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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侧隙行星差动齿轮传动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可调侧隙行星差动齿轮传动
装置，
它由壳体（1）以及安装在壳体内的输入端
主动太阳轮（2）、
固定端行星轮轴（4）、
固定端行
星轮轴承（5）、固定端行星轮（6）、差动内齿圈
（7）、游动端行星轮（8）、游动端行星轮轴承（9）、
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10）、
行星架（11）、
行星架
轴承（12）构成；
本发明结构紧凑，
利用行星差动
齿轮传动实现大的传动比 ，
承载力能满足要求，
可调侧隙 ，
实现低回差或无侧隙精密传动，
广泛
用于自动化、
智能化、
小型化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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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调侧隙行星差动齿轮传动装置，
其特征是：
它由壳体（1）以及安装在壳体内的输入
端主动太阳轮（2）、
固定端行星轮轴（4）、
固定端行星轮轴承（5）、
固定端行星轮（6）、差动内
齿圈（7）、游动端行星轮（8）、游动端行星轮轴承（9）、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10）、行星架
（11）、
行星架轴承（12）构成；
壳体（1）为分合面结构，
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10）安装在壳体
（1）内，
输入端主动太阳轮（2）固定于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10）上；
行星架（11）通过行星架
轴承（12）安装壳体（1）内，
游动端行星轮（8）通过游动端行星轮轴承（9）安装在行星架（11）
上；
固定端行星轮轴（4）安装在壳体（1）内，
固定端行星轮（6）通过固定端行星轮轴承（5）安
装在固定端行星轮轴（4）上；
差动内齿圈（7）分别与固定端行星轮（6）和游动端行星轮（8）啮
合悬浮在壳体（1）内；
输入端主动太阳轮（2）分别与固定端行星轮（6）和游动端行星轮（8）啮
合；
差动内齿圈（7）与固定端行星轮（6）和输入端主动太阳轮（2）组成固定端差动行星轮齿
轮副，
差动内齿圈（7）与游动端行星轮（8）和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10）组成游动端差动行星
轮齿轮副。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侧隙行星差动齿轮传动装置，
其特征是：
输入端主动太阳
轮（2）通过锁紧螺母（3）安装在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10）上，
通过锁紧螺母（3）使输入端主
动太阳轮（2）在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10）上沿轴向移动并固定。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侧隙行星差动齿轮传动装置，
其特征是：
在固定端至少三
个固定端行星轮（6）呈环形阵列分布于差动内齿圈（7）、
输入端主动太阳轮（2）之间；
在游动
端至少三个游动端行星轮（8）呈环形阵列分布于差动内齿圈（7）、
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10）
之间。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侧隙行星差动齿轮传动装置，
其特征是：
固定端行星轮
（6）和游动端行星轮（8）的齿形均为沿齿长两端减薄的变厚齿轮；
输入端主动太阳轮（2）、
差
动内齿圈（7）、
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10）的齿形均为沿齿长单向减薄的变厚齿轮。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侧隙行星差动齿轮传动装置，
其特征是：
固定端行星轮轴
承（5）与游动端行星轮轴承（9）位置可以互换。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侧隙行星差动齿轮传动装置，
其特征是：
所述行星架为双
排行星轮结构，
其一排行星轮为轴向固定端，
另一排行星轮轴向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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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侧隙行星差动齿轮传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传动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可调侧隙行星差动齿轮传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
行星减速机因具有结构紧凑、
承载力大、传动平稳高效、
安装方便、
使用
寿命长的特点在很多行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
对机械传动机构的小型化、大速比、
低回差精密传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
国内市场行星传动减速机由于单级传动比受到
限制，
高精密、
低回差行星传动减速机成本高、
传动精度难以满足使用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
提供一种可调侧隙行星差动齿轮传动装置，
一是利用行星差动
齿轮传动，
实现大的传动比 ，
结构紧凑，
承载力能满足要求；
二是可调侧隙，
实现低回差或无
侧隙精密传动；
三是广泛用于自动化、
智能化、
小型化场合，
如机器人关节传动等。
[0004]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
该可调侧隙行星差动齿轮传动装置由壳体以及安装在
壳体内的输入端主动太阳轮、
固定端行星轮轴、
固定端行星轮轴承、
固定端行星轮、差动内
齿圈、游动端行星轮、游动端行星轮轴承、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
行星架、
行星架轴承构成；
壳体为分合面结构，
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安装在壳体内，
输入端主动太阳轮固定于输入端
从动太阳轮轴上；
行星架通过行星架轴承安装壳体内，
游动端行星轮通过游动端行星轮轴
承安装在行星架上；
固定端行星轮轴安装在壳体内，
固定端行星轮通过固定端行星轮轴承
安装在固定端行星轮轴上；
差动内齿圈分别与固定端行星轮和游动端行星轮啮合悬浮在壳
体内；
输入端主动太阳轮分别与固定端行星轮和游动端行星轮啮合；
差动内齿圈与固定端
行星轮和输入端主动太阳轮组成固定端差动行星轮齿轮副，
差动内齿圈与游动端行星轮和
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组成游动端差动行星轮齿轮副。
[0005] 更进一步的，
输入端主动太阳轮通过锁紧螺母安装在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上，
锁
紧螺母使输入端主动太阳轮在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上沿轴向移动并固定。
[0006] 更进一步的，
在固定端至少三个固定端行星轮呈环形阵列分布于差动内齿圈、输
入端主动太阳轮之间；
在游动端至少三个游动端行星轮呈环形阵列分布于差动内齿圈、输
入端从动太阳轮轴之间。
[0007] 更进一步的，
固定端行星轮和游动端行星轮的齿形均为沿齿长两端减薄的变厚齿
轮；
输入端主动太阳轮、
差动内齿圈、
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的齿形均为沿齿长单向减薄的变
厚齿轮。
[0008] 更进一步的，
固定端行星轮轴承与游动端行星轮轴承位置可以互换。
[0009] 更进一步的，
所述行星架为双排行星轮结构，
其一排行星轮为轴向固定端，
另一排
行星轮轴向游动。
[0010] 工作时，
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带着输入端主动太阳轮一起转动，
它们分别驱动固
定端行星轮和游动端行星轮转动，
固定端行星轮和游动端行星轮分别驱动差动内齿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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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形成固定端和游动端两个行星传动；
由于固定端行星传动和游动端行星传动中心距不
相同，
在差动内齿圈的两端齿圈转速相同的情况下，
输入端和输出端将形成转速差，
从而实
现大的传动比 ；
通过锁紧螺母调节输入端主动太阳轮轴向位置，
由于游动端行星轮轴向移
动，
结合变厚齿轮啮合，
调整齿轮啮合侧隙，
实现较小的啮合侧隙甚至无侧隙传动。
[0011] 根据以上的解决方案达到以下效果：①该传动装置为行星差动齿轮传动；
②仅用
一个行星架的差动传动就实现普通多级行星传动的传动比输出，
满足目前市场上对大传动
比的使用要求；
③基于该传动装置的传动齿轮均为变厚齿轮，
通过锁紧螺母调节输入端主
动太阳轮的轴向位置，
实现装置的小侧隙低回差或无侧隙传动。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中：
1 .壳体，
2 .输入端主动太阳轮，
3 .锁紧螺母，
4 .固定端行星轮轴，
5 .固定端行星轮
轴承，
6 .固定端行星轮，
7 .差动内齿圈，
8 .游动端行星轮，
9 .游动端行星轮轴承 ,10 .输入端
从动太阳轮轴，
11 .行星架，
12 .行星架轴承。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以下将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14] 如图1所示，
该可调侧隙行星差动齿轮传动装置由壳体1以及安装在壳体内的输入
端主动太阳轮2、
固定端行星轮轴4、
固定端行星轮轴承5、
固定端行星轮6、差动内齿圈7、游
动端行星轮8、
游动端行星轮轴承9、
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10、
行星架11、
行星架轴承12构成；
壳体1为分合面结构，
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10安装在壳体1内，
输入端主动太阳轮2固定于输
入端从动太阳轮轴10上；
行星架11通过行星架轴承12安装壳体1内，
游动端行星轮8通过游
动端行星轮轴承9安装在行星架11上；
固定端行星轮轴4安装在壳体1内，
固定端行星轮6通
过固定端行星轮轴承5安装在固定端行星轮轴4上；
差动内齿圈7分别与固定端行星轮6和游
动端行星轮8啮合悬浮在壳体1内；
输入端主动太阳轮2分别与固定端行星轮6和游动端行星
轮8啮合；
差动内齿圈7与固定端行星轮6和输入端主动太阳轮2组成固定端差动行星轮齿轮
副，
差动内齿圈7与游动端行星轮8和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10组成游动端差动行星轮齿轮
副。
[0015] 更进一步的 ，
输入端主动太阳轮2通过锁紧螺母3安装在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10
上，
锁紧螺母3 使输入端主动太阳轮2在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10上沿轴向移动并固定。
[0016] 更进一步的，
在固定端至少三个固定端行星轮6呈环形阵列分布于差动内齿圈7、
输入端主动太阳轮2之间；
在游动端至少三个游动端行星轮8呈环形阵列分布于差动内齿圈
7、
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10之间。
[0017] 更进一步的，
固定端行星轮6和游动端行星轮8的齿形均为沿齿长两端减薄的变厚
齿轮；
输入端主动太阳轮2、
差动内齿圈7、
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10的齿形均为沿齿长单向减
薄的变厚齿轮。
[0018] 更进一步的，
固定端行星轮轴承5与游动端行星轮轴承9位置可以互换。
[0019] 更进一步的，
所述行星架为双排行星轮结构，
其一排行星轮为轴向固定端，
另一排
行星轮轴向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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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
动力通过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10输入，
输入端从动太阳轮轴10带着输入
端主动太阳轮2一起转动，
它们分别驱动固定端行星轮6和游动端行星轮8转动，
固定端行星
轮6和游动端行星轮8分别驱动差动内齿圈7转动，
形成固定端和游动端两个行星传动；
由于
固定端行星传动和游动端行星传动中心距不相同，
在差动内齿圈7的两端齿圈转速相同的
情况下，
传动装置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将形成转速差，
从而实现大的传动比 ；
通过锁紧螺母3
调节输入端主动太阳轮2的轴向位置，
由于游动端行星轮8轴向移动，
结合变厚齿轮啮合，
调
整齿轮的啮合侧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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