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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安装误差影响下的渐开线圆

柱直齿轮齿距偏差评定方法，首先建立机器坐标

系O0-X0Y0Z0，在机器坐标系下对被测齿轮进行测

量，测量位置包括被测齿轮芯轴的上下两个截面

点、齿轮上端面点、任意一条右齿廓点和齿距测

量点，得到安装误差影响下的齿距测量点；计算

回转轴方程，建立坐标系O1-X1Y1Z1，将齿距测量

点还原到初始位置，修正齿距测量点的回转轴误

差；以被测齿轮上端面法向量方向为Z2轴方向建

立坐标系O2-X2Y2Z2，对齿距测量点位置进行修

正；通过牛顿迭代法求解被测齿轮的基圆圆心，

建立工件坐标系Ow-XwYwZw，修正齿距测量点的几

何偏心误差；通过计算通过齿距测量点的渐开线

相对于基圆圆心的旋转角得到齿距偏差数值，从

而修正安装误差对齿距偏差评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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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装误差影响下的渐开线圆柱直齿轮齿距偏差评定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的实

现过程如下，1)建立机器坐标系O0-X0Y0Z0，在机器坐标系下对被测齿轮进行测量，测量位置

包括被测齿轮芯轴的上下两个截面点、被测齿轮上端面点、任意一组右齿廓点和齿距测量

点 ；芯 轴 两 截 面 圆 心 坐 标 和 左 右 齿 距 测 量 点 记 为

和

2)根据机器坐标系下被测齿轮芯轴的两个截面点，作最小二乘圆拟合，得到两个截面

的圆心坐标，以两个截面的圆心连线方向为Z1轴方向，取向上为正方向，将坐标系O0-X0Y0Z0

依次绕X0轴和Y0轴旋转使Z0轴与Z1轴平行，在平面X0O0Y0内通过坐标系的平移使Z0轴与Z1轴

重合，得到坐标系O1-X1Y1Z1；将坐标系O0-X0Y0Z0与坐标系O1-X1Y1Z1之间进行变换，得到坐标

系O1-X1Y1Z1下的被测齿轮测量数据，并将被测齿轮测量数据的测量点还原到初始位置；

3)根据O1-X1Y1Z1坐标系下被测齿轮上端面测量点作平面拟合，得到被测齿轮上端面平

面方程及其法向量，以该法向量方向为Z2轴方向，取向上为正，以Z1轴与被测截面的交点O2

为原点；将坐标系O1-X1Y1Z1依次绕X1轴和Y1轴旋转使Z1轴与Z2轴平行，通过坐标系的平移使

O1点与O2点重合，得到坐标系O2-X2Y2Z2；

4)建立坐标系O1-X1Y1Z1与坐标系O2-X2Y2Z2之间的变换关系；得到坐标系O2-X2Y2Z2下的

被测齿轮齿距测量点，由于安装误差的存在，使得齿距实际测量位置偏离被测截面的分度

圆，因此在坐标系O2-X2Y2Z2下对被测齿轮齿距测量点位置进行修正；

5)根据坐标系O2-X2Y2Z2下修正后的齿廓测量点建立最小二乘目标方程，通过牛顿迭代

法求解被测齿轮的基圆圆心，在X2O2Y2平面上平移坐标系O2-X2Y2Z2，使Z2轴通过基圆圆心，建

立工件坐标系Ow-XwYwZw，得到坐标系O2-X2Y2Z2与坐标系Ow-XwYwZw之间的变换关系，得到工件

坐标系下的齿距测量点；

6)在工件坐标系Ow-XwYwZw下对被测齿轮的齿距偏差进行评定，通过计算被测齿轮的齿

距测量点的渐开线相对于基圆圆心的旋转角得到齿距偏差数值，从而修正安装误差对齿距

偏差评定的影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安装误差影响下的渐开线圆柱直齿轮齿距偏差评定方法，其

特征在于：齿轮的理想安装位置为修正安装误差后的工件坐标系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安装误差影响下的渐开线圆柱直齿轮齿距偏差评定方法，其

特征在于：被测齿轮芯轴的上下两个截面点或者为齿轮外圆的两个截面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安装误差影响下的渐开线圆柱直齿轮齿距偏差评定方法，其

特征在于：将安装误差分为齿轮回转轴误差、齿轮倾斜误差和齿轮几何偏心误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安装误差影响下的渐开线圆柱直齿轮齿距偏差评定方法，其

特征在于：根据标准ISO1328-1：2013对齿轮齿距偏差进行评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安装误差影响下的渐开线圆柱直齿轮齿距偏差评定方法，其

特征在于：被测齿轮的偏心量通过求解在坐标系O2-X2Y2Z2下建立的最小二乘目标方程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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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误差影响下的渐开线圆柱直齿轮齿距偏差评定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精密测试技术与仪器领域，具体是一种安装误差影响下的齿轮齿距偏

差的评定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齿轮是机械传动中最重要的、也是应用最广泛的传动机构。齿轮广泛应用于汽车

制造、航空航天、风电设备以及装备制造等领域。齿轮精度、质量直接影响装备的效率、噪

声、运动精度和使用寿命。随着科技的进步，齿轮作为关键零部件，上述各行业对齿轮设计

制造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由于齿轮检测技术与齿轮加工技术相辅相成，因此，对齿轮的检

测就显得尤为重要。

[0003] 以齿距偏差、螺旋线偏差和齿距偏差为测量项的测量称为齿轮单项偏差测量。齿

轮单项偏差测量结果反映了机床加工能力及所加工工件与设计尺寸的差异。

[0004] 齿距偏差主要是由于齿轮各个齿沿圆周分布不均匀导致，齿距偏差对齿轮啮合时

的振动噪声和使用寿命有很大影响，因此对齿轮齿距偏差的检测具有重要意义。标准

ISO1328-1：2013将齿距偏差定义为逐齿单个齿距偏差、单个齿距偏差、齿距累积偏差和齿

距累积总偏差。

[0005] 齿轮齿距偏的测量方法通常为直接测量法和相对测量法。对齿轮齿距偏差进行测

量的仪器有很多，包括齿轮测量中心、三坐标测量机、激光齿轮测量仪、齿轮啮合检查仪、万

能测齿仪以及齿距仪等。其中齿轮测量中心应用最为广泛。

[0006] 应用齿轮测量中心对齿轮齿距偏差进行测量时，由于齿轮测量中心的上下顶尖不

对正以及测量时的回转中心与齿轮几何中心不重合，从而引入安装误差。

[0007] 安装误差的存在使得齿轮的实际测量位置偏离理论测量位置，如果不对实际测量

数据进行修正，将降低齿轮测量中心的测量精度，甚至造成齿轮评定等级错误。为了减小安

装误差对齿轮测量的影响，安装误差的值应调整为尽可能小，但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并

且安装误差不能完全消除。因此，对安装误差影响下的齿轮齿距偏差测量的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

[0008] 本发明将安装误差分为三个部分：1)齿轮回转轴误差是由于齿轮测量中心上下顶

尖不对正引起的实际回转轴与理论回转轴之间的位置误差；2)齿轮倾斜误差是齿轮几何中

心轴与实际回转轴之间的倾角误差；3)齿轮几何偏心误差是齿轮被测截面的几何中心与回

转中心之间的位置误差。传统的安装误差处理办法往往只考虑其中一种安装误差，处理的

过程通常是分析安装误差对齿距偏差评定结果的影响，在结果处进行安装误差的补偿。

[0009] 本发明旨在对带有安装误差的齿轮进行测量，得到安装误差影响下的齿轮测量数

据，通过发明的评定方法将齿轮测量数据修正到理想安装位置并根据标准ISO1328-1：2013

对齿轮齿距偏差进行评定，得到理想位置下的齿轮齿距偏差数值并评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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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10] 为解决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新的安装误差影响下的齿轮齿

距偏差的评定方法。该方法将安装误差分为齿轮回转轴误差、齿轮倾斜误差和齿轮几何偏

心误差，通过对回转轴的确定、齿轮上端面法矢量的确定以及基圆圆心的反求建立机器坐

标系与工件坐标系之间的变换关系，从而将安装误差影响下的齿距测量点修正到理想安装

位置，根据标准ISO1328-1：2013对齿距偏差进行评定，得到理想安装位置下的齿距偏差评

定结果并评定等级。

[0011]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安装误差影响下的渐开线圆柱直齿轮齿距偏差评定方

法，该方法的实现过程如下：

[0012] 1)建立机器坐标系O0-X0Y0Z0，在机器坐标系下对被测齿轮进行测量，测量位置包

括被测齿轮芯轴的上下两个截面点、被测齿轮上端面点、任意一组右齿廓点和齿距测量点；

[0013] 2)根据机器坐标系下被测齿轮芯轴的两个截面点，作最小二乘圆拟合，得到两个

截面的圆心坐标，以两个截面圆心连线方向为Z1轴方向，取向上为正方向，将坐标系O0-

X0Y0Z0依次绕X0轴和Y0轴旋转使Z0轴与Z1轴平行，在平面X0O0Y0内通过坐标系的平移使Z0轴与

Z1轴重合，得到坐标系O1-X1Y1Z1。建立坐标系O0-X0Y0Z0与坐标系O1-X1Y1Z1之间的变换关系，

得到坐标系O1-X1Y1Z1下的齿轮测量点，并将被测齿轮的测量点还原到初始位置；

[0014] 3)根据O1-X1Y1Z1坐标系下被测齿轮上端面测量点作平面拟合，得到被测齿轮上端

面平面方程及其法向量，以该法向量方向为Z2轴方向，取向上为正，以Z1轴与被测截面的交

点O2为原点。将坐标系O1-X1Y1Z1依次绕X1轴和Y1轴旋转使Z1轴与Z2轴平行，通过坐标系的平

移使O1点与O2点重合，得到坐标系O2-X2Y2Z2；

[0015] 4)建立坐标系O1-X1Y1Z1与坐标系O2-X2Y2Z2之间的变换关系。得到坐标系O2-X2Y2Z2

下的被测齿轮齿距测量点，由于安装误差的存在，使得齿距实际测量位置偏离被测截面的

分度圆，因此在坐标系O2-X2Y2Z2下对被测齿轮齿距测量点位置进行修正；

[0016] 5)根据坐标系O2-X2Y2Z2下修正后的齿廓测量点建立最小二乘目标方程，通过牛顿

迭代法求解被测齿轮的基圆圆心，在X2O2Y2平面上平移坐标系O2-X2Y2Z2，使Z2轴通过基圆圆

心，建立工件坐标系Ow-XwYwZw，得到坐标系O2-X2Y2Z2与坐标系Ow-XwYwZw之间的变换关系，得

到工件坐标系下的齿距测量点；

[0017] 6)在工件坐标系Ow-XwYwZw下根据标准ISO1328-1：2013对被测齿轮的齿距偏差进

行评定，通过计算被测齿轮齿距测量点所在渐开线相对于基圆圆心的旋转角得到齿距偏差

数值，从而修正安装误差对齿距偏差评定的影响。

[0018] 齿轮的理想安装位置为修正安装误差后的工件坐标系位置。被测齿轮芯轴的上下

两个截面点或者为齿轮外圆的两个截面点。

[0019] 本发明的优势在于：

[0020] 对带有安装误差的齿轮进行测量，得到安装误差影响下的齿距测量数据，通过发

明的评定方法将测量数据修正到理想安装位置并根据标准ISO1328-1：2013对齿轮齿距偏

差进行评定，得到理想位置下的齿轮齿距偏差数值并评定等级，从而修正了安装误差对齿

距偏差评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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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1] 图1机器坐标系的建立示意图。

[0022] 图2齿轮齿数编号示意图。

[0023] 图3齿距测量点的修正示意图。

[0024] 图4工件坐标系的建立示意图。

[0025] 图5渐开线圆柱齿轮齿距偏差评定模型示意图。

[0026] 图6是本发明方法的实施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使本发明的推导过程更加清晰，以下结合附图及推导公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

明。

[0028] 建立如图1所示的机器坐标系O0-X0Y0Z0，以齿轮测量中心的回转轴与旋转平台的

交点为原点，X,Y,Z三轴导轨方向为坐标轴方向。在机器坐标系O0-X0Y0Z0下对齿轮进行测

量，测量位置包括被测齿轮芯轴的上下两个截面点、被测齿轮上端面点、任意一组右齿廓点

和齿距测量点。

[0029] 在齿轮测量中心回转轴示数为零时对芯轴截面和齿轮上端面进行测量，将此位置

作为齿轮测量时的初始位置，此时保证齿轮测量中心回转轴不动，只操作X0、Y0和Z0轴变化。

将芯轴截面点记为{P0Aj_k(X0Aj_k，Y0Aj_k，Z0Aj_k)}；齿轮上端面点记为{P0Uj(X0Uj，Y0Uj，Z0Uj)}；

[0030] 齿廓和齿距点的测量需要回转轴和X0、Y0和Z0轴四轴联动进行测量，将右齿廓点记

为 左右齿距测量点记为 和

[0031] 其中，L和R分别表示左右齿面，i表示第i个齿，j表示第j个点，k代表第k个截面，U

代表齿轮上端面，A代表芯轴表面。

[0032] 齿数排序如图2所示，在测量初始位置下，以X0下方第一个右齿面(包括与X0轴相

交)所在齿为第1齿，以顺时针方向递增。

[0033] 对两组芯轴表面点进行最小二乘圆拟合，得到芯轴两截面圆心坐标(A10,B10,Z10)

和(A20,B20,Z20)以及回转轴方程。

[0034] 如图1所示，以回转轴所在方向为Z1轴方向，以Z1轴与平面X0O0Y0的交点O1为原点，

通过将坐标系O0-X0Y0Z0平移使O0点和O1点重合，通过依次绕X0轴和Y0轴旋转使得Z0轴与Z1轴

重合，从而得到坐标系O1-X1Y1Z1。

[0035] 建立坐标系O0-X0Y0Z0和O1-X1Y1Z1之间的转换关系为：

[0036]

[0037] 为回转轴与平面X0O0Y0的交点坐标，γ0
x和γ0

y为绕X0轴和Y0轴旋转的

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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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上述变换即为修正回转轴误差。此时，在坐标系O1-X1Y1Z1下将齿距测量点还原到

初始位置，得到{P1Li(X1Li，Y1Li，Z1Li)}和{P1Ri(X1Ri，Y1Ri，Z1Ri)}。

[0039] 对齿轮上端面点进行最小二乘平面拟合，得到齿轮上端面法矢量记为

[0040] 如图1所示，以回转轴与被测截面的交点为 为原点，法矢量方向为Z2轴

方向，建立坐标系O2-X2Y2Z2。得到坐标系O1-X1Y1Z1和O2-X2Y2Z2之间的转换关系为：

[0041]

[0042] γ1
x和γ1

y为绕X1轴和Y1轴旋转的角度

[0043] 上述变换即为修正齿轮倾斜误差。此时，在坐标系O2-X2Y2Z2下将齿距测量点修正

到被测截面X2O2Y2上，如图3所示。修正后的齿距点记为{P2Li(X2Li，Y2Li，0)}和{P2Ri(X2Ri，Y2Ri，

0)}。

[0044] 根据齿廓测量点建立最小二乘目标方程，求解得到基圆圆心坐标记为Ow0(aw0，bw0)

[0045] 平移坐标系O2-X2Y2Z2，使 与得到的圆心 (aw0,bw0)重合，建立图4所示的工件

坐标系Ow-XwYwZw。坐标系O2-X2Y2Z2与工件坐标系Ow-XwYwZw之间的变换关系为：

[0046]

[0047] 上述变换即为修正齿轮几何偏心误差。此时，得到工件坐标系下齿距测量点为

{PwLi(XwLi，YwLi，0)}和{PwRi(XwRi，YwRi，0)}。

[0048] 在工件坐标系下对齿轮齿距偏差进行评定，建立如图5所示的设计渐开线方程：

[0049]

[0050] ξ为渐开线的展角。α为压力角。θ为展开角。

[0051] 左齿廓设计渐开线以Yw轴与基圆的交点为起点，其方程为：

[0052]

[0053] 计算每个齿距测量点对应的渐开线展开角ξRi。

[0054] 根据展开角ξRi，计算设计渐开线的坐标值为(xwD_Ri,ywD_Ri)。

[0055] i表示第i个齿。

[0056] 将设计渐开线绕着工件坐标系原点旋转，使设计渐开线通过实际渐开线的各个测

量点，计算旋转角γ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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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此时γRi即为每个齿距测量点所在渐开线的偏差，以此将偏离分度圆的齿距测量

点修正到分度圆上，得到齿距偏差值。

[0058] 以第一齿右齿面为基准，认为第一齿右齿面所在位置为设计渐开线位置，根据标

准ISO1328-1：2013对齿轮齿距偏差的定义可得到相对于齿面1的齿距累积偏差为：

[0059]

[0060] 其中： 为分度圆半径，m为模数，z为齿数，。

[0061] 齿距累积总偏差为：

[0062] Fp＝max(Fpi)-min(Fpi)

[0063] 逐齿单个齿距偏差：

[0064] fpi＝Fpk-Fpk-1

[0065] 单个齿距偏差：

[0066] fp＝max|fpi|＝max(Fpk-Fpk-1)

[0067] 通过Matlab对上述安装误差影响下的齿距偏差评定算法进行仿真。以模数为5mm，

齿数18，分度圆直径为90mm的渐开线圆柱齿轮为例，依据国际齿轮标准ISO1328-1：2013中

规定2级精度选取仿真给定数据为：

[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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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0070] 根据本发明研究的安装误差给定各项误差数值分别为：

[0071]

[0072] 通过MATLAB生成带有安装误差的机器坐标系下的齿距测量点为：

[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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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0075] 根据本发明的算法对上述齿距测量数据进行齿距偏差评定，得到仿真图形及齿距

偏差数值：

[0076] 若不进行安装误差的修正，直接对上述齿距测量数据进行齿距偏差评定，得到仿

真图形及齿距偏差数值。

[0077] 得到给定齿距偏差数值与仿真结果对照表。

[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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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0080]

[0081] 由上述对照表可以看出对于模数为5mm，齿数18，分度圆直径角90mm的2级渐开线

圆柱直齿轮，通过本发明安装误差影响下的齿距偏差评定方法对带有安装误差的齿距测量

数据进行评定得到的评定结果与给定值基本一致，齿轮评定等级相同；不进行安装误差的

修正直接对带有安装误差的齿距测量数据进行评定得到评定结果与给定值相差较大，齿轮

评定等级为7级，远远大于给定等级。证明本发明安装误差影响下的齿距偏差评定方法修正

了安装误差的影响，算法正确可行。

说　明　书 8/8 页

10

CN 108645322 B

10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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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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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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