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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KISSSOFT 是一个精确而又方便的计算软件，
主要用于机械部件（轴，
齿轮等）的大小和最优化计算。文中借助其
要：

齿轮专家系统对 NGW 型行星齿轮传动进行参数的设计和强度校核，
不仅优化了设计参数，
而且提高了产品的开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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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ISSSOFT is an exact and convenient calculation software, it mainly be used in the excellence calculation
and the size calculation for the mechanical parts, for example, shaft, gear, and so on. With its gear professional system,
we can not only get the excellent parameters, but also advance the efficiency of product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NGW planetary transmission design and strength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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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齿轮传动是一种重要的传动形式，广泛应用于

传动比为 iaHb ，
则有

机 械 制 造 、航 空 航 天 、汽 车 船 舶 、工 程 机 械 等 各 个 行
业 ［1］。然而其传动设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体积、重量
和承载能力主要取决于传动参数的选择。为了使设计方
案得 到 精 确 的 验 证 ，以 达 到 参 数 最 优 化 设 计 ，必 须 寻

iaHb = Zb +1
Za

（1）

式中，Za-太阳轮齿数，Zb-内齿圈齿数。
从承载能力考虑，通过对内、外啮合接触应力计算式

找 一 种高效、方便的设计方法，来提高产品的开发效

的分析，可以知道：随着传动比的增大，内啮合（行星轮-

率。笔者有效地利用 KISSSOFT 中的齿轮专家系统，对

内齿圈轮齿啮合）的当量接触曲率半径增大，齿面接触应

g

H

NGW 型 行 星 齿 轮 传 动

力减小，
而外啮合（行星轮-太阳轮轮齿的啮合）的变化则

（见 图 1 ［2］）输出级进行

与之不同。当内、外啮合符合等强度条件时，可以得到较

了参数的优化设计和轮

高的承载能力或在承载能力一定的情况下，使转动装置

系的强度校核。
输入

a

输出

b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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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NGW 型行星齿轮传动

a.太阳轮 b. 齿圈 g.行星轮
H.行星架

初步方案的选择
技术数据
该行星级动态输出

扭 矩 TH =15984N·m，输
出转速 nH=0.75r/min，要
求齿圈的最大外圆直径

为 准385mm，整个减速机的使用寿命应大于 18000h。
约束条件 ［3］

1.2

设计行星齿轮传动时，为提高承载能力、减小机构尺

的体积更小。
从结构布局考虑，受传动比影响的主要是行星轮的
旋转支撑即行星轮轴承。一般希望将轴承设置在行星轮
轴孔中，因此行星轮采用滚动轴承时，行星轮的直径尽可
能不要太小，也就是传动比不要过小。一般来说，传动比
i>4 时，可在行星轮轴孔中放置滚动轴承，传动比再大一
些则轴承的选择更具灵活性。但传动比也不宜过大，传动
比太大以后不仅造成承载能力方面的损失，也会使太阳
轮的直径太小而产生另外的不妥之处。
（2）同轴条件

寸和消除惯性力的影响，普遍采用多行星轮对称结构。行

对于行星齿轮传动，由于两中心轮轴线与主轴线重

星轮的数目一般为 2～4 个，均匀分布在中心轮的周围。在

合，为保证行星轮 g 同时与中心轮 a、b 实现正确啮合，对

这种情况下，各齿轮的齿数不仅与所要求的传动比有关，

于圆柱齿轮行星传动机构，要求外啮合副的的中心距与

而且还同时受到中心轮与行星架的同轴条件、各行星轮
与中心轮的装配条件以及相邻条件的限制。为正确的设

内啮合副的中心距相等，则有 Zg= Zb－Za
2

计行星齿轮传动，必须遵循一定的约束条件，以求合理地

其中，Zg-行星轮齿数。

选择各轮的齿数和行星轮的数目。
对于 NGW 型行星传动，当太阳轮 a 输入时，设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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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装配条件
当采用多行星轮的结构时，为保证各行星轮均匀分

（1）传动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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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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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中心轮的周围，而且能准确地装入两中心的齿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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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为：xa=0.754，xg=0.31，xb=-1.374。优化后的参数通过

现正确啮合，必须满足以下装配条件：
Zb＋Za ＝γ（整数）
np

（3）

其中，np-行星轮数目。

了 KISSSOFT 专家系统的验证。通过生成计算报告，可
以得到齿顶圆直径、齿根圆直径、分度圆直径等更多的
几何参数。

（4）邻接条件

3

当相邻两行星轮的中心距 L 大于两行星轮齿顶圆半
径之和时，两行星轮的齿顶不会相碰，即
π
Zg+2h <（Za+Z）
g sin
np
*
a

轮系的强度校核
齿轮传动的强度校核主要包括齿面接触疲劳强度校

核和齿根弯曲疲劳强度校核。齿面接触疲劳强度校核主
（4）

根据以上技术数据和约束条件，再结合相关文献 ［4，5］
中的结论，设太阳轮、行星轮和齿圈的变位系数分别为
xa、xg、xb，初步选用以下参数作为输出级行星模块的预设
值：
模数：
mn=4.25；
压力角：
α=20°；
太阳轮：
Za=15 ∶ xa=0.554；
行星轮：Zg=27 ∶ xg=0.510 ∶ np=4；齿圈：Zb=-69 ∶ xb=
-1.57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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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限制两轮齿面在节点啮合的计算接触应力不超过许
用疲劳接触应力，即 σH≤［σH］。齿根弯曲强度校核主要
是限制两轮在单齿对啮合区的齿根计算弯曲应力不超过
许用疲劳弯曲应力，即 σF≤［σF］。基于 KISSSOFT 的齿轮
专家系统，可以方便、准确、高效地完成上述校核过程，而
且可以根据工况和设计标准选择不同的校核方法，本文
依据前面所述的技术数据，采用 DIN3990 Method B 来进
行校核。计算结果如图 4 所示。

参数的进一步优化
KISSSOFT 是一个精确而又方便的计算软件，其中包

含了很多专家系统模块，如齿轮系统模块、轴承模块、轴
系系统、
各种联结形式的分析模块等。以下将采用其齿轮
专家系统中的行星轮系模块对上述方案中的参数进行优
化设计。在该模块的人机交互窗口中输入已知参数如图 2

图4

所示。

强度校核结果

由计算结果
可见，该行星轮
系从齿面接触疲

表 1 设计参数
mn

α

Za

xa

Zg

xg

np

Zb

xb

4.25 20° 15 0.754 27 0.31 4 -69 -1.374

劳强度和齿根弯曲疲劳强度上都满足设计强度要求。由
此，归纳出该输出级行星传动的设计参数如表 1。
图2

参数输入窗口

在计算方法下拉菜单中选取“仅几何参数计算”，在
刀具选取设置中选择 DIN3972 II 型刀，而后设置太阳轮、
行星轮和齿圈的公差等级分别为 e25、cd25、e25。进行计
算后，该系统专家会对方案中的参数进行评判，如有不合
理之处，则给出提示，设计者可根据提示优化设计参数。
按着上述参数运行后，得到如图 3 中的提示：齿圈的齿根
间隙太小，仅为 0.7053mm。

4

结 论
行星齿轮传动有广泛的应用。基于 KISSSOFT 中的

齿轮系统专家模块对输出级 NGW 型行星齿轮传动进
行设计参数的优化和强度校核，较以往的优化设计方
法有更大的精确性，能得到更满意的行星齿轮传动参
数最优解，提高了设计效率和设计质量，有更好的实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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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提示结果

经分析，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齿圈的变位系数
过大，因此需把齿圈的变位系数减小，在保证中心距不
变的情况下，把太阳轮、行星轮和齿圈的变位系数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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