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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可用于行星滚柱丝杠的轴

向静动刚度测量的测量方法。该测量方法先对标

定杆施加恒定外载，测得安装标定杆时整个测量

装置总的静刚度值，再计算得除被测件标定杆之

外测量装置其他各部件的总的静刚度值。然后将

被测件替换为行星滚柱丝杠，对其施加轴向恒定

外载测得该状态下整个测量装置总的静刚度，再

计算得到行星滚柱丝杠的轴向静刚度值。最后，

对行星滚柱丝杠施加某频率的轴向正弦外载，测

得安装行星滚柱丝杠时整个测量装置的动刚度

值。与相关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可用于行星

滚柱丝杠的轴向静动刚度测量的测量方法该方

法测量准确，能提前发现不足，避免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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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用于行星滚柱丝杠的轴向静动刚度测量的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步骤S1：提供支撑机构(1)、加载机构(2)、拉压力传感器(301)、液压缸(303)、复合控制

器(304)、载荷指令(305)、直线光栅尺(4)、分析计算机(5)和标定杆(6)，将所述标定杆(6)

沿轴线方向安装于支撑机构(1)与加载机构(2)之间；通过液压缸(303)对标定杆(6)施加恒

定外载，通过拉压力传感器(301)与直线光栅尺(4)的输出数据计算得到安装标定杆(6)时

整个测量装置中的静刚度值，标定杆(6)沿轴线方向安装于支撑机构(1)与加载机构(2)之

间，拉压力传感器(301)通过数据传输(302)给复合控制器(304)，输入载荷指令(305)通过

复合控制器(304)来控制液压缸(303)的输出轴向力，同时拉压力传感器(301)可对复合控

制器进行反馈调节，以得到可靠的轴向输出载荷，完成预紧载荷的初始设置后，对拉压力传

感器(301)与直线光栅尺(4)的读数进行调零，通过调整载荷指令(305)使得加载系统(3)以

一定间隔对标定杆(6)施加轴向阶梯载荷，每次加载均需在拉压力传感器(301)读数和直线

光栅尺(4)读数稳定一段时间后再进行下一步载荷的施加；

步骤S2：支撑机构(1)、加载机构(2)与被测件标定杆(6)为串联关系，计算求得支撑机

构(1)与加载机构(2)总的静刚度值；步骤S3：提供行星滚柱丝杠(7)，拆除标定杆(6)，安装

被测件行星滚柱丝杠(7)，对行星滚柱丝杠(7)施加轴向恒定外载，测得该状态下整个测量

装置总的静刚度；同理，应用串联结构各组件刚度值之间的关系即可计算得到行星滚柱丝

杠(7)的轴向静刚度值；

步骤S4：对行星滚柱丝杠(7)施加轴向正弦外载荷频率，测得安装行星滚柱丝杠(7)时

整个测量装置的动刚度值；在进行行星滚柱丝杠(7)轴向动刚度的计算时，将支撑件和加载

机构的总的动刚度值简化为其静刚度值并代入计算；同样利用串联结构各组件刚度之间的

关系，即可求得行星滚柱丝杠(7)的轴向动刚度值。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用于行星滚柱丝杠的轴向静动刚度测量的测量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2中，支撑机构与加载机构总的静刚度值通过公式(1)计算求得：

其中，k静总_标为步骤S1测量所得，利用拉压力传感器与直线光栅尺的输出数据与胡克定

律可求得 代入上式即可求得支撑机构与加载机构总的静刚度值k台；步

骤S3中，对行星滚柱丝杠进行预加载、阶梯加载与卸载，对拉压力传感器的读数F静总_PRSM与直

线光栅尺的读数x静总_PRSM进行实时的采集并存储于分析计算机；

同理可得，

代入步骤S1即可求得行星滚柱丝杠的轴向静刚度k静_PRS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用于行星滚柱丝杠的轴向静动刚度测量的测量方法，其特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8362452 B

2



征在于，步骤S3中安装被测件行星滚柱丝杠时，利用止转装置限定行星滚柱丝杠的旋转自

由度。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用于行星滚柱丝杠的轴向静动刚度测量的测量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止转装置为在行星滚柱丝杠的支撑端用胀紧套将丝杠胀紧以防止行星滚柱丝

杠转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用于行星滚柱丝杠的轴向静动刚度测量的测量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4中，在计算行星滚柱丝杠轴向动刚度时，将除被测件外的测量结构总的动刚

度值简化为相应的静刚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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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用于行星滚柱丝杠的轴向静动刚度测量的测量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静动刚度测量方法，具体涉及一种可用于行星滚柱丝杠的轴向静

动刚度测量的测量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行星滚柱丝杠是一种将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的机械传动装置，具有大推力、

高精度、高频响、高效率、长寿命等优点，因而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高档数控机床、医疗

器械、精密仪器、武器装备以及工业机器人等领域。

[0003] 轴向刚度是评价行星滚柱丝杠综合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刚度不足会降低传动精

度和增大摩擦力矩，进而降低寿命。而实际工况下，常常发生由于行星滚柱丝杠的轴向动刚

度不足而引起整个机构剧烈振动的情况，严重时甚至有可能使结构破坏。行星滚柱丝杠作

为机电作动器的主要执行机构，对它的动态特性有着较高的要求，行星滚柱丝杠在遭受较

大扰动情况下仍能够按照指令要求准确地完成预定动作，对行星滚柱丝杠乃至整个作动系

统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004] 上述行星滚柱丝杠轴向动刚度表征了结构在动载荷下抵抗变形的能力，即为在该

方向上施加一定的动态激振力，当产生单位振动所需要的动态力的大小。动刚度不足，会使

行星滚柱丝杠的振动变形迅速增大，在结构内部产生较大的动应力，从而使结构提前发生

疲劳破坏；通过对行星滚柱丝杠动刚度的分析可以较早的发现结构动态设计中的不足，便

于设计修改，所以对于行星滚柱丝杠轴向动刚度的研究分析变得相当重要。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可用于行星滚柱丝杠轴向静动刚度测量

的测量方法。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可用于行星滚柱丝杠的轴向静动刚度测量的测量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07] 步骤S1：提供支撑机构、加载机构、拉压力传感器、液压缸、复合控制器、载荷指令、

直线光栅尺、分析计算机和标定杆，将所述标定杆沿轴线方向安装于支撑机构与加载机构

之间；通过液压缸对标定杆施加恒定外载，通过拉压力传感器与直线光栅尺的输出数据计

算得到安装标定杆时整个测量装置中的静刚度值；

[0008] 步骤S2：支撑机构、加载机构与被测件标定杆为串联关系，计算求得支撑机构与加

载机构总的静刚度值；

[0009] 步骤S3：提供行星滚柱丝杠，拆除标定杆，安装被测件行星滚柱丝杠，对行星滚柱

丝杠施加轴向恒定外载，测得该状态下整个测量装置总的静刚度；同理，应用串联结构各组

件刚度值之间的关系即可计算得到行星滚柱丝杠的轴向静刚度值；步骤S4：对行星滚柱丝

杠施加轴向正弦外载荷频率，测得安装行星滚柱丝杠时整个测量装置的动刚度值；在进行

行星滚柱丝杠轴向动刚度的计算时，将支撑件和加载机构的总的动刚度值简化为其静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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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并代入计算；同样利用串联结构各组件刚度之间的关系，即可求得行星滚柱丝杠的轴向

动刚度值。

[0010] 优选的，步骤S2中，支撑机构与加载机构总的静刚度值通过公式(1)计算求得：

[0011]

[0012] 其中，k静_标定杆为步骤S1测量所得，利用拉压力传感器与直线光栅尺的输出数据与

胡克定律可求得 代入上式即可求得支撑机构与加载机构总的静刚度值

k台；步骤S3中，对行星滚柱丝杠进行预加载、阶梯加载与卸载，对拉压力传感器的读数

F静总_PRSM与直线光栅尺的读数X静总_PRSM进行实时的采集并存储于分析计算机；同理可得，

[0013]

[0014]

[0015] 代入即可求得行星滚柱丝杠的轴向静刚度k静_PRSM。

[0016] 优选的，步骤S3中安装被测件行星滚柱丝杠时，利用止转装置限定行星滚柱丝杠

的旋转自由度。

[0017] 优选的，所述止转装置为在行星滚柱丝杠的支撑端用胀紧套将丝杠胀紧以防止行

星滚柱丝杠转动。

[0018] 优选的，步骤S4中，在计算行星滚柱丝杠轴向动刚度时，将除被测件外的测量结构

总的动刚度值简化为相应的静刚度值。

[0019] 与相关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可用于行星滚柱丝杠的轴向静动刚度测量的测量

方法首先对标定杆施加恒定外载，测得安装标定杆时整个测量装置总的静刚度值，通过串

联结构各组件刚度值之间的关系计算得除被测件标定杆之外测量装置其他各部件的总的

静刚度值。然后将被测件替换为行星滚柱丝杠，对其施加轴向恒定外载，测得该状态下整个

测量装置总的静刚度。同理，应用串联结构各组件间刚度值之间的关系即可计算得到行星

滚柱丝杠的轴向静刚度值。最后，对行星滚柱丝杠施加某频率的轴向正弦外载，测得安装行

星滚柱丝杠时整个测量装置的动刚度值。该方法测量准确，能提前发现不足，避免隐患。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可用于行星滚柱丝杠的轴向静动刚度测量的测量方法中静动

刚度测量系统安装标定杆的原理简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可用于行星滚柱丝杠的轴向静动刚度测量的测量方法中静动

刚度测量系统安装行星滚柱丝杠的原理简图。

[0022] 附图中：

[0023] 1-支撑机构；2-加载机构；3-加载系统；301-拉压力传感器；303-液压缸；304复合

控制器；305-载荷指令；4-直线光栅尺；5-分析计算机；6-标定杆；7-行星滚柱丝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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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

[0025] 一种行星滚柱丝杠轴向静动刚度的测量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步骤S1：提供支撑机构1、加载机构2、拉压力传感器301、液压缸303、复合控制器

304、载荷指令305、直线光栅尺4、分析计算机5和标定杆6，将所述标定杆6沿轴线方向安装

于支撑机构1与加载机构2之间。通过液压缸303对标定杆6施加恒定外载，通过拉压力传感

器301与直线光栅尺4的输出数据计算得到安装标定杆6时整个测量装置中的静刚度值

k静_标定杆。

[0027] 步骤S2：参照附图1，将标定杆6沿轴线方向安装于支撑机构1与加载机构2之间。首

先对标定杆进行预加载，以消除支撑机构1、标定杆6、加载机构2之间的间隙。拉压力传感器

301通过数据传输302给复合控制器304，输入载荷指令305通过复合控制器304来控制液压

缸303的输出轴向力，同时拉压力传感器301可对复合控制器进行反馈调节，以得到可靠的

轴向输出载荷。完成预紧载荷的初始设置后，对拉压力传感器301与直线光栅尺4的读数进

行调零。通过调整载荷指令305使得加载系统3以一定间隔对标定杆6施加轴向阶梯载荷，每

次加载均需在拉压力传感器读数301和直线光栅尺4读数稳定一段时间后再进行下一步载

荷的施加，在此过程中，对拉压力传感器301的读数F静总_标与直线光栅尺4读数X静总_标进行实时

的采集并存储于分析计算机5中。待加载完成后，进行轴向载荷的阶梯卸载，注意事项与加

载过程中相同，同时注意数据的采集并存储于分析计算机5。

[0028] 在上述实验步骤中液压缸303输出的力作用在支撑机构1、标定杆6与加载机构2

上，光栅尺4测得的变形量也是上述三者变形量的总和。参照附图，支撑机构1与加载机构2

与被测件标定杆6为串联关系，设支撑机构1与加载机构2的总刚度值为k台，则在标定状态下

的总的静刚度值k静总_标可表示为公式(1)

[0029]

[0030] 其中，k静_标定杆已通过步骤一测的，为已知量；利用拉压力传感器301与直线光栅尺4

的输出数据与胡克定律可求得 代入上式即可求得支撑机构1与加载机构

2总的静刚度值k台。

[0031] 如图2所示，步骤S3：拆除标定杆，沿行星滚柱丝杠的轴线方向将被测行星滚柱丝

杠7安装于支撑机构1与加载机构2之间，因行星滚柱丝杠7无自锁功能，当螺母受到轴向载

荷后会将轴向力转化为扭矩，进而带动丝杠的转动。所以，必须增加止转装置(未图示)对丝

杠的旋转自由度加以限制，才能保证行星滚柱丝杠7副静刚度以及动刚度试验的顺利进行。

所述止转装置为在行星滚柱丝杠的支撑端用胀紧套将丝杠胀紧以防止行星滚柱丝杠转动。

[0032] 同步骤S2中，对行星滚柱丝杠7进行预加载、阶梯加载与卸载，对拉压力传感器301

的读数F静总_PRSM与直线光栅尺4的读数X静总_PRSM进行实时的采集并存储于分析计算机5。

[0033] 同理可得，

[0034]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08362452 B

6



[0035]

[0036] 代入即可求得行星滚柱丝杠7的轴向静刚度k静_PRSM。

[0037] 步骤S4：再次对行星滚柱丝杠7进行预加载，以消除支撑机构1、行星滚柱丝杠7、加

载机构2之间的间隙，预加载的载荷初始设置为静刚度测试时的初始预紧值，也可根据实际

测试状态调整初始预紧载荷的大小。完成预紧载荷的初始设置后，对力传感器301与光栅尺

4的读数进行调零。调整载荷指令305使得加载系统3输出某一频率的正弦载荷，将该正弦载

荷的频率、加载历程以及该动载频率下光栅尺位移4的变化量进行采集与存储，逐渐改变所

施加正弦载荷的频率，并实时保存测得的液压缸303的输出力、频率以及相对应的位移。对

拉压力传感器301的读数F动总_PRSM与直线光栅尺4的读数X动总_PRSM进行实时的采集并存储于分

析计算机5。

[0038] 在求解行星滚柱丝杠7的轴向动刚度k动_PRSM时，做出如下简化，支撑机构1与加载机

构2总的动刚度与其相应静刚度值相等，同为k台。在正弦外载作用下，输出的拉压力传感器

301的读数与直线光栅尺4的读数均为正弦分布。求得拉压力传感器301输出读数正弦分布

的幅值 与直线光栅尺4输出读数正弦分布的幅值 并代入公式(4)、(5)中，

[0039]

[0040]

[0041] 即可求得行星滚柱丝杠7的轴向动刚度k动_PRSM。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它相关的技

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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