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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改善珩齿加工的方法，属

于齿轮机械制造领域。本发明将间齿珩齿加工方

法中没有应用的顶刃啮合段加以应用，实现齿根

部分齿面二次光整加工，提高表面质量。也可以

进行齿顶预加工和齿顶修缘或倒棱，增加珩齿加

工机床的功能。这种方法可以提高齿轮的加工质

量，降低加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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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善珩齿加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利用间齿珩齿加工方法中的两段顶

刃啮合过程，来进行预加工和二次加工，完成齿顶修缘或倒棱；

间齿珩齿加工时，珩磨轮与齿轮接触点在齿面上分布共分为AB段、BC段、CD段；AB段为

齿轮顶刃啮合过程，是被加工齿轮齿顶在珩磨轮表面刮行的过程；BC段为渐开螺旋面啮合

过程，由两个标准渐开螺旋面啮合而形成；CD段为珩磨轮顶刃啮合过程，是珩磨轮齿顶在被

加工齿轮表面刮行；在间齿珩齿加工方法中，主要应用BC段过程完成珩齿加工，AB段和CD段

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假设珩磨轮沿着v的方向即齿轮齿宽方向进刀加工，BC段是珩磨轮在

当前轴向位置的接触线，BC段以上的部分还未被加工，BC段以下的部分已经完成加工；间齿

珩齿加工方法的AB段接触点迹线是未加工部分的齿顶，利用这一段对齿轮的齿顶进行预加

工，减少BC段加工齿顶的加工余量，也利用AB段实现齿顶修缘或倒棱功能，使间齿珩齿加工

方法的功能增加；间齿加工方法的CD段接触点迹线是已加工部分的靠近齿根的齿面，利用

这一段完成这部分齿面的二次加工；

AB段用来加工的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1.1建立空间交错轴啮合坐标系，其中Ss(Os-xs,ys,zs)和Sg(Og-xg,yg,zg)分别是珩

磨轮和齿轮所在的静止坐标系，zs轴和zg轴分别与珩磨轮和齿轮的轴线重合，表示静态下珩

磨轮与齿轮轴线，S1(O1-x1,y1,z1)和S2(O2-x2,y2,z2)分别是与珩磨轮和齿轮固连的运动坐

标系，z1轴和z2轴分别与珩磨轮和齿轮的轴线重合，表示动态下珩磨轮与齿轮轴线， 和

为珩磨轮与齿轮的转动角度，rp1和rp2分别为珩磨轮与齿轮的工作节圆半径，λ是珩磨轮与

齿轮的轴交角,P是珩磨轮与齿轮的节点；AB段的主要功能有两种，一是完成预加工，二是完

成齿顶修缘或倒棱；对于这两种功能，珩磨轮的表面均为理想渐开螺旋面，螺旋面上任一点

矢量坐标表示为 μ1和θ1是任意可表示珩磨轮螺旋面的两个参数；对于第一种功

能，齿轮的齿面也是理想渐开螺旋面，对于第二种功能，齿轮的齿面中间部分为理想渐开螺

旋面，齿顶部分的形状与设计要求相关，包括倒棱、圆弧和二次曲线等，无论是哪一种齿面，

加工过程都是相同的，将齿面上任一点矢量坐标表示为 μ2和θ2是任意表示齿

轮齿面的两个参数；

步骤1.2通过步骤1.1中给出的珩磨轮表面和齿轮表面的表达式，根据空间啮合原理，

两个表面在接触时满足

其中 与 为在Sg坐标系中珩磨轮螺旋面上任一点矢量坐标与齿轮齿面上任一点矢

量坐标的表达式，由 与 经坐标变换得出；经坐标变换引入变量珩磨轮转角 故

同 啮合接触时，两点重合，故有等式 该等式包

含3个方程6个变量； 与 为在Sg坐标系中珩磨轮螺旋面上任一点的单位法向量与齿轮

齿面上任一点的单位法向量；其中 啮合接触时，两点

法向量重合，故有等式 该等式也含3个方程6个变量；联立方程组 得到

与 的关系，将μ1,θ1,μ2,θ2, 全部用 表示；

步骤1.3通过步骤1.2珩磨轮的转角，算出满足要求的齿轮的转角，AB段的加工过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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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着一个 与 的数组：

其中 分别表示接触啮合时第i组转角数据中珩磨轮与齿轮的转角；将这

个数组输入到控制系统中，使珩齿机按照数组中的规律控制珩磨轮和齿轮运动，完成AB段

要完成的预加工和齿顶修缘或倒棱；

CD段用来加工的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2.1按照AB段加工步骤1.1中的方式建立坐标系；CD段为珩磨轮齿顶在齿轮表面刮

行，标准珩磨轮齿顶是一条棱线，棱线在齿面上刮行易磨损，本方法将珩磨轮齿顶设计成圆

弧状或二次曲线等鼓形曲线；在S1坐标系中，齿顶圆弧方程为 ξ1为圆弧的参数；CD

段是珩磨轮对已加工的齿面进行二次加工，这个过程是一个光整加工的过程；齿轮齿面为

理想渐开螺旋面，其上任一点矢量坐标为

步骤2.2步骤1.1中给出了珩磨轮表面任一点矢量坐标和齿轮表面任一点矢量坐标的

表达式，根据空间啮合原理，两个表面在接触时满足

其中 为在Sg坐标系中珩磨轮齿面任一点的单位法向量， 为在Sg坐标系中齿轮齿面

任一点的单位法向量，求解方程组后，得到 与 的关系，ξ1,μ2,θ2, 全部用

表示；

步骤2.3通过步骤2.2根据珩磨轮的转角，算出满足要求的齿轮的转角，CD段的加工过

程对应着一个 与 的数组：

将这个数组输入到控制系统中，使珩齿机按照数组中的规律控制珩磨轮和齿轮运动，

完成CD段要完成的齿面光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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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善珩齿加工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改善珩齿加工的方法，属于齿轮机械制造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珩齿加工技术是一种硬齿面精加工方法。其原理是利用珩磨轮与被加工齿轮啮合

运动时产生的压力和相对滑动速度来实现的。珩齿的整个运动过程与剃齿相似，不同之处

在于珩齿是采用与磨齿相似的刀具，具有几何形状不明确的切削刃。珩齿的精度可以达到6

～7级。

[0003] 珩齿可分为外啮合珩齿和内啮合珩齿，外啮合珩齿又可分为外齿珩磨轮珩齿和蜗

杆形珩磨轮珩齿。外齿珩磨轮珩齿工艺效率高、成本低，珩齿机床结构简单、操作方便等优

点，但存在两个致命的缺点，第一，不能提高齿形精度，并产生中凹齿形；第二，珩磨轮保持

精度时间短。珩齿过程由于切削速度较低，不会出现磨削烧伤和裂纹等表面缺陷，因此珩齿

过的齿面具有较好的齿面完整性。同时，珩齿可以减少热处理时产生的残余应力，增加表面

压应力，延长了齿轮的使用寿命。珩齿所产生的纹理是非周期的微观结构，降低了齿轮啮合

过程中的噪声，增加了工作的平稳性。随着电镀CBN技术的发展，硬基体CBN珩磨轮的出现使

得硬齿面珩齿技术得到推广，硬基体珩磨轮除了可以实现传统珩齿的光整功能，还使得对

齿形误差、齿距误差、齿向误差的纠正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0004] 为了解决外啮合珩齿产生中凹齿形的问题，间齿珩齿加工方法被提出。但是间齿

珩齿加工方法中主要应用的是渐开线啮合段完成加工，对顶刃啮合段的缺少利用。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进一步改善珩齿加工齿轮的质量，使珩齿具备更多的功能，本发明提出了一

种改善珩齿加工齿轮的方法，该方法利用间齿珩齿加工方法中的两段顶刃啮合过程，来进

行预加工和二次加工，以提高齿面质量，完成齿顶修缘或倒棱。

[0006] 间齿珩齿加工时，珩磨轮与齿轮接触点在齿面上分布如图1所示。珩磨轮与齿轮接

触点在齿面上分布共分为AB段、BC段、CD段；AB段为齿轮顶刃啮合过程，是被加工齿轮齿顶

在珩磨轮表面刮行的过程。BC段为渐开螺旋面啮合过程，由两个标准渐开螺旋面啮合而形

成。CD段为珩磨轮顶刃啮合过程，是珩磨轮齿顶在被加工齿轮表面刮行。在间齿珩齿加工方

法中，主要应用BC段过程完成珩齿加工，AB段和CD段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假设珩磨轮沿着

图1中v的方向即齿轮齿宽方向进刀加工，BC段是珩磨轮在当前轴向位置的接触线，BC段以

上的部分还未被加工，BC段以下的部分已经完成加工。间齿珩齿加工方法的AB段接触点迹

线是未加工部分的齿顶，利用这一段对齿轮的齿顶进行预加工，减少BC段加工齿顶的加工

余量，也可以利用AB段实现齿顶修缘或倒棱功能，使间齿珩齿加工方法的功能增加。间齿加

工方法的CD段接触点迹线是已加工部分的靠近齿根的齿面，可以利用这一段完成这部分齿

面的二次加工，提高加工质量。

[0007] AB段用来加工的具体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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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步骤1.1建立图2所示空间交错轴啮合坐标系，其中Ss(Os-xs,ys,zs)和Sg(Og-xg,yg,

zg)分别是珩磨轮和齿轮所在的静止坐标系，zs轴和zg轴分别与珩磨轮和齿轮的轴线重合，

表示静态下珩磨轮与齿轮轴线，S1(O1-x1,y1,z1)和S2(O2-x2,y2,z2)分别是与珩磨轮和齿轮

固连的运动坐标系，z1轴和z2轴分别与珩磨轮和齿轮的轴线重合，表示动态下珩磨轮与齿轮

轴线， 和 为珩磨轮与齿轮的转动角度，rp1和rp2分别为珩磨轮与齿轮的工作节圆半径，λ

是珩磨轮与齿轮的轴交角,P是珩磨轮与齿轮的节点。AB段的主要功能有两种，一是完成预

加工，二是完成齿顶修缘或倒棱。对于这两种功能，珩磨轮的表面均为理想渐开螺旋面，螺

旋面上任一点矢量坐标表示为 μ1和θ1是任意可表示珩磨轮螺旋面的两个参数。

对于第一种功能，齿轮的齿面也是理想渐开螺旋面，对于第二种功能，齿轮的齿面中间部分

为理想渐开螺旋面，齿顶部分的形状与设计要求相关，包括倒棱、圆弧和二次曲线等，无论

是哪一种齿面，加工过程都是相同的，将齿面上任一点矢量坐标表示为 μ2和θ2

是任意可表示齿轮齿面的两个参数。

[0009] 步骤1.2通过步骤1.1中给出的珩磨轮表面和齿轮表面的表达式，根据空间啮合原

理，两个表面在接触时满足

[0010]

[0011] 其中 与 为在Sg坐标系中珩磨轮螺旋面上任一点矢量坐标与齿轮齿面上任一

点矢量坐标的表达式，可由 与 经坐标变换得出。经坐标变换引入变量珩磨轮转角 故

同 啮合接触时，两点重合，故有等式 该等

式包含3个方程6个变量。 与 为在Sg坐标系中珩磨轮螺旋面上任一点的单位法向量与

齿轮齿面上任一点的单位法向量。其中 啮合接触时，

两点法向量重合，故有等式 该等式也含3个方程6个变量。联立方程组

可得到 与 的关系，将μ1,θ1,μ2,θ2, 全部用 表示。

[0012] 步骤1.3通过步骤1.2珩磨轮的转角，算出满足要求的齿轮的转角，AB段的加工过

程对应着一个 与 的数组：

[0013]

[0014] 其中 (i＝1～n)分别表示接触啮合时第i组转角数据中珩磨轮与齿轮的转

角。将这个数组输入到控制系统中，使珩齿机按照数组中的规律控制珩磨轮和齿轮运动，完

成AB段要完成的预加工和齿顶修缘或倒棱。

[0015] CD段用来加工的具体步骤如下：

[0016] 步骤2.1按照AB段加工步骤1.1中的方式建立坐标系，如图2。CD段为珩磨轮齿顶在

齿轮表面刮行，标准珩磨轮齿顶是一条棱线，棱线在齿面上刮行易磨损，本方法将珩磨轮齿

顶设计成圆弧状或二次曲线等鼓形曲线，增加其使用寿命。在S1坐标系中，齿顶圆弧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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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1为圆弧的参数。CD段是珩磨轮对已加工的齿面进行二次加工，这个过程是一个

光整加工的过程，提高齿轮表面质量。齿轮齿面为理想渐开螺旋面，其上任一点矢量坐标为

[0017] 步骤2.2步骤1.1中给出了珩磨轮表面任一点矢量坐标和齿轮表面任一点矢量坐

标的表达式，根据空间啮合原理，两个表面在接触时满足

[0018]

[0019] 其中 为在Sg坐标系中珩磨轮齿面任一点的单位法向量， 为在Sg坐标系中齿

轮齿面任一点的单位法向量，求解方程组后，得到 与 的关系，ξ1,μ2,θ2, 全

部用 表示。

[0020] 步骤2.3通过步骤2.2根据珩磨轮的转角，算出满足要求的齿轮的转角，CD段的加

工过程对应着一个 与 的数组：

[0021]

[0022] 将这个数组输入到控制系统中，使珩齿机按照数组中的规律控制珩磨轮和齿轮运

动，完成CD段要完成的齿面光整。

[0023] 本发明的改善珩齿加工的方法有以下显著特点：

[0024] 1、利用珩磨轮顶刃啮合过程进行加工，提高被加工齿轮齿根部分齿面的表面质

量，增加了其疲劳强度；

[0025] 2、利用齿轮顶刃啮合过程对齿顶进行预加工，减少了正式加工时的加工余量，从

而提高齿顶的加工质量；

[0026] 3、利用齿轮顶刃啮合过程可以进行齿顶修缘或倒棱，增加了珩齿机床的功能；

[0027] 4、该方法也可用于滚齿、剃齿和磨齿等加工方法，采用的刀具包括滚刀、剃齿刀、

蜗杆状砂轮和外啮合珩磨轮。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间齿珩齿加工中齿面上接触点迹线。

[0029] 图2为空间交错轴啮合坐标系。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具体加工实例对本发明进行说明：

[0031] 采用间齿珩齿加工方法加工斜齿圆柱齿轮，被加工齿轮参数：法向压力角αn2＝

20°，法向模数mn2＝4，齿数Z2＝56，螺旋角β2＝12°，右旋，齿顶高ha2＝4，齿根高hf2＝5。蜗杆

状砂轮参数：法向压力角αn1＝20°，法向模数mn1＝4，头数Z1＝3，螺旋升角γ1＝8°，右旋，齿

顶高ha1＝4.85，齿根高hf1＝5.5。

[0032] AB段用来加工的具体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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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1)建立图2所示坐标系，其中Ss(Os-xs,ys,zs)和Sg(Og-xg ,yg ,zg)分别是珩磨轮和

齿轮所在的静止坐标系，zs轴和zg轴分别与珩磨轮和齿轮的轴线重合，S1(O1-x1,y1,z1)和S2

(O2-x2,y2,z2)分别是与珩磨轮和齿轮固连的运动坐标系，z1轴和z2轴分别与珩磨轮和齿轮

的轴线重合， 和 为珩磨轮与齿轮的转动角度，rp1和rp2分别为珩磨轮与齿轮的工作节圆

半径，λ是珩磨轮与齿轮的轴交角,P是珩磨轮与齿轮的节点。AB段的主要功能有两种，一是

完成预加工，二是完成齿顶修缘或倒棱。对于这两种功能，珩磨轮的表面均为理想渐开螺旋

面，其上任一点矢量坐标表示为 μ1和θ1是任意可表示珩磨轮表面的两个参数。

对于第一种功能，齿轮的齿面也是理想渐开螺旋面，对于第二种功能，齿轮的齿面中间部分

为理想渐开螺旋面，齿顶部分的形状与设计要求相关，包括倒棱、圆弧和二次曲线等，无论

是哪一种，加工过程都是相同的，将齿轮齿面上任一点矢量坐标表示成 μ2和θ2

是任意可表示齿轮表面的两个参数。

[0034] (2)步骤(1)中给出了珩磨轮表面任一点矢量坐标和齿轮表面任一点矢量坐标的

表达式，根据空间啮合原理，两个表面在接触时满足

[0035]

[0036] 其中 为在Sg坐标系中珩磨轮齿面任一点的单位法向量， 为在Sg坐标系中齿

轮齿面任一点的单位法向量，求解方程组后，可以得到 与 的关系，μ1,θ1,

μ2,θ2, 全部可以用 表示。

[0037] (3)通过步骤(2)可以根据珩磨轮的转角，算出满足要求的齿轮的转角，AB段的加

工过程对应着一个 与 的数组：

[0038]

[0039] 将这个数组输入到控制系统中，使珩齿机按照数组中的规律控制珩磨轮和齿轮运

动，可以完成AB段要完成的预加工和齿顶修缘或倒棱。

[0040] CD段用来加工的具体步骤如下：

[0041] (1)按照AB段加工步骤(1)中的方式建立坐标系，如图2。CD段为珩磨轮齿顶在齿轮

表面刮行，标准珩磨轮齿顶是一条棱线，棱线在齿面上刮行很容易磨损，本专利将珩磨轮齿

顶设计成圆弧状，增加它的使用寿命。在S1坐标系中，齿顶圆弧方程为 ξ1为圆弧的

参数。CD段是珩磨轮对已加工的齿面进行二次加工，这个过程是一个光整加工的过程，提高

齿轮表面质量。齿轮齿面方程为理想渐开螺旋面

[0042] (2)步骤(1)中给出了珩磨轮表面任一点矢量坐标和齿轮表面任一点矢量坐标的

表达式，根据空间啮合原理，两个表面在接触时满足

[0043]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06735612 B

7



[0044] 其中 为在Sg坐标系中珩磨轮齿面任一点的单位法向量， 为在Sg坐标系中齿

轮齿面任一点的单位法向量，求解方程组后，可以得到 与 的关系，ξ1,μ2,θ2,

全部可以用 表示。

[0045] (3)通过步骤(2)可以根据珩磨轮的转角，算出满足要求的齿轮的转角，CD段的加

工过程对应着一个 与 的数组：

[0046]

[0047] 将这个数组输入到控制系统中，使珩齿机按照数组中的规律控制珩磨轮和齿轮运

动，可以完成CD段要完成的齿面光整。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06735612 B

8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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