毛坯件的表面的损害被保持得

小，并且在特定范围内实现了上述优点。

[0007] 此外，该制造方法能够包括另外的方法步骤，在其中对齿部毛坯件进行机械加固。

在此，机械加固优选在剩余氧化层的借助激光清除的区域中进行。机械加固例如是喷丸处

理。通过机械加固，在齿部毛坯件的表面处引入额外的残余应力、特别是残余压应力。具有

剩余氧化层的表面被污染、即被占用得越少，这种加固步骤的作用越大。通过要求保护的制

造方法，在齿部毛坯件中能因此实现更高的强度。由此，要求保护的方法在待制造的传动构

件中提升了质量并实现了更高效的原料应用。

[0008] 此外，在第二步骤中，氧化层的机械移除能够通过喷射清理、尤其是喷丸清理来实

现。替代地或附加地，氧化层的机械移除至少部分地可以是水喷射清理或洗刷。喷射清理允

许对氧化层的快速表面移除并且引入残余压应力到齿部毛坯件中。在喷射清理后留下面积

相对较小的剩余氧化层，随后对其进行激光辅助加工。在喷射清理后，剩余氧化层还保留在

齿部毛坯件的表面中的凹槽和沟槽之中。总之，喷射清理在制造传动构件时提供了大程度

的成本节约。

[0009] 在要求保护的方法的另一个实施方式中，齿部毛坯件由易切削钢、渗碳钢、调质

钢、渗氮钢或者淬火钢制成。这种钢提供良好的切削性能并且能够通过热处理(尤其表面硬

化处理和/或碳氨共渗)被进一步加工。此外，这种钢具有高表面品质和减小的氧化倾向，使

得剩余氧化层很少损坏。由此，减小了执行要求保护的方法时的工作耗费。

[0010] 此外，要求保护的方法中的剩余氧化层具有10μm至100μm的厚度。例如，热处理在

其过程参数(例如渗碳温度)方面被调整为，使得保留相应厚度的剩余氧化层。激光器被如

下地参数化，使得将这样厚度的剩余氧化层熔化或蒸发。替代地，激光器被如下地参数化，

使得通过将直接置于该剩余氧化层下的基本材料层熔化或蒸发来使相应厚的剩余氧化层

剥落。在此对于激光器来说必要的、在照射后至少部分作为热能存在于齿部毛坯件中的能

量较少，从而能够忽略热量对表面硬化处理效果的影响。此外，通过激光器获得了允许利用

短照射来移除或破坏剩余氧化层的相应加工深度。在热处理期间硬化得越深，则剩余氧化

层的厚度越大。该深度例如取决于热处理的温度和时长。在第二步骤中，氧化层的至少部分

的机械移除能够根据热处理的过程参数进行相应地设置。热处理的过程参数、氧化层的至

少部分的机械移除的过程参数和/或激光器的概述的参数相应地由用户或计算机程序产品

设置。

[0011] 在要求保护的方法中，剩余氧化层位于待制造的齿部处的齿根的区域中。在现有

技术的解决方案中，齿部的齿根是未经过加工、尤其未经过移除剩余氧化层的区域。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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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基于以下认知：剩余氧化层在齿根的区域中对齿部的承载能力有特别有害的作用。通过

激光辅助的方式移除齿根处的剩余氧化层，可以禁止这种有害作用，而不换来其他加工工

艺的不利方面。要求保护的对剩余氧化层的激光辅助移除在齿根处的应用允许在使用相同

材料时提高齿部的根部承载能力。这使得为齿部和/或传动构件所使用的材料的利用程度

能够更大。

[0012] 此外，在要求保护的方法中，对于第三方法步骤，能够根据待制造的齿部的能预设

的额定轮廓进行对激光器的定向。该预设例如经由所期望的齿部的CAD数据来进行。制造质

量越高，在现有的实际轮廓与期望的额定轮廓之间的差异就越小。额定轮廓作为用于照射

剩余氧化层的基础不需要用于测定现有实际轮廓的高耗费测定机构，并且使得要求保护的

方法能够被快速和成本适宜地执行。替代地，能够根据齿部毛坯件的检测到的实际轮廓进

行对激光的定向。这种定向能够例如通过光学测量实现。特别地，实际轮廓的检测能够借助

激光器进行，该激光器也在第三方法步骤中使用。为此相应地调整激光射束的光强，因此优

选设置降低的光强。对实际轮廓的检测使得能够识别对齿部毛坯件的非预料的危害并适当

地调整要求保护的方法。由此，提高了在制造传动构件时的加工精确度程度并减少了误差

源。

[0013] 此外，在第三方法步骤中激光器能够被定位、即布置为，使得该激光器在照射剩余

氧化层时与待照射的齿部轮廓基本上等距。待移除的剩余氧化层位于待照射的齿部轮廓

中，使得利用激光器的照射通过等距设置而得到简化。特别地，参数改变(例如激光器的焦

点的改变)因此是不必要的。因此，能够基本上以对激光器不变的参数化设置利用激光驶过

齿部轮廓的一大部段，并进而从剩余氧化层将其清除。这使得要求保护的方法能够被快速

和高效地执行。在沿齿部宽度恒定的齿部轮廓的情况下，激光能够沿着齿部宽度基本上线

性地运动，并且因此也加速地实施对大面积齿部轮廓的照射。因此，要求保护的方法是能缩

放的并且能够用于较宽范围的传动参量。

[0014] 此外，在要求保护的制造方法中，在第三和第四步骤期间、即在利用激光照射以及

在机械紧固时一直以相同的夹具容纳齿部毛坯件。因此，能够以减小的工作耗费快速地依

次执行激光照射和机械紧固的方法步骤。因此能够以简单的方式执行要求保护的方法。

[0015] 所基于的目的还由根据本发明的计算机程序产品实现，计算机程序产品设计用于

在控制单元的存储器中进行剩余存储(remanente  Speicherung)和执行。在此，计算机程序

产品能够整合全部的功能，即进行整体式地构建。计算机程序产品可以是软件，和/或以固

定布线的方式构成。固定布线被理解为例如以简称为ASIC的特定应用的集成电路、或者

FPGA系统的方式来提供计算机程序产品。替代地，计算机程序产品也能够划分为功能块，功

能块能够单独存储和实施并且彼此按功能协作。控制单元可以是在远端的控制盒、计算机

或上级控制单元，例如计算机云。计算机程序产品设计用于，预设用于运行激光器的参数并

且因此通过发出命令来控制激光器。用于运行激光器的参数例如可以是激光器的方向、光

强、焦点距离、脉冲宽度或其他上述参数。计算机程序产品同样可以设计用于移动夹具，齿

部毛坯件在该方法执行期间位于该夹具中，以便加工齿部毛坯件的不同部段。计算机程序

产品设计用于，在制造方法中根据上述实施方式中的至少一个以适当方式驱控激光器。由

根据本发明的计算机程序产品确保制造方法的简单和快速的可调整实现方案。

[0016] 所述目的还由根据本发明的、用于加工齿部毛坯件的装置实现。该装置用于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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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齿圈、行星齿轮、太阳轮、或者圆柱齿轮传动机构的或锥齿轮传动机构的齿轮的齿部。

为此，该装置包括夹紧装置，其设计用于为齿部毛坯件提供可拆卸的固定。该装置还具有设

计用于机械移除氧化层的第一工具单元，该氧化层在热处理期间形成在齿部毛坯件上。第

一工具单元能够为此例如设计为喷丸处理设备。该装置还包括设计用于至少逐段地照射齿

部毛坯件的激光单元。激光单元为此具有激光器，激光器设计成能够被用户或计算机程序

产品在定向、光强、焦点距离和/或脉冲宽度方面设置并因此驱控。至少逐段地照射齿部毛

坯件以便至少部分地移除在相应部分中存在的剩余氧化层。该装置具有控制单元，控制单

元设计用于在存储器中进行剩余存储和实施计算机程序产品。计算机程序产品为此设计用

于，通过相应驱控该装置的至少一个构件、特别是激光单元，在根据本发明的装置上执行上

述制造方法中的一个。该装置的构件、例如夹紧装置、第一工具单元和/或激光单元能够在

结构上集成到该装置中，或者设计为集成的模块。集成的模块例如被理解为配合工作的工

业机器人。

[0017] 该目的同样由根据本发明的传动构件实现。传动构件包括具有齿部的基体。传动

构件能够设计为行星传动机构的齿圈、行星齿轮或太阳轴。替代地，传动构件也能够设计为

圆柱齿轮传动机构的齿轮或锥齿轮传动机构的齿轮。根据本发明，传动构件的齿部借助根

据上述实施方式中的至少一个的方法被制造。这种传动构件提供了更高的强度，并且因此

更充分地利用了原料。这也节省了传动构件的构造重量。

[0018] 所述目的同样由根据本发明的传动机构实现。该传动机构能够设计为行星传动机

构、圆柱齿轮传动机构或者锥齿轮传动机构。该传动机构具有至少一个传动构件，该传动构

件根据上述根据本发明的传动构件设计，即根据要求保护的制造方法的实施方式中的至少

一个制造。

附图说明

[0019] 下面根据各个实施方式描述本发明。各个实施方式的特征在此能够彼此组合。附

图在此相互补充地展示，附图中相同的附图标记具有相同的技术含义。各个附图示出：

[0020] 图1示出在两个方法步骤之间的齿部毛坯件的表面的显微示意性截面图；

[0021] 图2示出根据要求保护的方法的第一实施方式的、在第三方法步骤期间的齿部毛

坯件的示意图；

[0022] 图3示出根据要求保护的方法的第二实施方式的、在第三方法步骤期间的齿部毛

坯件的示意图；

[0023] 图4示出在第三方法步骤期间的齿部毛坯件的表面的显微示意性截面图；

[0024] 图5示出要求保护的加工装置的示意性的结构；

[0025] 图6示出要求保护的方法的另一个实施方式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图1示出齿部毛坯件25的表面13的示意性截面图，该齿部毛坯件待被加工成传动

构件10。图1中所示的表面13属于齿部12，该齿部以要求保护的方法100制成。传动构件10具

有基本位于齿部毛坯件25之内的基本材料层24。齿部毛坯件25由金属原料、例如易切削钢、

渗碳钢、调质钢、渗氮钢或者淬火钢制成。通过之前的第一方法步骤110，由设计为表面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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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50的热处理将残余压应力19引入齿部毛坯件25。替代地，也能够使用其他形式的热处

理。在基本材料层24上形成剩余氧化层23，该剩余氧化层在部分移除未示出的氧化层21之

后保留在表面13上。齿部毛坯件25在图1中处于已经部分移除氧化层21的第二方法步骤120

与处理了剩余氧化层23的第三方法步骤130之间。剩余氧化层23基本上由位于表面13的区

域中的氧化夹杂物(Oxid-Einschluesse)26形成。如果在位于表面13的粗糙度最高位置28

的区域中的表面参考平面17处测量，那么氧化夹杂物26在齿部毛坯件25中位于10μm至100μ

m的深度处。由此限定剩余氧化层23的以双箭头示出的层厚度27。此外，氧化层21还能够具

有裂缝形式的结构。

[0027] 图2中示意性地示出齿部毛坯件25的一个部段，该齿部毛坯件待被加工成传动构

件10、即齿轮16。齿部毛坯件25具有基体11，在基体上形成齿部12。加工在此根据要求保护

的制造方法100的第一实施方式进行。齿部毛坯件25具有带有多个齿14的齿部12，这些齿在

要求保护的制造方法100的之先前步骤中被处理。在热处理50、特别是第一方法步骤110中

的表面硬化处理50之后，并且在表面13处部分移除在此形成的氧化层21之后，在第二方法

步骤120中，在齿根18的区域中位于齿侧部15处存在有剩余氧化层23。剩余氧化层23具有容

纳在表面13中的氧化夹杂物26。在如图2中所示的第三方法步骤130期间进行对齿部毛坯件

25的表面13上的加工区域20的照射。该照射由配属于激光单元30的激光器32进行。激光器

32将激光射束34指向加工区域20上，剩余氧化层23位于该加工区域中。通过利用激光器32

的照射将氧化夹杂物26熔化和/或蒸发。在此，来自基本材料层24的材料也能一起被熔化或

蒸发。激光器32至少在光强33方面能被用户或未示出的计算机程序产品80控制。激光器32

能沿着齿根18的或齿侧部15的轮廓运动。通过相应的加工运动35，齿侧部15和齿根18能逐

段地、即在多个加工区域20中被激光器32照射。于是，通过利用激光器32的照射至少部分地

移除了剩余氧化层23。利用激光器32的该照射使得能够抵消氧化夹杂物26降低光强的作

用，并且在此获得位于齿部毛坯件25中的残余压应力19。激光器32基本上与齿侧部15和齿

根18等距地定位。通过激光器32的简单的、基本线性的运动，能够以对激光器32的相同设置

照射齿部毛坯件25的大部分区域。特别地，对表面13的照射在加工运动35中以相同的焦点

距离36进行。由此实现了快速制造。

[0028] 在图3中示意性地示出要求保护的制造方法100中的第三方法步骤130的第二实施

方式。在此，图3中相同的附图标记具有如图2中那样的相同技术含义。根据图3的实施方式，

激光射束34在加工区域20中基本以直线形式指向表面13。除了沿着齿根18的加工运动35之

外，还进行激光器32的枢转运动39。在枢转运动39期间，由于已知表面13在齿侧部15的和齿

根18的区域中的轮廓，能够对激光器32的设置进行的简单调整，特别是对焦点距离36的调

整。这使得激光器32能够有利的匹配于待加工的齿部毛坯件25的形状，并且提供对剩余氧

化层23的特别彻底的移除。这相应逐段地对多个加工区域进行重复。

[0029] 图4中示出要求保护的制造方法100中的第三方法步骤130的一个实施方式的示意

性截面图。图4尤其详细示出第三方法步骤130的流程，其中利用激光单元30的激光器32照

射表面13。第三方法步骤130在加工区域20中进行，在该加工区域中对齿部毛坯件25处的齿

部12的表面130进行加工。齿部毛坯件25在此尤其是传动构件10。激光射束34利用可选择的

光强33指向表面13，在该表面上至少逐段地形成有剩余氧化层23。剩余氧化层23包括多个

布置在基本材料层24中的氧化夹杂物26。氧化夹杂物26的位置限定出相对于参考平面17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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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厚度27，并且层厚度被选择为，使得由参考平面17包围存在于表面13中的粗糙度最高位

置28。层厚度27在10μm和100μm之间。基本材料层24在剩余氧化层23之下没有掺杂氧化夹杂

物26，并且在剩余氧化层23的区域中部分地掺杂有氧化夹杂物26。

[0030] 激光射束34利用可选择的光强33指向表面部段40，在该表面部段上有激光射束34

的焦点37。焦点37的位置还能通过设定焦点距离3来选择。通过激光器32给表面部段40输送

能量，该能量在那里转换为热能43。输送热能43至少部分地引起了表面部段40的蒸发42。表

面部段40保留的区段在至少部分的蒸发42的情况下被产生的压力以机械方式移除。在此，

剥落44表面部段40的未蒸发的区段。此外，表面部段40的蒸发42和剥落44能够通过可由用

户和/或计算机程序产品80选择的照射时长31来设定。通过激光射束34实现的、从待移除的

表面部段40到基本材料层24中的热量输入45被减小了，其中，进行了较短时长的蒸发42和

剥落44。因此，相应地，至少选择照射时长31、光强33和焦点距离36，使得表面部段40的至少

部分的蒸发42和剥落44在方法步骤130中尽可能以更短的时长在激光34使用最小能量的情

况下可靠地进行。

[0031] 在图5中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加工装置70的一个实施方式的示意性的结构，其设

计用于执行要求保护的制造方法100的至少一个实施方式。加工装置70包括夹紧装置72，在

制造方法100期间齿部毛坯件25被夹紧在夹紧装置中。在齿部毛坯件25处借助加工装置70

加工齿部12，以便由齿部毛坯件25制造出传动构件10。在第一方法步骤110的过程内，经过

表面硬化的齿部毛坯件25被夹在夹紧装置72中。加工装置70包括设计为喷丸处理设备73的

第一工具单元74。第一工具单元74设置用于，在第二方法步骤120中以机械方式部分地移除

在热处理50、例如表面硬化处理50中产生的氧化层21。在以机械方式部分地移除55之后保

留的、氧化层21的剩余部分形成剩余氧化层23。剩余氧化层23在第三方法步骤130中由激光

单元30至少部分地移除。为此，激光单元30包括设计为射出激光射束34的激光器32。激光单

元30为此设计用于沿着多个运动轴38运动，以便例如实施期望的定向41和/或激光器32的

枢转运动39，并且引导激光器32沿着期望的加工运动35的方向运动。此外，能够至少在光强

33、焦点距离36和照射时长31方面对从激光器32射出的激光射束34进行设置。该设置由用

户输入和/或计算机程序产品80进行，通过计算机程序产品还控制激光单元30。

[0032] 此外，加工装置70包括设计为喷丸处理设备73的第二工具单元76。第二工具单元

76设置用于，在第四方法步骤140中加工齿部毛坯件25，并且因此实现对齿部毛坯件25表面

13的机械加固60。加工装置70还包括直接配属于加工装置70的第一控制单元47。在第一控

制单元47中进行剩余存储并且在那里实施计算机程序产品80。计算机程序产品80设计用于

至少部分地实现要求保护的制造方法100。为此，能够由计算机程序产品80驱控和/或调整

第一工具单元74、第二工具单元76和/或激光单元30。第一控制单元47通过数据连接48与第

二控制单元49连接，计算机程序产品80也在该第二控制单元上进行剩余存储并且在第二控

制单元49上实施。计算机程序产品80在第一控制单元47、第二控制单元49中设计为经由数

据连接48进行通信。制造方法的各个功能、例如各个方法步骤110、120、130、140或参数输

入、例如激光射束34的照射时长31和/或光强33的输入能够单独地在控制单元47、49上实

现。通过数据连接48，以第一控制单元47和第二控制单元49的配合利用加工装置70实现要

求保护的制造方法100的至少一个实施方式。

[0033] 图6示意性地示出要求保护的制造方法100的一个实施方式的流程图。制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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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包括第一方法步骤110，在其中提供待加工成传动构件10的齿部毛坯件25。齿部毛坯件

25在第一方法步骤110中处于经过表面硬化处理50后的状态，并且在其表面31上具有氧化

层21。随后是第二方法步骤120，在其中借助第一工具单元74至少部分地以机械方式移除55

氧化层21。通过第二方法步骤120，在齿部毛坯件25上从氧化层21还保留有剩余氧化层23。

接着是第三方法步骤130，在其中通过使用激光单元30至少部分地移除剩余氧化层23。通过

激光单元30将激光器32指向齿部毛坯件25，其光强33能够由用户预设和/或计算机程序产

品80设置。方法100还包括第四方法步骤140，在其中借助第二工具单元76实现在齿部毛坯

件25表面上的机械加固60。在第四方法步骤140后跟随制造方法100的结束状态200。在结束

状态200中，齿部毛坯件25作为传动构件10被取出。传动构件10在此还能够设置用于进一步

加工。通过根据图6的方法100，能够制造用于传动机构61、特别是行星传动机构67的齿圈

62、行星齿轮62和太阳轮64。同样，利用描述的方法100还能制造用于圆柱齿轮传动机构65

的或锥齿轮传动机构66的齿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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