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221771144.3

(22)申请日 2022.07.11

(73)专利权人 柳工柳州传动件有限公司

地址 545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河西

工业区一区A1-2/A1-1-2号地块

    专利权人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徐强　唐让祥　田乐乐　陈素姣　

余晓波　钟家怡　黎富亮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三环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4202

专利代理师 李群华

(51)Int.Cl.

F16H 3/20(2006.01)

F16H 57/023(2012.01)

F16H 61/32(2006.01)

F16H 63/3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两挡变速箱和电动作业机械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变速箱，为解决现有两挡变

速箱上同步器总成在低速时承受扭矩大的问题，

而提供一种两挡变速箱和电动作业机械，本实用

新型构造一种两挡变速箱，其包括输入轴总成、

中间轴总成、同步器总成、输出轴总成、与同步器

总成连接的换挡机构总成，所述输入轴总成包括

输入轴、转动连接的一挡主动齿轮和二挡主动齿

轮；所述同步器总成安装在所述输入轴上，位于

一挡主动齿轮和二挡主动齿轮之间，用于与一挡

主动齿轮或二挡主动齿轮接合；所述中间轴总成

包括中间轴、固定设置于所述中间轴上的一挡从

动齿轮和二挡从动齿轮、输出主动齿轮；一挡从

动齿轮和二挡从动齿轮对应与一挡主动齿轮和

二挡主动齿轮啮合。在本实用新型中，将同步器

总成布置在输入轴上，其承载的扭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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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两挡变速箱，包括输入轴总成、中间轴总成、同步器总成、输出轴总成、与同步器

总成连接的换挡机构总成，其特征在于：

所述输入轴总成包括输入轴、转动连接在输入轴上的一挡主动齿轮和二挡主动齿轮；

所述同步器总成包括可双向接合的同步器、与同步器的同步器齿套连接的换挡拨叉，

所述同步器安装在所述输入轴上，位于一挡主动齿轮和二挡主动齿轮之间，用于与一挡主

动齿轮或二挡主动齿轮接合；

所述中间轴总成包括中间轴、固定设置于所述中间轴上的一挡从动齿轮和二挡从动齿

轮、输出主动齿轮；一挡从动齿轮和二挡从动齿轮对应与一挡主动齿轮和二挡主动齿轮啮

合；

所述输出轴总成包括输出轴、固定设置于输出轴上的输出从动齿轮，输出从动齿轮与

输出主动齿轮啮合；

输入轴、中间轴和输出轴相互平行布置，各轴两端各自通过轴承转动安装于变速箱的

箱壳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两挡变速箱，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出主动齿轮布置在一挡从动

齿轮和二挡从动齿轮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两挡变速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换挡机构总成包括换挡推拉

杆、驱动换挡推拉杆在其轴向方向移动的换挡动力装置；所述换挡推拉杆与所述输入轴平

行布置，所述换挡拨叉与所述换挡推拉杆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两挡变速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换挡动力装置为步进丝杆直线

电机，其输出轴端部通过套筒和锁止螺母与所述换挡推拉杆端部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两挡变速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换挡动力装置包括电动机、齿

条，所述齿条端部与所述换挡推拉杆端部固定连接，所述电动机的输出轴上安装有与所述

齿条啮合的齿轮。

6.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两挡变速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换挡推拉杆的两端滑动安装

于所述两挡变速箱的箱壳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两挡变速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换挡推拉杆的两端通过直线轴

承安装于所述两挡变速箱箱壳的箱壁板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两挡变速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换挡机构总成包括安装于所

述两挡变速箱的箱壳内的滚珠丝杠、用于驱动所述滚珠丝杠的螺杆转动的换挡电机，所述

换挡拨叉与所述滚珠丝杠的螺母固定连接，所述螺杆与所述输入轴平行布置。

9.一种电动作业机械，其特征在于具有权利要求1‑8中任一项所述的两挡变速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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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挡变速箱和电动作业机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变速箱，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两挡变速箱和电动作业机械。

背景技术

[0002] 两挡变速箱通常用于以电动机为动力驱动装置车辆或轮式行走设备上，如汽车和

装载机。

[0003] 中国专利文献CN  113775708A公开了一种匹配新能源纯电动汽车的自动换挡两挡

减速器，在该减速器中，动力由电动机经输入轴输入，中间轴上安装同步器和一挡从动齿轮

和二挡从动齿轮，动力经中间轴总成传递至输出轴，经输出轴输出。

[0004]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同步器安装在中间轴上，变速箱处于低挡时同步器承受较大

扭矩。另外同步器位于一挡从动齿轮和二挡从动齿轮之间，中间轴上的输出主动齿轮须布

置在一挡从动齿轮和二挡从动齿轮之间区域之外，使得变速箱需要较大的空间用于布置输

出主动齿轮，箱内部齿轮轴向布置不紧凑。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现有两挡变速箱上同步器总成在低速时承受扭

矩大的问题，而提供一种两挡变速箱和电动作业机械，优化了变速箱动力传递路线，降低换

挡部件在低速时承受扭矩。

[0006] 本实用新型为实现其目的的技术方案是这样的：构造一种两挡变速箱，包括输入

轴总成、中间轴总成、同步器总成、输出轴总成、与同步器总成连接的换挡机构总成，其特征

在于：

[0007] 所述输入轴总成包括输入轴、转动连接的一挡主动齿轮和二挡主动齿轮；

[0008] 所述同步器总成包括可双向接合的同步器、与同步器的同步器齿套连接的换挡拨

叉，所述同步器安装在所述输入轴上，位于一挡主动齿轮和二挡主动齿轮之间，用于与一挡

主动齿轮或二挡主动齿轮接合；

[0009] 所述中间轴总成包括中间轴、固定设置于所述中间轴上的一挡从动齿轮和二挡从

动齿轮、输出主动齿轮；一挡从动齿轮和二挡从动齿轮对应与一挡主动齿轮和二挡主动齿

轮啮合；

[0010] 所述输出轴总成包括输出轴、固定设置于输出轴上的输出从动齿轮，输出从动齿

轮与输出主动齿轮啮合。

[0011] 在本实用新型中，将同步器总成布置在输入轴上，其承载的扭矩较小。

[0012] 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两挡变速箱中，所述输出主动齿轮布置在一挡从动齿轮和二

挡从动齿轮之间。所述输出主动齿轮的轴向布置位置与同步器总成相对，利用同步器总成

径向方向位于一挡从动齿轮和二挡从动齿轮之间的空间布置输出主动齿轮，有利于变速箱

内部布置紧凑，同时输出主动齿轮位于一挡从动齿轮和二挡从动齿轮之间，使得中间轴两

端的安装轴承受力相对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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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两挡变速箱中，所述换挡机构总成包括换挡推拉杆、驱动换

挡推拉杆在其轴向方向移动的换挡动力装置；所述换挡推拉杆与所述输入轴平行布置，所

述换挡拨叉与所述换挡推拉杆固定连接。

[0014] 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两挡变速箱中，所述换挡动力装置为步进丝杆直线电机，其

输出轴端部通过套筒和锁止螺母与所述换挡推拉杆端部固定连接；或者所述换挡动力装置

包括电动机、齿条，所述齿条端部与所述换挡推拉杆端部固定连接，所述电动机的输出轴上

安装有与所述齿条啮合的齿轮。

[0015] 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两挡变速箱中，所述换挡推拉杆的两端滑动安装于所述两挡

变速箱的箱壳上。进一步地，所述换挡推拉杆的两端通过直线轴承安装于所述两挡变速箱

箱壳的箱壁板上。

[0016] 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两挡变速箱中，所述换挡机构总成还可以是包括安装于所述

两挡变速箱的箱壳内的滚珠丝杠、用于驱动所述滚珠丝杠的螺杆转动的换挡电机，所述换

挡拨叉与所述滚珠丝杠的螺母固定连接，所述螺杆与所述输入轴平行布置。

[0017] 本实用新型为实现其目的的技术方案是这样的：构造一种电动作业机械，其特征

在于具有前述的两挡变速箱。该电动作业机械可以是装载机、农用拖拉机、压路机等等。

[0018]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在本实用新型中，将同步器总成布置在输入轴上，其

承载的扭矩较小。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两挡变速箱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两挡变速箱中换挡机构总成的第一实施方式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两挡变速箱中换挡机构总成的第二实施方式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是本发明变速箱的传动布置示意图。

[0023] 图中零部件名称及序号：

[0024] 输入轴10、二挡主动齿轮11、一挡主动齿轮12。

[0025] 中间轴20、二挡从动齿轮21、一挡从动齿轮22、输出主动齿轮23。

[0026] 输出轴30、输出从动齿轮31。

[0027] 同步器40、换挡拨叉41、固定销42。

[0028] 箱壳50。

[0029] 换挡机构总成60、步进丝杆直线电机61、换挡推拉杆62、直线轴承63、驱动电机64、

齿条65。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具体实施方案。

[0031]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中两挡变速箱，包括箱壳50、输入轴总成、中间轴总成、同步

器总成、输出轴总成、与同步器总成连接的换挡机构总成60。

[0032] 输入轴总成包括输入轴10、在输入轴10上转动连接的一挡主动齿轮12和二挡主动

齿轮11。输入轴10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转动连接在箱壳上。一挡主动齿轮12和二挡主动齿

轮11通过轴承转动安装于输入轴1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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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同步器总成包括可双向接合的同步器、与同步器的同步器齿套连接的换挡拨叉。

双向接合的同步器的轴向两侧均具有同步器锥环，同步器可通过两侧同步器锥环选择与对

应侧的齿轮接合或者与两侧齿轮同时保持脱开状态。同步器40安装在输入轴10上，位于一

挡主动齿轮12和二挡主动齿轮11之间，用于与一挡主动齿轮12或二挡主动齿轮11接合，使

动力由输入轴10经同步器40传递至一挡主动齿轮12或二挡主动齿轮11上。同步器40的同步

器齿毂通过花键与输入轴连接，换挡拨叉41与换挡机构总成60固定连接，同步器40通过其

两端面的同步器锥环与一挡主动齿轮12或二挡主动齿轮11接合连接。

[0034] 中间轴总成包括中间轴20、固定设置于中间轴20上的一挡从动齿轮22和二挡从动

齿轮21、输出主动齿轮23；一挡从动齿轮22和二挡从动齿轮21对应与一挡主动齿轮12和二

挡主动齿轮11啮合。输出主动齿轮23布置在一挡从动齿轮22和二挡从动齿轮21之间。输出

主动齿轮23的轴向布置位置与同步器相对，利用同步器的径向方向位于一挡从动齿轮22和

二挡从动齿轮21之间的空间布置输出主动齿轮23，有利于变速箱内部布置紧凑，同时输出

主动齿轮23位于一挡从动齿轮22和二挡从动齿轮21之间，使得中间轴20两端的安装轴承受

力相对均匀。输出轴总成包括输出轴30、固定设置于输出轴30上的输出从动齿轮31，输出从

动齿轮31与输出主动齿轮23啮合。一挡从动齿轮22、二挡从动齿轮21和输出主动齿轮23均

通过花键与中间轴连接。输出从动齿轮通过花键与输出轴连接。

[0035] 输入轴10、中间轴20和输出轴30相互平行布置，各轴两端各自通过轴承转动安装

于变速箱的箱壳上。

[0036] 换挡机构总成60包括换挡推拉杆62、驱动换挡推拉杆62在其轴向方向移动的换挡

动力装置；换挡推拉杆62与输入轴10平行布置，换挡拨叉41与换挡推拉杆62固定连接。

[0037] 如图2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换挡动力装置为步进丝杆直线电机61，其输出端与换

挡推拉杆62端部固定连接。换挡推拉杆62的两端通过直线轴承63安装于箱壳的壁板上，直

线轴承63用于减少换挡推拉杆62在轴向方向上移动的阻力。

[0038] 换挡拨叉41一端套装在换挡推拉杆62上，并通过固定销42固定连接。

[0039] 同步器的同步器齿毂通过花键与输入轴10连接，同步器齿套与换挡拨叉41连接。

步进丝杆直线电机61的正反转动，使得换挡推拉杆62作轴向方向的移动，换挡推拉杆62通

过换挡拨叉41推动同步器齿套向一挡主动齿轮12或二挡主动齿轮11方向移动，使得一挡主

动齿轮12或二挡主动齿轮11通过相应的同步器锥环与同步器接合。

[0040] 通过控制步进丝杆直线电机61，控制同步器与一挡主动齿轮12和二挡主动齿轮11

中的一个接合，或者都不接合，从而实现变速箱的一挡传动或者二挡传动，或者处于空挡。

[0041] 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电动作业机械，该电动作业机械可以是以电动机为动力装置

的装载机，也可以是农用拖拉机、压路机。在作业机械中，电动机与前述实施例中两挡变速

箱的输入轴10连接，通过控制步进丝杆直线电机61，使同步器40与一挡主动齿轮12或二挡

主动齿轮11接合。动力传递路线为：动力依次经输入轴10、同步器40、与同步器接合的一挡

主动齿轮12或二挡主动齿轮11、对应的一挡从动齿轮22或二挡从动齿轮21、中间轴20、输出

主动齿轮23、输出从动齿轮31传递至输出轴30，再经与输出轴30连接的传动轴传递至驱动

桥，实现作业机械行走驱动，传动路线如图4所示。

[0042] 在上述实施例中，同步器40布置在输入轴10上，相对于同步器布置在中间轴20或

输出轴30，输入轴10上的扭矩要小，因此同步器40上承受的扭矩较小。将同步器40布置在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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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轴10上，可降低其扭矩承载要求，增长同步器40使用寿命。另外输出主动齿轮23布置在一

挡从动齿轮22和二挡从动齿轮21之间，轴向布置位置与同步器40相对，利用同步器40的径

向方向上的空间，有利于变速箱内部布置紧凑，同时输出主动齿轮23位于一挡从动齿轮22

和二挡从动齿轮21之间，处于中间轴的中部位置，使得中间轴两端的安装轴承受力相对均

匀。

[0043] 在本实施例中提供的两挡变速箱中，换挡机构总成60的第二实施方式如图3所示。

在该实施方式中，换挡动力装置由驱动电机64、齿轮、齿条65组成。齿轮固定安装于驱动电

机64的输出轴上，齿轮与齿条65啮合，齿条65一端与换挡推拉杆62端部固定连接，换挡推拉

杆62的两端可滑移地安装于箱壳的壁板上。同步器40的换挡拨叉41一端套装在换挡推拉杆

62上，并通过固定销42固定连接。通过啮合的齿轮与齿条65，将驱动电机64的转动转化为直

线移动，推动换挡推拉杆62轴向移动，通过换挡拨叉41使得同步器与一挡主动齿轮12或二

挡主动齿轮11接合而实现一挡、二挡或空挡的换挡。

[0044] 换挡动力装置由驱动电机64、齿轮、齿条65组成，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与齿条的运动

方向垂直，驱动电机不在齿条的运动方向上，从而方便驱动电机的安装。

[0045] 通过控制驱动电机64，从而控制同步器与一挡主动齿轮12和二挡主动齿轮11中的

一个接合，或者与一挡主动齿轮12和二挡主动齿轮11都不接合，从而实现变速箱的一挡传

动、二挡传动，或者处于空挡。

[0046] 在本实施例中还提供另一种换挡机构总成的实施方式，该换挡机构总成包括安装

于两挡变速箱的箱壳内的滚珠丝杠、用于驱动滚珠丝杠的螺杆转动的换挡电机，同步器总

成的换挡拨叉与滚珠丝杠的螺母固定连接，螺杆与所述输入轴平行布置。通过控制换挡电

机的转动，实现滚珠丝杠的螺母的轴向位置控制，从而实现控制同步器与一挡主动齿轮12

和二挡主动齿轮11中的一个接合，或者与一挡主动齿轮12和二挡主动齿轮11都不接合，从

而实现变速箱的一挡传动、二挡传动，或者处于空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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