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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大型零度弧齿锥齿轮成形铣削加工方
法及加工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齿轮加工领域，
具体的说是一种
大型零度弧齿锥齿轮成形铣削加工方法及加工
装置。
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
将待加工的锥齿
轮坯安装在第一分度装置上，
将指形刀安装在第
二分度装置上，
通过第二分度装置调整指形刀的
角度，
以使指形刀的中轴线垂直于锥齿轮坯的锥
面；
2）、
控制指形刀沿水平和竖直方向运动，
使指
形刀在锥齿轮坯的锥面上形成相对插补运动，
由
旋转工作台驱动锥齿轮坯转动，
完成锥齿轮坯上
一条弧齿的加工；
3）、通过第一分度装置均匀调
整锥齿轮坯在第一分度装置上的夹装角度，
然后
重复步骤2）完成锥齿轮坯上其余弧齿的加工，
得
到零度弧齿锥齿轮。
本发明旨在降低大型零度弧
齿锥齿轮的生产周期和加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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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大型零度弧齿锥齿轮成形铣削加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1）、将待加工的锥齿轮坯（10）通过旋转工作台（8）同心安装在水平分布的第一分度装
置（7）上，
将指形刀（11）安装在第二分度装置（12）上，
通过第二分度装置（12）调整指形刀
（11）的角度，
以使指形刀（11）的中轴线垂直于锥齿轮坯（10）的锥面；
2）、控制指形刀（11）沿水平和竖直方向运动，
使指形刀（11）在锥齿轮坯（10）的锥面上
形成相对插补运动，
且在指形刀（11）位于锥齿轮坯（10）的锥面上插补运动的同时，
由旋转
工作台（8）驱动锥齿轮坯（10）转动，
完成锥齿轮坯（10）上一条弧齿的加工；
3）、通过第一分度装置（7）均匀调整锥齿轮坯（10）在第一分度装置（7）上的夹装角度，
然后重复步骤2）完成锥齿轮坯（10）上其余弧齿的加工，
得到零度弧齿锥齿轮。
2 .一种大型零度弧齿锥齿轮成形铣削加工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底座（6），
在底座（6）
的一侧固定设有水平分布的第一分度装置（7），
第一分度装置（7）上同心固定设有旋转工作
台（8），
旋转工作台（8）的旋转输出部上固定设有用于夹持锥齿轮坯（10）的夹具（9）；
在底座
（6）的另一侧设有可沿水平方向在底座（6）上滑动的床身（3），
床身（3）上朝向第一分度装置
（7）的一侧设有可沿竖直方向在床身（3）上滑动的第二分度装置（12），
第二分度装置（12）上
固定设有指形刀（11），
且第二分度装置（12）的中心轴线沿水平方向分布。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大型零度弧齿锥齿轮成形铣削加工装置，
其特征在于：
在
床身（3）上设有沿竖直方向分布的第一导轨（2），
第一导轨（2）上滑动设有第一溜板箱（1），
第二分度装置（12）固定在第一溜板箱（1）上。
4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大型零度弧齿锥齿轮成形铣削加工装置，
其特征在于：
在
底座（6）上设有沿水平方向分布的第二导轨（5），
第二导轨（5）上滑动设有第二溜板箱（4），
床身（3）固定在第二溜板箱（4）上。
5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大型零度弧齿锥齿轮成形铣削加工装置，
其特征在于：
旋
转工作台（8）中设有用于驱动夹具（9）转动的伺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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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型零度弧齿锥齿轮成形铣削加工方法及加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齿轮加工领域，
具体的说是一种大型零度弧齿锥齿轮成形铣削加工方
法及加工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石油、
矿山、冶金、船舶、煤炭、
电力等行业主机设备日趋大型化，
直径在
2000mm以上的大规格高精度零度弧齿锥齿轮的需求越来越大，
中国虽然是世界制造大国，
但航天、
航海和汽车工业核心零部件——国内相关大型设备中的大规格弧齿锥齿轮只能依
赖进口，
或降低对齿轮的设计要求，
这就严重制约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
[0003] 由于传统的零度弧齿锥齿轮加工理论中建立了轮坯直径和刀盘直径的强制关系，
大直径零度弧齿锥齿轮的加工必须采用高刚性螺旋锥齿轮机床驱动大直径刀盘展成齿面，
从而导致加工生产周期长和加工成本高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大型零度弧齿锥齿轮成形铣削加工方法及加工装置，
以降低
大型零度弧齿锥齿轮的生产周期和加工成本。
[0005] 为了解决以上技术问题，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大型零度弧齿锥齿轮成形铣削加工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1）、将待加工的锥齿轮坯通过旋转工作台同心安装在水平分布的第一分度装置上，
将
指形刀安装在第二分度装置上，
通过第二分度装置调整指形刀的角度，
以使指形刀的中轴
线垂直于锥齿轮坯的锥面；
2）、控制指形刀沿水平和竖直方向运动，
使指形刀在锥齿轮坯的锥面上形成相对插补
运动，
且在指形刀位于锥齿轮坯的锥面上插补运动的同时，
由旋转工作台驱动锥齿轮坯转
动，
完成锥齿轮坯上一条弧齿的加工；
3）、
通过第一分度装置均匀调整锥齿轮坯在第一分度装置上的夹装角度，
然后重复步
骤2）完成锥齿轮坯上其余弧齿的加工，
得到零度弧齿锥齿轮。
[0006] 一种大型零度弧齿锥齿轮成形铣削加工装置，
包括底座，
在底座的一侧固定设有
水平分布的第一分度装置，
第一分度装置上同心固定设有旋转工作台，
旋转工作台的旋转
输出部上固定设有用于夹持锥齿轮坯的夹具；
在底座的另一侧设有可沿水平方向在底座上
滑动的床身，
床身上朝向第一分度装置的一侧设有可沿竖直方向在床身上滑动的第二分度
装置，
第二分度装置上固定设有指形刀，
且第二分度装置的中心轴线沿水平方向分布。
[0007] 优选的，
在床身上设有沿竖直方向分布的第一导轨，
第一导轨上滑动设有第一溜
板箱，
第二分度装置固定在第一溜板箱上。
[0008] 优选的，
在底座上设有沿水平方向分布的第二导轨，
第二导轨上滑动设有第二溜
板箱，
床身固定在第二溜板箱上。
[0009] 优选的，
旋转工作台中设有用于驱动夹具转动的伺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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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有益效果
本发明扩展了数控机床的应用范围，
摆脱了对齿轮加工专用机床和专用刀具的依赖
性；
抛弃了刀具直径和齿轮直径的关联，
使得刀具大小只取决于齿槽的尺寸；
利于对于大型
零度弧齿锥齿轮（直径3m以上）加工技术的优化研究，
对减小机床尺寸，
节约空间，
提高加工
精度，
改善传动性能。
[0011] 本发明的零度弧齿锥齿轮开拓出齿轮制造工艺新途径，
解决了国内对于超大型零
度弧齿锥齿轮的加工难题，
满足了大型零度弧齿锥齿轮在石油、矿山、冶金、
船舶、煤炭、
电
力等行业主机设备中的应用。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加工设备的主视图；
图2为图1的俯视图；
图3为加工过程中锥齿轮坯与指形刀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示意图；
图中标记：
1、
第一溜板箱，
2、
第一导轨，
3、
床身，
4、
第二溜板箱，
5、
第二导轨，
6、
底座，
7、
第一分度装置，
8、
旋转工作台，
9、
夹具，
10、
锥齿轮坯，
11、
指形刀，
12、
第二分度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如图1及图2所示，
本发明的一种一种大型零度弧齿锥齿轮成形铣削加工装置，
包
括底座6，
待加工的锥齿轮坯10设置在底座6上端面的左侧位置，用于将锥齿轮坯10铣削加
工成零度弧齿锥齿轮的指形刀11设置在底座6上端面的右侧位置。
[0014] 在底座6的左侧固定设有水平分布的第一分度装置7，
第一分度装置7的中心轴线
沿竖直方向分布。在第一分度装置7的中心位置设有旋转工作台8，
旋转工作台8中包括一个
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的机体随旋转工作平台一同固定连接在第一分度装置7上，
伺服电机的
输出轴上同轴固定设有夹具9，
以通过该夹具9将锥齿轮坯10安装在第一分度装置7上。使得
锥齿轮坯10即可在旋转工作平台的作用下转动，
以配合指形刀11进行单条弧形齿的铣削加
工，
又可在第一分度装置7的作用下转动，
以完成所有弧形齿的铣削加工，
进而加工出零度
弧齿锥齿轮。
[0015] 在底座6的右侧设有沿底座6长度方向分布且水平的第二导轨5，
第二导轨5上滑动
设有第二溜板箱4，
第二溜板箱4上固定设有床身3。在床身3的左侧设有沿竖直方向分布的
第一导轨2，
第一导轨2上滑动设有第一溜板箱1，
第一溜板箱1设有竖直分布的第二分度装
置12，
第二分度装置12的中心轴线沿水平方向分布。在床身3上还设有数控柜，
通过数控柜
控制第一溜板箱1、第二溜板箱4以及伺服电机在铣削加工过程中的运动。上述指形刀11固
定在第二分度装置12上，
并可通过第二分度装置12调整指形刀11的角度，
使得指形刀11的
中心轴线与锥齿轮坯10的锥面垂直。如图3所示，
当锥齿轮坯10的面锥角为δ时，
调整第二分
度装置12使得指形刀11与竖直方向之间的夹角为90-δ，
即可保证垂直关系。
[0016] 通过上述装置进行大型零度弧齿锥齿轮成形铣削加工包括以下步骤：
1）、将待加工的锥齿轮坯10夹装在夹具9上，
并保证锥齿轮坯10、伺服电机输出轴以及
第一分度装置7同心；
将指形刀11安装在第二分度装置12上，
通过第二分度装置12调整指形
刀11的角度，
以使指形刀11的中轴线垂直于锥齿轮坯10的锥面；
4

CN 109746529 A

说

明

书

3/3 页

2）、
控制第一溜板箱1沿第一导轨2滑动，
第二溜板箱4沿第二导轨5滑动，
以驱动指形刀
11沿水平和竖直方向运动，
继而使指形刀11在锥齿轮坯10的锥面上形成相对插补运动。在
指形刀11位于锥齿轮坯10的锥面上插补运动的同时，
由旋转工作台8驱动锥齿轮坯10转动，
从而完成锥齿轮坯10上一条弧齿的加工；
3）、
通过第一分度装置7均匀调整锥齿轮坯10在第一分度装置7上的夹装角度，
然后重
复步骤2）完成锥齿轮坯10上其余弧齿的加工，
即加工得到零度弧齿锥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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