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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双联齿精确对齿加工系统及方法，该系

统包括：平行设置的上、下料道、位于上料道末端

的插滚夹具和大齿轮插滚刀以及分别设置于插

滚夹具上的行星轮双联齿和设置于大齿轮插滚

刀上的小齿轮插滚刀，其中：大齿轮插滚刀上的

小齿轮插滚刀设置于同一刀排上，插滚夹具带动

工件加工双联齿两齿轮以逐步进给方式先由小

齿轮插滚刀加工小齿轮，再由大齿轮插滚刀加工

大齿轮。本发明能够消除双联齿对齿角度二次装

夹误差、对刀误差及测量误差，规避上述的缺陷

能够大大提高双联齿加工制造对齿角度的精度

和齿轮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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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联齿精确对齿加工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平行设置的上、下料道、位于上料

道末端的插滚夹具和大齿轮插滚刀以及分别设置于插滚夹具上的行星轮双联齿和设置于

大齿轮插滚刀上的小齿轮插滚刀，其中：大齿轮插滚刀上的小齿轮插滚刀设置于同一刀排

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的插滚夹具一次装夹行星轮双联齿，小

齿轮和大齿轮的齿轮加工共用同一个夹具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的行星轮双联齿中的大小两个齿轮齿数

和导程相同，两个齿轮的齿牙在规定的横截面内，两齿轮齿牙在圆周方向上，对齿角度4牙

平均误差0±0.099°。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的大齿轮插滚刀加工前无需检测小齿轮

齿牙进行对齿，消除检测误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的小齿轮插滚刀加工后小齿轮的齿向方

向上无尖刺，小齿轮的左齿面和右齿面的齿顶倒角平均。

6.一种基于上述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系统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通过刀排主轴固定

旋转，插滚夹具带动工件按程序进给，插滚夹具与工件轴之间设置有安装角，先由小齿轮插

滚刀加工小齿轮，再由大齿轮插滚刀加工大齿轮，插滚加工均为逐步进给完成。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工艺，其特征是，所述的小齿轮插滚刀加工小齿轮逐步进给10

次；所述的大齿轮插滚刀加工大齿轮逐步进给1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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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联齿精确对齿加工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的是一种汽车齿轮加工方法的技术，具体是一种利用插滚加工方法加

工行星轮双联齿精确对齿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行星轮双联齿是汽车变速器中应用比较特殊的零件，其大小两齿轮齿牙要求对

齐，如图2所示，要求在规定的横截面内，两齿轮齿牙在圆周方向上，对齿角度4牙平均误差0

±0.099°。目前现有的加工方式包括小齿轮插齿+大齿轮滚齿，即先插齿加工小齿轮，然后

再电子扫描寻找小齿轮齿牙基准，滚齿加工大齿轮，这种方式小齿轮的齿向方向上有尖刺，

小齿轮的左齿面和右齿面的齿顶倒角不平均，下工序珩齿后引起齿形形状偏差ffa超差，大

齿轮的齿面不能100％的滚到，不能满足对齿角度精度要求。另外也有工艺通过大小齿轮分

别滚齿后再焊接实现，而这种方式的大小齿轮对齿角度误差较大，齿轮精度较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不足，提出一种双联齿精确对齿加工系统及方

法，能够消除双联齿对齿角度二次装夹误差、对刀误差及测量误差，规避上述的缺陷能够大

大提高双联齿加工制造对齿角度的精度和齿轮精度。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5] 本发明涉及一种双联齿精确对齿加工系统，包括：平行设置的上、下料道、位于上

料道末端的插滚夹具和大齿轮插滚刀以及分别设置于插滚夹具上的行星轮双联齿和设置

于大齿轮插滚刀上的小齿轮插滚刀，其中：大齿轮插滚刀上的小齿轮插滚刀设置于同一刀

排上，插滚夹具带动工件加工双联齿两齿轮以逐步进给方式先由小齿轮插滚刀加工小齿

轮，再由大齿轮插滚刀加工大齿轮。

[0006] 所述的插滚夹具一次装夹行星轮双联齿，小齿轮和大齿轮的齿轮加工共用同一个

夹具上，不用更换夹具，消除二次装夹形成误差。

[0007] 所述的行星轮双联齿中的大小两个齿轮齿数和导程相同，两个齿轮的齿牙有严格

的对齿要求，在规定的横截面内，两齿轮齿牙在圆周方向上，对齿角度4牙平均误差0±

0.099°。

[0008] 所述的大齿轮插滚刀加工前无需检测小齿轮齿牙进行对齿，消除检测误差。

[0009] 所述的小齿轮插滚刀加工后小齿轮的齿向方向上无尖刺，小齿轮的左齿面和右齿

面的齿顶倒角平均。

[0010] 所述的插滚工艺加工方式为工件和刀具连续式旋分加工，其加工原理是将滚齿和

插齿运动相结合。

技术效果

[0011] 本发明插滚加工与现有的插齿加工相比：刀具安装不同，插滚刀具与工件轴有安

装角，插齿刀与工件轴是平行的。插齿加工是每牙直接插到底而插滚加工是逐步进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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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滚加工工件轴和刀具转速比插齿加工快且插滚加工效率可以比插齿加工快四倍左右。与

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采用一次装夹，加工小齿轮和大齿方法，不用测量齿牙，不用两次装

夹，不用二次对刀，插滚加工专机一次装夹，在两个工位分别加工两个齿轮，两把插滚刀安

装在一把刀排上，这样两把插滚刀与工件主轴位置相对是固定的，保证对齿角度合格率接

近100％，连续加工角度变动量稳定，成品缺陷无，降低报废。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双联齿行星轮对齿要求示意图；

[0014] 图中：A为双联齿剖视图；B为4牙平均角度误差示意图；

[0015] 图3为工件与插滚刀具的安装布局示意图；

[0016] 图中：β1为工件的螺旋角，β2为刀具的螺旋角，γ为刀具与工件轴的安装角；

[0017] 图4为插滚小齿轮示意图和实际插滚图；

[0018] 图中：A为示意图，B为实际加工图；

[0019] 图5为插滚大齿轮示意图和实际插滚图；

[0020] 图中：A为示意图，B为实际加工图；

[0021] 图6为插滚行星轮双联齿成品图；

[0022] 图7为实施例成品齿轮精度测量报告：

[0023] 图中：A为小齿轮齿形和齿向精度报告，B小齿轮累积和径跳精度报告；C为大齿轮

齿形和齿向精度报告，D大齿轮累积和径跳精度报告；

[0024] 图中：1上料道、2行星轮双联齿、3插滚夹具、4小齿轮插滚刀、5大齿轮插滚刀、6下

料道、7机械手。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如图1所示，为本实施例涉及的双联齿精确对齿加工系统，包括：平行设置的上、下

料道2、6、位于上料道2末端的插滚夹具3和大齿轮插滚刀5以及分别设置于插滚夹具3上的

行星轮双联齿2和设置于大齿轮插滚刀5上的小齿轮插滚刀4，其中：大齿轮插滚刀5上的小

齿轮插滚刀4设置于同一刀排上。

[0026] 本实施例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加工：刀排主轴固定旋转，插滚夹具3带动工件按程序

进给，插滚夹具3与工件轴之间设置有如图3所示的安装角，先由小齿轮插滚刀4加工小齿

轮，再由大齿轮插滚刀5加工大齿轮，插滚加工均为逐步进给完成。

[0027] 所述的小齿轮插滚刀4加工小齿轮逐步进给10次。

[0028] 所述的大齿轮插滚刀5加工大齿轮逐步进给11次。

[0029] 所述的安装角具体是指：插滚刀具与工件轴有安装角如图3所示γ角。

[0030] 如图7A～图7D所示，测量本实施例插滚后所得到的小齿轮和大齿轮的齿形齿向精

度实验数据具体为：

[0031] 表1插滚加工后，小齿轮和大齿轮的齿形齿向精度实测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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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本实施例基于上述插滚新工艺，热前齿轮加工可以在一次状夹中，同时完成对大

小2齿轮的插滚加工，保证了双联齿对齿角度能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如表2连续加工5件的

对齿角度值，热前对齿角度合格率接近100％，很好解决热前加工对齿角度误差大，严重影

响热后齿轮加工问题。

[0033] 表2插滚加工，连续加工5件的对齿角度值

[0034] 经试验结果，为了保证热后精加工齿轮精度和砂轮不碎裂，双联齿热前对齿角度4

牙平均误差控制在0.01°±0.06°内，下面以现有技术与本实施例比较(见表3)，攻关前后零

件对齿角度技术数据，采用插滚新工艺加工后，对齿角度合格率接近100％，连续加工角度

变动量稳定，成品缺陷无，小齿轮加工效率提高。

[0035] 表3零件对齿角度技术水平对比

[0036] 上述具体实施可由本领域技术人员在不背离本发明原理和宗旨的前提下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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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对其进行局部调整，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且不由上述具体实施所

限，在其范围内的各个实现方案均受本发明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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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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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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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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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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