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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中间轴螺旋齿对齿的滚

齿加工方法，沿第一螺旋齿轮的周面划第一螺旋

齿轮的第一截面线,并在中间轴上待加工第二螺

旋齿轮的位置划第二截面线，第一截面线与第一

齿槽槽口相交得到第一交点和第二交点；用高度

尺在中间轴上待加工第二螺旋齿轮的位置划线，

与第二截面线相交得到第三交点；用高度尺在中

间轴上待加工第二螺旋齿轮的位置划线，与第二

截面线相交得到第四交点；用高度尺在中间轴上

待加工第二螺旋齿轮的位置划中心线，使第三交

点和第四交点以中心线对称；以第三交点、第四

交点以及中心线作为滚齿加工的基准，在中间轴

上待加工第二螺旋齿轮的位置通过滚齿加工得

到第二螺旋齿轮。本发明具有过程简单以及加工

周期短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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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间轴螺旋齿对齿的滚齿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在中间轴(A)上通过滚齿加工得到第一螺旋齿轮(1)；

步骤2，在第一螺旋齿轮(1)上任意选择一个第一齿槽(10)，并对第一齿槽(10)设置标

记(O)；

步骤3，沿第一螺旋齿轮(1)的周面划第一螺旋齿轮(1)的第一截面线(P-P) ,并在中间

轴(A)上待加工第二螺旋齿轮的位置划第二截面线(S-S)，第一截面线(P-P)与第一齿槽

(10)槽口相交得到第一交点(E1)和第二交点(E1′)；

步骤4，采用分度头装夹固定中间轴(A)后，选择中间轴(A)周面以外的一个面作为基准

面(C)，用高度尺测出中间轴(A)与基准面(C)的距离为：H，并根据第一交点(E1)和第二交点

(E1′)得到第一齿槽(10)槽口的弦长为：B；

步骤5，调整高度尺的尺寸为： 用分度头转动中间轴(A)，通过分度头转动中间轴

(A)，使第一交点(E1)的位置与 重合，用高度尺在中间轴(A)上待加工第二螺旋齿轮的

位置划线，与第二截面线(S-S)相交得到第三交点(E2)，第三交点(E2)相对基准面(C)的高度

与第一交点(E1)相对基准面(C)的高度相等；

步骤6，调整高度尺的尺寸为： 用高度尺在中间轴(A)上待加工第二螺旋齿轮的

位置划线，与第二截面线(S-S)相交得到第四交点(E2′)，第四交点(E2′)相对基准面(C)的高

度与第二交点(E1′)相对基准面(C)的高度相等；

步骤7，调整高度尺的尺寸为：H，用高度尺在中间轴(A)上待加工第二螺旋齿轮的位置

划中心线，使第三交点(E2)和第四交点(E2′)以中心线对称；

步骤8，以第三交点(E2)、第四交点(E2′)以及中心线作为滚齿加工的基准，在中间轴(A)

上待加工第二螺旋齿轮的位置通过滚齿加工得到第二螺旋齿轮(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间轴螺旋齿对齿的滚齿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一

夹具，所述步骤8中通过第一夹具与中间轴(A)一端的第一螺旋齿轮(1)配合，使中间轴(A)

获得周向定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中间轴螺旋齿对齿的滚齿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

具包括底座(3)、定位套(4)、插销座(5)、插销(6)、紧固件(7)，定位套(4)的一端与底座(3)

固定连接，插销座(5)的一端与定位套(4)固定连接，插销座(5)的另一端设有安装孔，插销

(6)穿过安装孔后配合在第一齿槽(10)中，所述中间轴(A)的一端间隙配合在定位套(4)中，

所述定位套(4)的周面上设有装配孔，紧固件(7)的一端穿过装配孔与中间轴(A)的一端配

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中间轴螺旋齿对齿的滚齿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套

(4)的周面上设有径向的凸缘(40)，凸缘(40)通过螺钉与底座(3)固定连接，所述插销座(5)

固定在凸缘(40)上。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中间轴螺旋齿对齿的滚齿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

(3)上设有孔，所述定位套(4)的一端设有轴向的延伸部(41)，延伸部(41)配合在底座(3)上

的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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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轴螺旋齿对齿的滚齿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中间轴上对齿加工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中间轴螺旋齿对齿的滚齿

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变速器总成中的中间轴上具有第一齿轮和第二齿轮的对齿第一齿轮和第

二齿轮是通过滚齿加工成型的，现有中间轴上的对齿是直齿结构，这种为直齿的对齿的加

工工艺已非常成熟。然而，为了传动的需要，需要设计一种使中间轴上第一齿轮和第二齿轮

上的轮齿均为螺旋齿，第一齿轮的螺旋角β1为左旋，第二齿轮的螺旋角β2为左旋。

[0003] 对于中间轴是两个螺旋齿轮的要求是：第一齿轮和第二齿轮上的齿槽位置相互对

应，这对于采用滚齿加工工艺得到的对齿而言，使第一齿轮和第二齿轮上齿槽相互对应是

非常困难的，并且目前没有现成的加工工艺可以援用，因此，需要采用一种新方法来完成对

位，以达到设计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中间轴螺旋齿对齿的滚齿加工方法，本发明具有过程

简单以及加工周期短的优点。

[0005] 实现上述目的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中间轴螺旋齿对齿的滚齿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步骤1，在中间轴上通过滚齿加工得到第一螺旋齿轮；

[0008] 步骤2，在第一螺旋齿轮上任意选择一个第一齿槽，并对第一齿槽设置标记；

[0009] 步骤3，沿第一螺旋齿轮的周面划第一螺旋齿轮的第一截面线,并在中间轴上待加

工第二螺旋齿轮的位置划第二截面线，第一截面线与第一齿槽槽口相交得到第一交点和第

二交点；

[0010] 步骤4，采用分度头装夹固定中间轴后，选择中间轴周面以外的一个面作为基准

面，用高度尺测出中间轴与基准面的距离为：H，并根据第一交点和第二交点得到第一齿槽

槽口的弦长为：B；

[0011] 步骤5，调整高度尺的尺寸为： 用分度头转动中间轴，通过分度头转动中间

轴，使第一交点的位置与 重合，用高度尺在中间轴上待加工第二螺旋齿轮的位置划

线，与第二截面线相交得到第三交点，第三交点相对基准面的高度与第一交点相对基准面

的高度相等；

[0012] 步骤6，调整高度尺的尺寸为： 用高度尺在中间轴上待加工第二螺旋齿轮

的位置划线，与第二截面线相交得到第四交点，第四交点相对基准面的高度与第二交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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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准面的高度相等；

[0013] 步骤7，调整高度尺的尺寸为：H，用高度尺在中间轴上待加工第二螺旋齿轮的位置

划中心线，使第三交点和第四交点以中心线对称；

[0014] 步骤8，以第三交点、第四交点以及中心线作为滚齿加工的基准，在中间轴上待加

工第二螺旋齿轮的位置通过滚齿加工得到第二螺旋齿轮。

[0015] 采用本发明的中间轴螺旋齿对齿的滚齿加工方法，在普通滚齿机上就可完成中间

轴上两螺旋齿齿槽有对位要求的加工，这是一种全新的工艺加工方法，试制过程中使用的

工装比较简单，投入少，加工周期短，加工效果好，满足了公司急需产出的试制计划要求。

[0016] 本发明中间轴滚齿的对齿加工方法，拓展了普通滚齿机的加工能力，使用简单的

工装，依靠人工调整控制，加工周期短费用低，在公司和行业都具有较高的推广实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具有螺旋齿对齿的中间轴的示意图；

[0018] 图2为在中间轴上以第一螺旋齿轮为基准确定待加工第二螺旋齿轮的齿槽的示意

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中第一夹具与中间轴的装配图；

[0020] 图4为沿图1中S-S截面线的示意图。

[0021] 说明书附图中的标记：

[0022] A为中间轴，1为第一螺旋齿轮，10为第一齿槽，11为第一检测标记，O为标记，P-P为

第一截面线，E1为第一交点，E1′为第二交点，2为第二螺旋齿轮，第二齿槽20，第二检测标记

21；S-S为第二截面线，E2为第三交点，E2′为第四交点；

[0023] C为基准面；

[0024] 3为底座，4为定位套，40为凸缘，41为延伸部，5为插销座，6为插销，7为紧固件，8为

螺钉，9为顶尖。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制备具有对齿的中间轴A的工艺流程为：锻坯→粗车→正火→精车→滚出第一螺

旋齿轮1→滚出第二螺旋齿轮2→倒角→热处理→磨外圆端面→磨第一螺旋齿轮1→磨第一

螺旋齿轮1→成品入库。在滚出第一螺旋齿轮1后以及滚出第二螺旋齿轮2之前，需要采用下

列方法使第二螺旋齿轮2的齿槽与第一螺旋齿轮1上的齿槽对应，即以第一螺旋齿轮1上的

齿槽为基准，确定待加工的第二螺旋齿轮2的齿槽：

[0026] 如图1至图3所示，本发明的中间轴螺旋齿对齿的滚齿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7] 步骤1，在中间轴A上通过滚齿加工得到第一螺旋齿轮1；滚第一螺旋齿轮1要求公

法线留磨余量0.2mm。

[0028] 步骤2，在第一螺旋齿轮1上任意选择一个第一齿槽10，并对第一齿槽10设置标记

O，标记O位于中间轴A上且位于第一齿槽10的一侧。

[0029] 步骤3，沿第一螺旋齿轮1的周面划第一螺旋齿轮1的第一截面线P-P,并在中间轴A

上待加工第二螺旋齿轮的位置划第二截面线S-S，第一截面线P-P与第一齿槽10槽口相交得

到第一交点E1和第二交点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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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步骤4，采用分度头装夹固定中间轴A后，选择中间轴A周面以外的一个面作为基准

面C，用高度尺测出中间轴A与基准面C的距离为：H，并根据第一交点E1和第二交点E1′测量出

第一齿槽10槽口的弦长为：B，第一齿槽10槽口的弦长B优先采用游标卡尺进行测量。

[0031] 步骤5，调整高度尺的尺寸为： 用分度头转动中间轴A，通过分度头转动中间

轴A，使第一交点E1的位置与 重合，用高度尺在中间轴A上待加工第二螺旋齿轮的位置

划线，与第二截面线S-S相交得到第三交点E2，第三交点E2相对基准面C的高度与第一交点E1

相对基准面C的高度相等。

[0032] 步骤6，调整高度尺的尺寸为： 用高度尺在中间轴A上待加工第二螺旋齿轮

的位置划线，与第二截面线S-S相交得到第四交点E2′，第四交点E2′相对基准面C的高度与第

二交点E1′相对基准面C的高度相等。

[0033] 步骤7，调整高度尺的尺寸为：H，用高度尺在中间轴A上待加工第二螺旋齿轮的位

置划中心线，使第三交点E2和第四交点E2′以中心线对称。

[0034] 步骤8，以第三交点E2、第四交点E2′以及中心线作为滚齿加工的基准，在中间轴A上

待加工第二螺旋齿轮的位置通过滚齿加工得到第二螺旋齿轮2。

[0035] 还包括第一夹具，所述步骤8中通过第一夹具与中间轴A一端的第一螺旋齿轮1配

合，使中间轴A获得周向定位。所述第一夹具包括底座3、定位套4、插销座5、插销6、紧固件7，

定位套4的一端与底座3固定连接，插销座5的一端与定位套4固定连接，插销座5的另一端设

有安装孔，插销6穿过安装孔后配合在第一齿槽10中，插销6优先采用球头插销，插销6上的

球头部卡入到第一齿槽10中。所述中间轴A的一端间隙配合在定位套4中，所述定位套4的周

面上设有装配孔，紧固件7的一端穿过装配孔与中间轴A的一端配合。所述定位套4周面上的

装配孔为螺纹孔，紧固件7优先采用螺钉，螺钉与螺纹孔螺纹连接，紧固件7与中间轴A的一

端抵顶。通过紧固件7和插销6的作用，对中间轴A形成夹持作用。

[0036] 所述底座3上设有孔，所述定位套4的一端设有轴向的延伸部41，延伸部41配合在

底座3上的孔中。通过延伸部41与底座3上的孔配合，使得底座3对定位套4形成更加可靠的

支撑作用。

[0037] 所述定位套4的周面上设有径向的凸缘40，凸缘40通过螺钉8与底座3固定连接，所

述插销座5固定在凸缘40上。

[0038] 通过第一夹具以及滚齿机上的顶尖9装夹好中间轴A后，先在中间轴A上试切第二

螺旋齿轮2，具体为：按第二螺旋齿轮2参数调整好滚齿机，按要求安装好滚刀，先目测滚刀

对中，滚刀中心高度与第二截面线S-S等高。然后开动机床，并径向移动滚刀，在中间轴A外

圆上切出很浅的刀痕，目测刀痕与图2所示的第三交点E2和第四交点E2′是否对称，用轴向窜

刀法调整滚刀使刀痕对称。

[0039] 然后滚切第二螺旋齿轮2，公法线留余量，用齿轮综合测量仪M&M3525测量位置度，

根据测量位置度值用轴向窜刀法调整滚刀，使第二螺旋齿轮2相对于第一螺旋齿轮1位置度

误差小于0.02mm，将第二螺旋齿轮2加工到滚齿工序要求的公法线数据(第二螺旋齿轮2要

求公法线留磨余量0.25mm)，再用齿轮综合测量仪M&M3525测量位置度，将位置度值标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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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轴上作为标准样件，对齿的滚齿加工完成。

[0040] 中间轴A滚齿工序完成后，经过热处理后在S375G磨齿机上进行磨齿。磨齿结束后，

检测第一螺旋齿轮1和第二螺旋齿轮2上的齿槽的位置，符合相应要求。如图1和图4所示，在

采用上述方法制得的中间轴A上，在第一齿槽10内设置第一检测标记11，在位置与第一齿槽

10对应第二齿槽20内设置第二检测标记21，采用齿轮综合测量仪M&M3525结合红宝石测头

测量第一检测标记11和第二检测标记21的位置度，检测结果为：第一检测标记11和第二检

测标记21对应。采用上述方法，在其他两个对应齿槽中设置检测标记，并对检测标记一一进

行检测，检测结果表明两个齿槽中的标记均在同一位置。

[0041]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范围

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做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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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109570638 B

7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109570638 B

8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109570638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