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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一共轭内啮合齿轮泵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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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直线一共轭内啮合齿轮副为研究对象，对直线一共轭内啮合齿轮副的啮合特性进行了系
统研究，得到了直线一共轭内啮合齿轮泵转子的较完整的设计方法．介绍了这种泵的工作原理，并综
合齿轮及齿轮泵的设计计算方法，分析了直线一共轭内啮合齿形的基本参数和计算公式，给出了基本
参数的选取和计算方法，推导了流量计算方程；利用平面啮合定理（Ｗｉｌｌｉｓ定理）和齿廓设计基本方
法，分别得到了内、外齿轮的齿廓曲线方程．通过实例，求得其基本参数及齿廓曲线方程，并绘制出直
线一共轭齿轮泵转子的图形，验证了基本参数和计算公式的合理性及齿廓曲线方程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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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一共轭线型内啮合齿轮泵是一种设计新颖，

计独特的齿形不但强度高，而且被用于内啮合齿轮泵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液压动力元件．特别是由瑞士

时，泵的困油容积小，噪声低，压力脉动小；提高了效

Ｔｕｍｉｎｇｅｒ公司首创的直线一共轭内啮合齿轮泵，其单

率，保证了输送介质的质量．

级泵的输出压力可达２０ ＭＰａ，工作噪声最小可达５３

直线一共轭内啮合是一种特殊的齿轮传动形

ｄＢ，在液压行业被称为安静泵（Ｑｕｉｅｔ Ｐｕｍｐ）１１，２］．这种

式，由于国外公司的技术保护，公开发表的研究资料

泵具有输出压力高，结构简单，噪声低，寿命长，对油

非常少口ｊ，而且主要是结构和性能介绍，缺乏系统

液污染敏感性小等特点口１；其核心技术是一对特殊的

的分析研究和完善的设计理论；国内还没有完善的

直线一共轭内啮合齿轮副ＨＪ，外齿轮的齿廓是容易加

设计方法，也没有给出完整的设计方法．笔者通过对

工的直线，内齿轮的齿廓是与之共轭的曲线．这种设

这种泵转子的设计研究，给出了完整的转子设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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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ｔｈ＝ｎｂ［订（乏一ｒ２正）一２ＡＺ·ｈ（ｒ“一，ｆ１）］×１０－３

法，并通过计算实例，验证了设计的合理性．

（５）
１

齿轮机构模型的工作原理

实际流量为
ｑ＝ｑｔｌＩ叼，

（６）

直线一共轭内啮合齿轮泵由外齿轮、内齿轮、月

式中理论流量ｑｔｈ，实际流量口的单位为Ｌ／ｍｉｎ；，ｌ为

牙形隔板和泵体组成，见图ｌ，靠外齿轮与内齿轮作

主动齿轮即内齿轮的转速，ｒ／ｍｉｎ；叼，为容积效率，
常取０．８—０．９６５．

内啮合运动进行工作【６］．月牙形隔板将吸油区和压
油区分开，当内齿轮按图示方向转动时，带动外齿轮
作同方向转动．这时，在吸油区附近的封闭容积变大
而形成吸油¨１，在排油区附近的封闭容积变小而产

４）模数：对近似流量公式中的ｒＩｌ，ｒｎ，ｒ１２，吃用
模数ｍ来表示，计算出ｍ，再选取标准模数．
５）分度圆直径：

生排油．若齿轮连续转动，油泵便连续、周期性地

ｄｌ＝ｍＺｌ

（７）

排油．

ｄ２＝ｍＺ２

（８）

６）中心距：

ｔ繇 黜麓【
沙剑
锵
髓Ｎ辽秒
夼话．、吧

图１
Ｆｉｇ．１

＇

ａ

（９）

』；√二

７）齿顶高系数和齿根高系数：

■边确≥

＾：＝０．２，ｈｆ’＝１．６
８）外齿轮的齿顶圆、齿根圆半径：
ｒ。ｌ＝■＋０．２ｍ

（１０）

ｒｎ＝ｒｌ一１．６币

（１１）

９）内齿轮的齿顶圆、齿根圆半径：

直线一共轭内啮合齿轮泵工作原理简图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１

口＝÷（ｄ：一ｄ。）＝‘｝，ｎ（之一Ｚ。）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ｇｅａｒ ｐｕｍｐ

２直线一共轭内啮合齿形设计方法

ｒａ２＝ｒｎ＋口＋ｃ

（１２）

ｒ岔＝ｒａｌ＋８

（１３）

其中ｃ为顶隙，ｃ＝ｃ’ｍ，这里ｃ‘的选取采用渐开线
齿轮的选取方法．
１０）齿厚：

２．１齿轮副基本参数及几何尺寸的确定

ｂ＝妒Ｂ ｄｌ

Ｉ）两齿差：
ＡＺ＝Ｚ２一Ｚ。

（１）

２）传动比：

式中妒。为齿宽系数［８］，ｄ。为外齿轮分度圆直径．
式（７）一（１４）中的单位均为ｍｍ．
２．２齿廓曲线方程式

ｉ＝了Ｌ，１

（２）

６２

３）流量：

齿廓曲线的设计在齿轮泵的设计中是非常重要
的环节，如果内、外两齿廓曲线方程不合理就会出现
干涉，严重影响齿轮的正常运行，流量和扬程都无法

齿轮泵的平均排量是两个齿轮齿槽容积的总
和‘引，由图２：ｈ＝Ｅｓｉｎ Ｏｒ，得到齿轮每转的排量ｑ为

垡＝６【霄（ｔ０一屯２）一△ｚ（钿ａｒｃｓｉｎ ｈ，ｎ＋
ｒ．１

（１４）

ａｒｃｓｉｎ鱼ｒａｌ）（ｒ｜ｌ－ｒｎ）】×１０—３（３）

则理论流量为

满足设计要求．
由于这种齿轮的传动比为常数，满足啮合基本
定理（Ｗｉｌｌｉｓ定理），即按给定角速比变化规律传递
平行轴之间的回转运动的两个齿廓，其接触点处的
公法线应当通过瞬时啮合节点，所以采用齿廓法线
法求解啮合方程式归］．
２．２．１外齿轮直线齿廓方程

９山＝ｎ６【霄（ｔ０一ｒ２止）一ＡＺ（ｒｎａｒｃｓｉｎｉｈ＋
ｒＩｌ

ａｒｃｓｉｎ鲁）（ｒｌ－一ｒｎ）】×１０。３（４）

理论流量的近似计算公式为

万方数据

在直线一共轭内啮合齿轮副中，外齿轮的齿廓是
左右对称的直线，其基本参数如图２所示，以齿轮中
心０１建立坐标系Ｘｌｏ。Ｙ。，齿轮分度圆弧齿厚所对应的
圆心角为西，外齿轮齿形线与纵坐标的夹角为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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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要一（ｙ＋砂）

』

Ｙ＼＝ｌ（Ｙ：

利用坐标变换，得到与直线齿廓相共轭的内齿

ｌ。ｊ

、

ｒ茗２＝戈ｌ Ｃ０８（１一ｉ）咖ｌ—Ｙｌｓｉｎ（１一ｉ）咖１＋

捌ｎ（¨

ｊ

（２２）

ｌＹ２＝戈ｌ ｓｉｎ（１一ｉ）币１＋Ｙｌｃｏｓ（１一ｉ）咖１＋

）电

＼＼、～

（２１）

轮的齿廓曲线方程为

／／磊 ≮
ｆ

３５

。

ａｃｏｓ（洳１）

一／

＼

／

／７

、、
一，
、‘’．．一 －一●，，

图２直线齿廓各参数关系图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将节圆上的齿厚宽度定为齿槽宽度的１／２，得
到

咖＝景

（１５）

Ｖ—ｌ

则外齿轮直线齿廓方程为
Ｙｌ＝舅ｌ

ｃｏｔ

图３

ａ＋ｒｌ（ＣＯＳ咖＋ｓｉｎ ｃｋｃｏｔ ａ）（１６）

令Ｄ＝ｃｏｔ口，Ｅ＝ｒｌ（ＣＯ￥咖＋ｓｉｎ，ｋｃｏｔ ａ），贝０得
Ｙｌ＝Ｄｘｌ＋Ｅ

（１７）

利用这个公式计算出的齿厚太大，相邻两齿距
离太小．这跟齿根高系数的选取有关，所以要进行合
理的修正．又因齿根高系数是经验数据，如果改掉这
个系数会影响两齿轮啮合，所以修正过程中Ｄ值不
变，只改变Ｅ值．计算实例中应用这种方法得到了合

理的设计
２．２．２

Ｆｉｇ．３

啮合关系图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ｒｏｔｏｒｓ

设计计算实例

３

本研究的直线一共轭内啮合齿轮泵，其流量为
１３．３３

Ｌ／ｍｉｎ，扬程为１１０ ｍ，转速为９６０

运用以上计算公式，通过编写一个简单的程
序，或者利用ＥＸＣＥＬ的计算功能，即可设计计算直
线一共轭内啮合齿轮泵内、外齿轮的几何尺寸及参
数¨０１，如表１，得到内、外齿轮的齿廓曲线方程．

内齿轮齿廓曲线方程

与外齿轮啮合的内齿轮与坐标系Ｘ２０：Ｙ２固连，
如图３所示，肘点是齿廓接触点，这点的法线通过节

表１齿轮的几何尺寸及参数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ｈｎ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几何尺寸及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玮

计算结果

点Ｐ．如果点肘。要成为接触点，必须将齿轮连同坐

齿数Ｚｌ，ｚ２

ＺＩ＝７，忍＝１０

标系菇。０。Ｙ。相对于初始位置转过角度咖。．Ｍ。在坐标

模数ｍ／ｎｕｎ

５

系Ｘ１０。Ｙ。中的坐标为（戈。，Ｙ。），使点Ｐ。与节点Ｐ重

７．５

Ｘ２０：Ｙ２中的坐标（并：，Ｙ２）为与直线共轭的曲线上对

外齿轮的齿顶圆半径ｒａｌ／ｍｍ

１８．５

传动比为常数的共轭齿形的计算公式为
ｙ＝Ｙ’１＝Ｄ

妒＝ａｒｃｃｏｓ竺半
７＝｝一ａ

万方数据

（１８）
（１９）
（２０）

计算后选取

ｄｌ＝３５，ｄ２＝５０

中心距ａ／ｍｉｌｌ

应点的坐标．

备注

标准模数
分度圆直径ｄｌ，ｄｚ／ｍｍ

合，同时内齿轮转过角度咖：．此时，肘。点在坐标系

ｔａｎ

ｒ／ｍｉｎ．

外齿轮的齿根圆半径ｒｆｌ／ｍｍ

９．５

内齿轮的齿顶圆半径ｒａｚ／ｍｍ

１８．２５

内齿轮的齿根圆半径ｒｒｚ／ｍｍ

２６

齿厚ｂ／ｍ

１６

外齿轮齿形线与纵坐标的夹角∥（。）

８

ｃ‘＝Ｏ．２５

妒口＝Ｏ．４５

求得的外齿轮直线齿廓方程为
Ｙｌ＝一７．１１５ ４ｘｌ＋３５．１１５ ０

内齿轮齿廓曲线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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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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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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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ａｕ／／ｃ ａｎｄ

［１８．０２８ １ｃｏｓ（８一咖Ｉ）一０．６０６ ８］×

ａｎｄ ＮＢ

ｐｕｍｐ［Ｊ］．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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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ｓｉｎ（Ｏ．３４，１）＋７．５ｓｉｎ（Ｏ．７４，１）

［２］

儿２—＝丽丽面可硪矿＋
１７．５ｃｏｓ（８一咖】）一２９．８２１

械

９

Ｔｕｍｉｎｇｅｒ Ｐ，Ｂｅｌｌａｅｈ．Ｇｅａｒ ｐｕｍｐ：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３４９１６９８［Ｐ］．１９７０一０１—２７．
［３］

［１８．０２８ １ｃｏｓ（８一咖１）一０．６０６ ８］×

Ｊ．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Ｇｅａｒ ｏｅｓｉｇ．［Ｍ］．Ｂｏｓｔｏｎ：

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ｓ，１９８８．

［４］

ｅｏｓ（Ｏ．３４，１）＋７．５ｅｏｓ（Ｏ．７４，１）

ＯＴｓｇＯ Ｒ

崔建昆，秦山，闻斌．直线共轭内啮合齿轮副啮合
特性分析［Ｊ］．机械传动，２００４，２８（６）：１２—１５．

（２４）

ＣＵＩ

通过绘图软件分别绘出内、外齿轮的齿形图．所

Ｊｉａｎ－ｋｕｎ，ＱＩＮ Ｓｈａｈ，ＷＥＮ

ｈ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ｔｈｅ

得内、外两齿啮合图的二维及三维装配图如图４

ｒｉｌｅｓ－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ｐａｉｒ［Ｊ］．Ｊｏｕｒｎｏｌ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ｇｅａｒ

所示．

Ｂ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Ｔｒａｎｓｉｒｎ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０４，２８（６）：１２—１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赵菊娣．新型内啮合齿轮油泵的特性研究及优化设计
［Ｄ］．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２０００．

［６］

薛云娜，王勇，王宪伦．渐开线齿形链机构的啮合机
理［Ｊ］．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７，２８（２）：１０４
—１０７．
ＸＵＥ

Ｙｕｎ—ｎａ，ＷＡＮＧ Ｙｏｎｇ，ＷＡＮＧ Ｘｉａｎ—ｌｕｎ．Ｅｎｇ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ｉｌｅｎｔ ｃｈａ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ｉｎｖｏｌｕｔｅ ｔｏｏｔｈ

ｐｒｏｆｉｌ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ｏｙ Ｊｉａｎｇｓｕ
图４内、外齿轮啮合图
Ｆｉｇ．４

Ｍｅｓｈ ｏｆ

ｒｏｔｏｒ８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打ｉｏｎ，２００７，２８（２）：１０４—１０７．（ｉｎ

［７］

Ｃｈｉｎｅｓｅ）

林洪义，王春林，袁丹青．回转式容积泵的泵内间隙与
吸入条件［Ｊ］．排灌机械，１９９９，１７（３）：６—９．

４结论

ＬＩＮ

Ｈｏｎｇ－ｒｉ，ＷＡＮＧ Ｃｈｕｎ－ｌｉｎ，ＹＵＡＮ Ｄａｎ－ｑｉｎｇ．Ｉｎ－

ｓｉｄｅ ｇａｐｓ ａｎｄ ｓｕｃｔｏｒ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给出了直线一共轭内啮合齿轮泵转子轮齿
的整体设计方法，通过计算实例可以得到合理的设
计．

ｐｕｍｐｓ［Ｊ］．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成大先．机械设计手册：第１４篇［Ｍ］．第四版．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８４—８７．

２）推导出了直线一共轭内啮合齿轮泵的流量

［９］

计算公式，利用此公式可以计算出模数ｍ，据此选取
标准模数．模数是否合理对轮齿其他参数的合理性
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３）把内齿轮齿廓曲线方程中的变量菇。，，，。用
咖。来表示，从而得到实例中的计算式．绘制此齿轮
时输入此计算式，给出变量范围即可得到内齿轮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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