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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前   言言言

本书是在总结华东理工大学机械原理精品课程建设团队多年来教学和改革经验的基础

上编写而成的,是《机械原理》的配套教材,本书在继承了传统的机械原理课程设计内容的基

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以机械系统的运动方案设计为主要目标,同时增强了机构的创新设计和

仿真分析。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结构体系完整。本书以机械系统运动方案设计为目标,注重各门课程知识点之间的

相互衔接,便于学生完整掌握本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在明确机械系统运

动方案设计内容和要求的基础上,系统地提供了进行方案设计的整体思想和创新设计方法。
(2)创新突出。机械系统运动方案的创新必须注重于原理的创新,本书从机构组合法、机

构变异法、常用机构及其创新设计三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机械原理创新的设计思路,强化了学

生的创新思维。
(3)归纳了一套机构仿真分析方法。机构的建模与运动仿真是机械原理课程设计的重要

环节,仿真分析在机构设计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本书以易学易用的SolidWorks2012为软件

平台,系统介绍了在机械系统运动方案设计中的建模与仿真分析方法。
(4)适应于多层次需求。本书体系完整,既可作为《机械原理》的配套教材,供各类高等院

校学生学习;也可独立成书,满足工程技术人员的知识需求。
本书第1章、第4章由高志编写,第2章由殷勇辉编写,第3章由章兰珠编写,第5章由高

志、殷勇辉、章兰珠共同编写。最后由高志、殷勇辉、章兰珠共同对全书进行统一审核。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对本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

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当及欠妥之处在所难免,真诚希望同仁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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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111章章章   机机机械械械原原原理理理课课课程程程设设设计计计的的的目目目的的的、、、
内内内容容容与与与要要要求求求

1.1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的目的

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对机械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多,而机械产

品设计首先需要对机械运动方案进行设计和构思。机械产品的技术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机

械系统运动方案设计的好坏来决定的。在机械系统运动方案的设计过程中,对于如何确定执

行机构的动作;如何选择执行机构的形式;如何实现各执行机构间的运动协调;以及原动机的

选择和传动系统的设计等,都是极富挑战性与创造性的工作。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是继“机械原理”课程教学之后的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也是实现现代

机械原理教学中以“机械系统的运动方案设计”为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课程设计,使学

生更全面、系统地掌握和运用机械原理课程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并得到“根据设计任务确定

机械运动方案、分析和设计机械的能力”及“创新设计能力”的基本训练。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希望达到以下目的:
(1)在机械原理课程教学中,由于受到课程内容安排及章节相互独立的限制,学生很难

把所学的各种机构的知识与一台整体机器的工作原理结合起来,因此在课程设计中,要求学

生将分散于各章的机械原理理论知识和各种机构进行融合,进一步巩固和加深学生对所学知

识的理解。
(2)针对具体的设计任务,充分调动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通过对所学常用机构的选

型、组合、设计和运用,使学生具备制定机械系统运动方案的基本能力。
(3)通过课程设计,使学生对机械的运动、动力分析和设计有一个较完整的概念。
(4)进一步提高学生理论计算、工程制图、计算机绘图与设计、技术资料组织、语言文字

表达等综合能力。
(5)进一步提高学生进行文献检索和查阅相关资料的能力。机械设计与创新能力的培

养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在课程设计中通过文献检索,了解现有机械的原理与方案对进行

机械运动方案的设计和优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特别说明:“机械运动方案设计”是机械原理课程设计的核心内容,要求学生开动脑筋、激

发创新思维,提出多种可行的运动方案。

1.2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的内容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根据对设计任务书的分析,明确设计目的、设计条件和设计要求。
(2)针对设计任务,进行功能分析,提出多种设计方案,进行分析与综合。
(3)确定实现各功能的机构类型,绘制机械系统运动简图。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


(4)对所选机构进行尺寸设计和运动分析,编制机构运动循环图。
(5)运用三维设计软件进行各机构的结构造型和运动学仿真。
(6)编写设计说明书。

1.3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的要求

1.3.1 课程设计说明书的内容

课程设计说明书是技术说明书的一种,是整个设计过程中各方面内容的整理和总结,也
是科技工作者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之一。通过课程设计说明书的编写,学生应学会整理设计

思路、设计数据、绘制图表和简图,以及运用工程术语来表达设计成果的方法。
课程设计说明书的内容针对不同的设计题目会有所差异,但主要应包括如下内容:
(1)设计题目与内容(设计任务书:包括设计条件、设计要求等)。
(2)设计任务的分析与分解。
(3)机械系统运动方案的拟订和比较。这是课程设计的核心内容,要求构思至少三种可

行的运动方案;进行原动件、传动机构、执行机构的选择、比较及机构创新;并完成各部分相应

的机构运动简图。
(4)确定一种优化的机械系统运动方案。确定各部分机构的尺寸、绘制更为详细的机械

系统运动方案布置图(机构运动简图)、制定机械系统的运动循环图。
(5)采用SolidWorks软件,建立机构的三维造型。
(6)对所选的机构进行运动仿真分析,绘制出相关的运动曲线。通常为执行机构一个周

期以上的位移曲线、速度曲线、加速度曲线图。
(7)对机构进行相关的力分析,绘制出相关的图形。
(8)完成设计所用方法及其原理的简要说明,列出必要的计算公式和计算结果。
(9)完成设计小结:要求写出设计中的创新之处和设计团队人员具体分工安排情况。
(10)列出主要参考资料:要求5篇以上参考文献。

1.3.2 课程设计说明书的编排顺序与格式要求

1.主要内容的编排顺序

(1)封面;
(2)目录;
(3)正文;
(4)设计小结;
(5)参考文献。
注意:说明书中的图、表均要有编号和名称。

2.字数、字体与行距要求

(1)字数:正文3000字以上,不包括图片;
(2)字体:宋体,除封面外,一级标题采用四号字体,其余均为小四号字体;
(3)行距:1.25倍行距。

3.纸张与页面设置

(1)纸张:A4纸,单面或双面打印均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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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页面设置:左、右、下边距为2.5厘米,上边距为2.8厘米。

4.课程设计说明书封面的格式要求

设计说明书封面字体统一为宋体、小四,格式如附录所示。

1.3.3 参考文献的格式要求

参考文献主要有两类,即期刊和书籍。

1.期刊格式

[序号]作者(用逗号分隔).题名.刊名,出版年,卷号:(期号),起始页码 终止页码。

2.书籍格式

[序号]作者(用逗号分隔).书名.版本号(初版不写).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1.3.4 附加说明

(1)一套机构中通常只能采用一个原动件。
(2)不要采用传感器的方式来协调机构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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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222章章章   机机机械械械运运运动动动系系系统统统的的的方方方案案案设设设计计计

2.1 机械系统方案设计的内容

2.1.1 机械运动系统方案设计内容

尽管机器的类型和用途各不相同,但一台机器通常由执行机构、原动机、传动系统和控制

系统这四个部分组成,其中执行机构、原动机和传动系统属于机械运动系统。机械运动系统

的方案设计是机械设计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它直接决定机械能否实现预期的功能、产品的

性能优劣、经济效益的好坏以及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机械运动系统方案设计就是在明确设计任务的前提下,完成三部分的方案设计及各部分

的协调设计。其中机械执行机构的方案设计是机械系统总体方案设计的核心,也是整个机械

设计工作的基础。图2 1所示为机械执行机构运动方案设计流程。

��M��(+�6>!
U�*>!�5�7>!U

�6�)@@

����6�)

���D�>�

�
	
@
@
0
*

�	����

�	����D���	����

��@�

�	$B>!

4��=24D�0�

D�>�@@
U�7���?	D���E�U

�=����@@
U��+�4	U

�=24�A@@
UD��(�@@U

����@@
UD�	��@@U

	

�

图2 1 机械执行机构运动方案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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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机构方案设计的内容主要包括:根据设计对象的用途和要求,确定执行机构的预期

功能,明确采用何种工作原理去实现预期的功能,按照一定的方式将功能分解成为功能单元,

并确定采用何种机构或构件来满足各功能单元的要求,完成各机构或构件之间的运动协调设

计和执行构件的尺度设计;进行执行机构的精度、运动学、动力学和其他性能分析,以便从多

种可能方案中选出最优方案和备用方案。

原动机和传动系统的方案设计包括原动机选型,传动类型和传动路线的选择,传动链中

机构的顺序安排和传动比的分配等。

因此,机械运动系统方案设计不仅要对各种基本机构及其演化、运动原理、工作特性、使

用场合及各种设计方法有较深入和全面的了解,而且还要具备一定的专业和实践知识,充分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才能,灵活运用各种设计技巧,才能使所设计的机构运动方案新颖

高效、实用可靠,因此它也是最具吸引力、创造性和挑战性的工作。

2.1.2 拟订机械运动方案时应考虑的要求和条件

(1)总体布局要求:动力源形式、传动机构与执行机构的总体布局、输入构件与输出构件

的相对位置安排是机构选型和组合中必须考虑的因素。

(2)运动规律要求:执行机构必须能实现输出构件的运动形式与运动规律。各种机构的

适用工作速度是不完全相同的,这些工作速度范围是机构选型及组合安排的基本依据。

(3)运动精度要求:运动精度的高低对机构的选型影响很大。

(4)承载能力要求:各种机构的承载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工作速度是不同的,因而需要

根据载荷的大小及动态特性等选择合适的机构。

(5)使用要求和工作条件:使用单位所提出的生产要求,生产车间的条件,使用和维修要

求等,均对机构选型和组合安排有很大影响,所以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6)人 机系统的要求:如机械与人的合理分工、机械操作的宜人性、机械的安全运转等,

也是机械运动方案拟订时应考虑的重要因素。

2.2 机械执行机构功能原理设计

2.2.1 功能原理设计

功能原理设计是机械执行机构方案设计的第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其目的是根据

机械预期的功能要求,构思和选择合适的机械功能原理(工作原理),加以分析比较,并根据使

用要求或者工艺要求,从中选择出既能很好地满足功能要求,工艺动作又简单的工作原理,并

确定下一阶段的设计方向。

功能原理设计思路是:分析功能要求,根据功能要求提出可能实现它的功能原理。同一

功能可选择不同的工作原理,相应的方案就必然不同。常用的功能原理有:摩擦传动原理、流

体传动原理、电磁传动原理、机械推拉原理、材料变形原理、光电原理等。显然,对于实现同样

预期的功能要求,可以采用多种不同的工作原理,而选择的工作原理不同,所设计机械的工艺

动作、工作性能、技术水平和成本等方面就会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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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功能原理方案的构思

对执行系统运动方案进行构思时,应根据设计对象的用途和要求,合理地进行机械功能

目标或原理的表述。通常对于功能的表述越抽象,则可实现的方案就会越多。构思时力求用

最简单的方法来实现同一功能,并注意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

例如,设计办公室取便条用的取纸器,要求每次取一张,且要求取用方便、美观、成本低。

则可以采用摩擦力、静电吸力、切向力等原理,实现分纸要求。

功能原理设计决定了设计产品的好坏,一个好的功能原理设计总是充满创新构思,因此,

设计的重点在于提出创新的构思,使思维尽量发散,力求提出更多的解法进行优选。

以下为功能原理的求解实例。

1.自动板料输送机的工作原理设计

要求设计一台自动板料输送机,能够从储料仓中自动输送物料。

根据逻辑分析法,可以对自动板料输送提出机械推拉原理、摩擦原理、气吸原理、磁吸原

理等多种方法,根据取料位置,可以采用上部取料或下部取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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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 板料自动输送机的工作原理

图2 2列出了其中的几种工作原理。图2 2(a)所示为机械推拉原理,将板料从底层推

出,再用夹料板将其抽走;图2 2(b)和图2 2(c)所示为摩擦传动原理,图2 2(b)为采用摩

擦板从顶层推出一张板料,再用夹料板将其抽走;图2 2(c)为摩擦轮将板料从底层滚出,再
用夹料板将其抽走;图2 2(d)和图2 2(e)采用气吸原理,图2 2(d)为顶层吸取法,可直接

吸走顶层一张板料;图2 2(e)为底层吸取法,吸附料板的边缘,再用夹料板将其抽走。当料

板为钢材时,则可以采用磁吸原理。

2.物料分选机工作原理设计

工业上进行物料的分类选择,可选用不同的分选原理,如浮力原理、电性分选、磁性分

选、摩擦分选和惯性分选等不同方案,如图2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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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3 分选机的工作原理

  综上所述,对同一设计任务,可提出不同的工作原理。不仅如此,即使采取相同工作原

理,所设计的机械运动方案也可能完全不同。如齿轮加工采用展成原理时,又可分为滚齿、插
齿、剃齿等。因此,设计者在尽可能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多拟订几个方案以便对比和优选。

2.3 机械执行机构运动规律设计

2.3.1 运动规律设计的目的及思路

实现同一工作原理,可以采用不同的运动规律。运动规律设计的目的,是根据功能原理

所提出的工艺要求,构思出能够实现该工艺要求的各种运动规律,这一工作通常是通过对工

作原理所提出的工艺动作进行分解来进行的。
运动规律设计思路是:对工作原理所提出的工艺要求构思能够实现该工艺要求的各种运

动规律。设计时通常先对工艺方法和工艺动作进行分析,将机械拟订达到的总功能分解成多

个功能元的运动和动作,如图2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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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4 机器的功能、工艺动作与执行机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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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功能通常是通过机构的工艺动作来完成的。例如冲压式蜂窝煤成型机总功能是

将粉煤冲压成蜂窝煤,为了实现总功能,可将其分为五个子功能,即完成该机械的功能结构分

析。(1)加料 将粉煤加入到空模具中;(2)压制成型 冲头将蜂窝煤压制成型;(3)清除积屑

清除冲头和出煤盘的积屑;(4)脱模 将在模具内的冲压后的蜂窝煤脱出;(5)输送 将冲压

成型的蜂窝煤输送。各子功能通过不同的工艺动作来实现,如加料功能利用物料重力所产生

的垂直下落工艺动作实现;压制成型则利用冲头上下往复直线运动实现;清除积屑利用扫屑

刷左右往复直线运动实现;脱模则利用脱模盘上下往复直线运动实现;输送功能通过输送带

实现。通常机器的工艺动作比较复杂,很难用一个简单机构来实现,因此需要将复杂工艺动

作分解成若干简单工艺动作,即执行动作。完成执行动作的构件,称为执行构件,实现执行动

作的机构称为执行机构。

2.3.2 工艺动作分解

为方便机构选型和机构综合,常将复杂工艺动作分解为最易实现的运动形式,如转动和

直线移动等,然后再进行合成。任何复杂的动作总是由一些最基本的运动合成的。这些基本

运动形式有直线移动、转动、摆动、连续运动、间歇运动、步进运动等。例如,齿轮采取展成原

理加工,可分解为切削、分度(展成)、进刀三个工艺动作,对应往复直线运动(切削运动)、对滚

运动(展成加工运动)和直线移动运动(径向进刀)。
工艺动作分解的方法不同,所得到的运动规律各不相同。如根据刀具与工件间相对运动

的原理,设计加工内孔的工艺动作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分解方法,如图2 5所示。

UaUD��� UbUJ��� UcUI��� UdU����

1 2O O

图2 5 加工内孔的机床工艺分解方案

第一种分解方法是让工件做连续等速转动,刀具做纵向等速移动;同时,为了得到所需的

内孔尺寸,刀具还需做径向进给运动。工艺动作的这种分解方法,即如图2 5(a)所示的车内

孔的车床方案。第二种分解方法是让工件固定不动,使刀具既绕被加工孔的中心线转动,又
做纵向进给运动。为了调整被加工孔的直径,刀具还需做径向调整运动。这种分解方法即如

图2 5(b)所示的镗内孔的镗床方案。第三种分解方法是让工件固定不动,而采用不同尺寸

的专用刀具———钻头和铰刀等,使刀具做等速转动并做纵向送进运动。这种分解方法即如图

2 5(c)所示的加工内孔的钻床方案。第四种方法是让工件和刀具均不转动,而只让刀具做

直线运动。这种分解方法即如图2 5(d)所示的拉床方案。当加工小的圆柱形工件时,选用

车床镗内孔的方案比较简单;当加工尺寸很大且外形复杂的工件时(如箱体的主轴孔),可以

采取镗削;钻削取消了刀具径向调整运动,工艺动作得到简化;拉削生产效率高,但所需拉力

大,刀具昂贵。
对于不同功能原理,其工艺过程通常也不同,有的只需一道工序即可完成,有的则需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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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才能完成。

图2 6所示糖果包装工艺过程包括6道工序。工序1完成送料,工序2进行上、下、前三

个面的包装,工序3进行后面及两端折角包装,工序4完成两端下面的折边,工序5完成上面

折边,工序6将最终包装好的糖果输出。

1 2 3 4 5 6

图2 6 糖果包装功能元分解的工序过程

在对运动规律进行设计时,不但要注意工艺动作本身的形式,还要注意其变化规律的特

点,即运转过程中速度和加速度变化的要求。这些要求有些是工艺过程本身提出来的(如机

床的走刀要近似匀速以保证加工工件的表面质量);有些是从动力学的观点提出来的(为了减

小机械运转过程中的动载荷等)。认真地分析和确定工艺动作的运动规律,对保证工艺质量、
减小设备尺寸和质量以及降低功率消耗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机械运动规律设计和运动方案选择所涉及的问题很多,设计者只有在认真总结生产实践

经验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方面的知识,才能拟订出比较合理的运动规律和选择出较为优秀的

运动方案。在拟订和评价各种运动规律和运动方案时,应同时考虑机械的工作性能、适应性、
可靠性、经济性及先进性等多方面的因素。

2.4 机械执行机构的形式设计

机械系统执行机构的形式设计即决定实现上述运动规律选择何种执行机构实现,又称为

机构的型综合。
机构的形式设计包括机构的选型和机构的构型,其直接影响到机械的使用效果、工作质

量和结构的繁简程度等。因此,执行机构的形式设计是机械系统运动方案设计中举足轻重的

环节,也是一项极具创造性的工作。
实现同一种运动规律,可以选用不同形式的机构。常见的机构形式有:连杆机构、凸轮机

构、摩擦机构、螺旋机构、其他常用机构、组合机构、机构变异等。例如,为了实现直线往复运

动,可选用齿轮齿条机构、螺旋机构、曲柄滑块机构、直动从动件盘形凸轮机构等。取纸器的

执行机构形式设计可选用摇杆滑块摩擦机构,凸轮摩擦机构等。
当现有机构不能满足要求时,还可采用机构的扩展、组合或变异等多种方式来创新和设

计新的机构。但究竟选择哪种机构,需要考虑机构的动力特性、机械效率、制造成本、外形尺

寸等因素。根据所设计的机械的特点进行综合考虑,分析比较,从各种可能使用的机构中选

择出合适的机构。
2.4.1 执行机构的形式设计的原则

(1)满足执行构件的运动规律要求。满足执行构件的工艺动作和运动要求,包括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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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运动规律或运动轨迹方面的要求,是执行机构形式设计时要考虑的最基本和最重要

因素。
(2)力求机构结构简单。结构简单主要体现在机构运动链要短,采用的构件数和运动副

数目要少,机构尺寸要适度,在整体布局上占用空间小、结构紧凑。这样不仅有利于减少运动

链的累积误差,提高传动精度和工作可靠性及系统刚度;还可以减少机械的质量、运动副的摩

擦损耗,提高效率。因此,在设计时,有时宁可采用具有较小设计误差但结构简单的近似机

构,而不采用没有误差但结构复杂的机构。
(3)选择合适的运动副形式。一般来说,转动副易于制造,有各种滚珠轴承可以选用,容

易保证运动副元素的配合精度,且效率较高,因此,应用最为广泛;同转动副相比,移动副元素

制造较困难,不易保证配合精度,效率较低,易发生自锁或楔紧,故一般只宜用于做直线运动

或将转动变为移动的场合,但目前也有各种类型的直线轴承和直线导轨可以选用。高副机构

的优点是易于实现较复杂的运动规律或运动轨迹,但高副元素形状较复杂且易于磨损,故一

般用于低速轻载场合。
(4)使机构具有良好的传动条件和动力特性。应注意选用具有较大传动角、较大机械增

益和效率较高的机构。这样可减小主动轴上的力矩、原动机的功率及机构的尺寸和质量。
(5)保证机构运转的安全性,避免发生机械损坏或出现生产和人为事故。例如,为了防

止机械因过载而损坏,可采用具有过载安保性的带传动或摩擦传动机构;在起重机械中,经常

采用具有自锁功能的机构(如蜗杆蜗轮机构)。

2.4.2 机构的选型及常用机构

所谓机构的选型,就是选择出满足执行构件运动和动力要求的机构的形式。其方法是在

对已有的数以千计的各种机构按照运动特性或动作功能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根据设计对象中

执行构件所需要的运动特性进行搜索、选择、比较和评价,选出执行机构的合适形式。
当有多种机构均可满足所需要求时,则可根据上节所述原则,对初选的机构形式进行分

析和比较,从中选择出较优的机构。利用这种方法进行机构选型,方便、直观,适合于较为简

单的执行机构的设计。
实现执行机构某一运动形式的机构通常有好几种,设计者必须根据工艺动作要求,受力

大小,使用维修方便与否,制造成本高低,加工难易程度等各种因素进行分析比较,然后择优

选取。实现执行构件各种运动形式的常用机构有以下几种。

1.实现连续旋转运动的机构

连续旋转运动机构可分为匀速运动机构和非匀速运动机构两大类。
双曲柄机构(包括平行四边形机构、双滑块机构),转动导杆机构,定轴齿轮传动机构

(包括圆柱、圆锥、交错轴斜齿轮传动机构等),蜗杆传动机构,周转轮系机构(包括少齿差、
摆线针轮、谐波齿轮传动机构等),各种摩擦轮传动机构,各种柔型传动机构(如带传动,链
传动等),非圆齿轮传动,齿轮 连杆机构,链轮 连杆机构,单、双万向联轴节等都能实现连

续旋转运动。
如图2 7所示的平行四边形机构实现的机车车轮联动设计采用双曲柄机构。双转块机

构可看作有双曲柄机构演化而来的双移动副导杆机构,如图2 8所示,导杆3同时与转块2、
从动转块4组成移动副。主动转块2匀速转动,通过导杆3使从动转块4同向整周转动,角
速度相同。图2 9是双转块机构的典型应用实例,十字滑块联轴节中间盘3左侧凸肩和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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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凸肩垂直,左侧凸肩嵌入主动盘2的凹槽中,右侧凸肩嵌入从动盘4的凹槽中,实现有偏距

的两平行轴间的转动。

A

B

E D

F C

图2 7 机车车轮联动的平行四边形机构

4
3

2A Bθ

图2 8 双转块机构

2,4—转块;3—导杆

     

2 3 4

A B

图2 9 十字滑块联轴节

2—主动盘;3—中间盘;4—从动盘

图2 10为一滚齿机工作台的传动机构,电动机带动主动轴转动,通过齿轮传动分两路

将运动分别传递给滚刀6和工作台5,从而使刀具和轮坯之间具有确定的对滚运动。
齿轮机构与摩擦轮机构、带传动机构相比较,具有传递动力大、效率高、寿命长、传动平

稳、可靠的优点,但制造精度和安装精度高、成本也较高。
摩擦传动机构主要由主动轮、从动轮、压紧装置等组成,是利用主、从动轮接触处的摩擦

力来实现传动的,摩擦力的大小与传动轮间的压紧力大小成正比。其具有结构简单、传动平

稳、易于实现无级变速、过载保护的优点;但传动比不准确、承载力低、传递功率小、效率低,常
用在低速、轻载场合,如轻工、包装机械、电子工业中。

如图2 11所示,主动轴I上装有固定半径的滚轮1匀速转动,依靠摩擦力带动从动轮2
匀速转动,滚轮可沿轴I移动,引起轴Ⅱ的转速改变,实现无级调速,通常用于两垂直相交轴

的变速机构中。

$
�

5
6

图2 10 滚齿机传动机构图

5—工作台;6—滚刀

     

1 2

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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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1 滚轮单圆盘式无级变速机构

1—滚轮;2—从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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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2为双万向联轴节,在机床、汽车、飞机及各类机械设备中广泛应用,两个单万向

联轴节通过中间轴2连接,中间轴2做成两部分,用滑键连接以调节长度。主从动轴的安装

有图2 12(a)、图2 12(b)两种形式。

O1
α1

O2
α3

2

O1
α1

O2
α3

2

UaU

UbU

图2 12 双万向联轴节

2—中间轴

图2 13为变速输纸机构,动力由B轴输入,当主动导杆1等速转动,从动曲柄3做变速

转动,与其固联的齿轮3'也做变速转动,通过齿轮4、5、6将动力传递到线带辊6',实现输送带

上纸张的变速运动。

6

13
4

5

3�

ω2 ω1

A B

D3�

3�D6�

D3�	 C

图2 13 齿轮 连杆组合机构

1—主动导杆;3—从动曲柄;3'—固联齿轮;4,5,6—齿轮;6'—线带辊

2.实现间歇旋转运动的机构

棘轮机构、槽轮机构、不完全齿轮机构、凸轮式间歇运动机构等都能实现间歇旋转运动。
槽轮机构是用于转角固定的转位运动。棘轮机构用于每次转角小,或转角大小可调的低速场

合。不完全齿轮用于大转角而速度不高的场合。凸轮式间歇运动机构运动平稳、分度定位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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