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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矿井提升机安全制动性

能测试试验台。该矿井提升机安全制动性能测试

试验台包括控制与动力单元、检测与显示单元及

制动测试单元，具有体积小，成本低，无污染，操

作简单，能源利用率高，控制精度高，响应速度快

等优点，且能够双向调节，模拟不同型号的矿井

提升机在不同转速、不同负载时的上提和下放的

安全制动工况，有效验证液压安全制动系统的制

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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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矿井提升机安全制动性能测试试验台，其特征在于：包括控制与动力单元、检测

与显示单元及制动测试单元；

所述控制与动力单元，包括计算机20、伺服驱动器1、伺服电机2、可拆飞轮组5、固定飞

轮组6、螺栓4、飞轮轴7、飞轮轴轴承座17及电机支架18，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固定在电机

支架上，计算机与伺服驱动器连接，伺服驱动器通过线缆与伺服电机连接，伺服电机轴端通

过A联轴器3与飞轮轴左端连接；可拆飞轮组包括至少一个可拆飞轮，可拆飞轮由两个半圆

环501组成，半圆环在半径为R的圆周上对称分布三个A通孔502，相邻A通孔之间的夹角均为

60°，可拆飞轮通过螺栓与A通孔的配合组成可拆飞轮组；固定飞轮组包括至少一个固定飞

轮，固定飞轮在半径为R的圆周上均匀分布六个B通孔，B通孔与A通孔孔径相同，固定飞轮通

过螺栓与B通孔的配合组成固定飞轮组；固定飞轮组固定安装在飞轮轴上，飞轮轴通过飞轮

轴轴承座支撑，可拆飞轮组与固定飞轮组通过螺栓连接；

所述检测与显示单元，包括转矩转速传感器9、转矩转速传感器支架16及数据采集系统

21，转矩转速传感器通过B联轴器8与飞轮轴的右端连接，转矩转速传感器固定在转矩转速

传感器支架上，数据采集系统分别与转矩转速传感器、计算机连接；

所述制动测试单元，包括制动轴15、制动盘12、制动闸组11、制动轴轴承座14、压力传感

器22及液压安全制动系统13，制动轴左端通过C联轴器10与转矩转速传感器右轴端连接，制

动轴上固定安装制动盘，制动轴通过制动轴轴承座支撑，制动闸组安装在制动盘上并通过

液压管路与液压安全制动系统连接，液压安全制动系统与数据采集系统连接，压力传感器

分别与制动闸组、数据采集系统连接；

所述电机支架、飞轮轴轴承座、转矩转速传感器支架及制动轴轴承座均固定在底座19

上；

所述控制与动力单元用伺服电机的电磁转矩M电机模拟负载静力矩，用固定飞轮组与

可拆飞轮组的转动惯量之和J总模拟提升机系统转动惯量，伺服电机的电磁转矩M电机＝M+

J总·α，其中，M为制动闸组对制动盘产生的制动力矩，α为制动盘角加速度；所述制动测试

单元用制动盘的转速模拟提升机卷筒的转速，通过固定电动机电磁转矩的方向，制动盘转

速与电动机电磁转矩的方向相反时模拟提升机上提工况，制动盘转速与电动机电磁转矩的

方向相同时模拟提升机下放工况；

所述可拆飞轮组的转动惯量模拟提升机负载转动惯量，用来模拟各种负载状态，当可

拆飞轮组数量为零时，模拟提升机空载状态；固定飞轮组的转动惯量模拟除负载以外的提

升机系统转动惯量，用来模拟各种型号的矿井提升机；

所述计算机通过控制伺服驱动器使伺服电机具有两种运行模式：速度控制运行模式和

转矩控制运行模式，伺服电机先对制动盘进行速度控制，当制动盘转度达到设定值v后，液

压安全制动系统开始工作，制动闸组产生制动力矩进行安全制动，同时伺服电机转为转矩

控制，模拟负载静力矩，直到制动盘转速恒减速为零；

所述压力传感器、转矩转速传感器分别检测制动闸组的制动压力信号和制动盘的转速

信号及制动闸组的制动力矩信号，并将其输入数据采集系统，通过数据采集系统传达到计

算机，经控制器处理后发出控制指令，进一步控制制动闸组的制动压力和制动盘转速，从而

实现对安全制动时制动压力的动、静态特性、制动压力与制动力矩的关系以及卷筒速度与

制动压力关系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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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井提升机安全制动性能测试试验台，其特征在于：所述

液压安全制动系统为目前矿井提升机液压制动系统中的任意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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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矿井提升机安全制动性能测试试验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提升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矿井提升机安全制动性能测试试验

台。

背景技术

[0002] 矿井提升机承担着煤炭工业中井上、井下输送物料和人员的重要任务，被称为咽

喉设备。制动系统是矿井提升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安全、可靠和高效运行的根本保

证。安全制动是提升机的一种制动工况，指发生异常情况时，制动系统能够快速地响应并对

摩擦轮进行制动，是矿井提升机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其性能好坏对于矿

山安全生产至关重要。

[0003] 随着我国煤炭事业的发展，对安全制动系统的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为确保安全

制动系统的安全性，需要通过试验来检验其性能和制动效果。

[0004] 目前，矿井提升设备安全制动性能测试试验台有塔式配重试验台及液压加载试验

台两种。塔式配重试验台是在钢铁架上安装定滑轮模拟天轮，通过改变砝码的质量测定提

升机最大拉力，没有足够大的砝码就无法模拟大功率提升机，并且受钢铁架高度限制，不能

模拟提升机连续工作的实际工况，体积大；液压加载试验台采用液压加载装置作为提升机

负载，可连续进行提升机负载试验而不受行程限制，但是忽略了实际提升机的转动惯量，同

时液压加载为转矩模拟，导致在小扭矩范围内对液压马达的要求较高，控制系统复杂，由于

摩擦力的原因很难达到很高的精度，而且需要液压源、功耗和噪声大、能源利用率低、容易

漏油、维护修理不方便。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为了克服目前矿井提升机安全制动性能测试试验台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

矿井提升机安全制动性能测试试验台。该矿井提升机安全制动性能测试试验台包括控制与

动力单元、检测与显示单元及制动测试单元，具有体积小，成本低，无污染，操作简单，能源

利用率高，控制精度高，响应速度快等优点，且能够双向调节，模拟不同型号的矿井提升机

在不同转速、不同负载时的上提和下放的安全制动工况，有效验证液压安全制动系统的制

动效果。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矿井提升机安全制动性能测试试验台，包括控制与动力单元、检测与显示单

元及制动测试单元；

[0008] 所述控制与动力单元，包括计算机20、伺服驱动器1、伺服电机2、可拆飞轮组5、固

定飞轮组6、螺栓4、飞轮轴7、飞轮轴轴承座17及电机支架18，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固定在

电机支架上，计算机与伺服驱动器连接，伺服驱动器通过线缆与伺服电机连接，伺服电机轴

端通过A联轴器3与飞轮轴左端连接；可拆飞轮组包括至少一个可拆飞轮，可拆飞轮由两个

半圆环501组成，半圆环在半径为R的圆周上对称分布三个A通孔502，相邻A通孔之间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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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60°，可拆飞轮通过螺栓与A通孔的配合组成可拆飞轮组；固定飞轮组包括至少一个固

定飞轮，固定飞轮在半径为R的圆周上均匀分布六个B通孔，B通孔与A通孔孔径相同，固定飞

轮通过螺栓与B通孔的配合组成固定飞轮组；固定飞轮组固定安装在飞轮轴上，飞轮轴通过

飞轮轴轴承座支撑，可拆飞轮组与固定飞轮组通过螺栓连接；

[0009] 所述检测与显示单元，包括转矩转速传感器9、转矩转速传感器支架16及数据采集

系统21，转矩转速传感器通过B联轴器8与飞轮轴的右端连接，转矩转速传感器固定在转矩

转速传感器支架上，数据采集系统分别与转矩转速传感器、计算机连接；

[0010] 所述制动测试单元，包括制动轴15、制动盘12、制动闸组11、制动轴轴承座14、压力

传感器22及液压安全制动系统13，制动轴左端通过C联轴器10与转矩转速传感器右轴端连

接，制动轴上固定安装制动盘，制动轴通过制动轴轴承座支撑，制动闸组安装在制动盘上并

通过液压管路与液压安全制动系统连接，液压安全制动系统与数据采集系统连接，压力传

感器分别与制动闸组、数据采集系统连接；

[0011] 所述电机支架、飞轮轴轴承座、转矩转速传感器支架及制动轴轴承座均固定在底

座19上；

[0012] 所述控制与动力单元用伺服电机的电磁转矩M电机模拟负载静力矩，用固定飞轮组

与可拆飞轮组的转动惯量之和J总模拟提升机系统转动惯量，伺服电机的电磁转矩M电机＝M+

J总·α，其中，M为制动闸组对制动盘产生的制动力矩，α为制动盘角加速度；所述制动测试单

元用制动盘的转速模拟提升机卷筒的转速，通过固定电动机电磁转矩的方向，制动盘转速

与电动机电磁转矩的方向相反时模拟提升机上提工况，制动盘转速与电动机电磁转矩的方

向相同时模拟提升机下放工况；

[0013] 所述可拆飞轮组的转动惯量模拟提升机负载转动惯量，用来模拟各种负载状态，

当可拆飞轮组数量为零时，模拟提升机空载状态；固定飞轮组的转动惯量模拟除负载以外

的提升机系统转动惯量，用来模拟各种型号的矿井提升机；

[0014] 所述计算机通过控制伺服驱动器使伺服电机具有两种运行模式：速度控制运行模

式和转矩控制运行模式，伺服电机先对制动盘进行速度控制，当制动盘转度达到设定值v

后，液压安全制动系统开始工作，制动闸组产生制动力矩进行安全制动，同时伺服电机转为

转矩控制，模拟负载静力矩，直到制动盘转速恒减速为零；

[0015] 所述压力传感器、转矩转速传感器分别检测制动闸组的制动压力信号和制动盘的

转速信号及制动闸组的制动力矩信号，并将其输入数据采集系统，通过数据采集系统传达

到计算机，经控制器处理后发出控制指令，进一步控制制动闸组的制动压力和制动盘转速，

从而实现对安全制动时制动压力的动、静态特性、制动压力与制动力矩的关系以及卷筒速

度与制动压力关系的测试。

[0016] 所述液压安全制动系统为目前矿井提升机液压制动系统中的任意一种。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8] 1、通过采用惯性飞轮模拟矿井提升机系统的转动惯量，伺服电机电磁转矩模拟提

升机负载静力矩代替传统试验台，实现了对矿井提升机实际运行的有效模拟。本发明控制

精度高，响应速度快，且双向调节，能够模拟提升机上提和下放时的安全制动工况，可通过

转矩转速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可有效验证液压安全制动系统的制动效果。

[0019] 2、通过采用固定飞轮与可拆飞轮组合的方式，并通过伺服电机的转速控制运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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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转矩控制运行模式，本发明可模拟不同型号的矿井提升机在不同转速、不同负载下的

实际制动过程。

[0020] 3、本发明试验台体积小，成本低，无污染，操作简单，能源利用率高。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矿井提升机安全制动性能测试试验台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所述可拆飞轮的示意图。

[0023] 图中：1-伺服控制器；2-伺服电机；3-A联轴器；4-螺栓；5-可拆飞轮组；6-固定飞轮

组；7-飞轮轴；8-B联轴器；9-转矩转速传感器；10-C联轴器；11-制动闸组；12-制动盘；13-液

压安全制动系统；14-制动轴轴承座；15-制动轴；16-转矩转速传感器支架；17-飞轮轴轴承

座；18-电机支架；19-底座；20-计算机；21-数据采集系统；22压力传感器；501-半圆环；502-

A通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5] 一种矿井提升机安全制动性能测试试验台，包括控制与动力单元、检测与显示单

元及制动测试单元；

[0026] 所述控制与动力单元，包括计算机20、伺服驱动器1、伺服电机2、可拆飞轮组5、固

定飞轮组6、螺栓4、飞轮轴7、飞轮轴轴承座17及电机支架18，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固定在

电机支架上，计算机与伺服驱动器连接，伺服驱动器通过线缆与伺服电机连接，伺服电机轴

端通过A联轴器3与飞轮轴左端连接；可拆飞轮组包括至少一个可拆飞轮，可拆飞轮由两个

半圆环501组成，半圆环在半径为R的圆周上对称分布三个A通孔502，相邻A通孔之间的夹角

均为60°，可拆飞轮通过螺栓与A通孔的配合组成可拆飞轮组；固定飞轮组包括至少一个固

定飞轮，固定飞轮在半径为R的圆周上均匀分布六个B通孔，B通孔与A通孔孔径相同，固定飞

轮通过螺栓与B通孔的配合组成固定飞轮组；固定飞轮组固定安装在飞轮轴上，飞轮轴通过

飞轮轴轴承座支撑，可拆飞轮组与固定飞轮组通过螺栓连接。

[0027] 所述检测与显示单元，包括转矩转速传感器9、转矩转速传感器支架16及数据采集

系统21，转矩转速传感器通过B联轴器8与飞轮轴的右端连接，转矩转速传感器固定在转矩

转速传感器支架上，数据采集系统分别与转矩转速传感器、计算机连接。

[0028] 所述制动测试单元，包括制动轴15、制动盘12、制动闸组11、制动轴轴承座14、压力

传感器22及液压安全制动系统13，制动轴左端通过C联轴器10与转矩转速传感器右轴端连

接，制动轴上固定安装制动盘，制动轴通过制动轴轴承座支撑，制动闸组安装在制动盘上并

通过液压管路与液压安全制动系统连接，液压安全制动系统与数据采集系统连接，压力传

感器分别与制动闸组、数据采集系统连接。

[0029] 所述电机支架、飞轮轴轴承座、转矩转速传感器支架及制动轴轴承座均固定在底

座19上。

[0030] 所述控制与动力单元用伺服电机的电磁转矩M电机模拟负载静力矩，用固定飞轮组

与可拆飞轮组的转动惯量之和J总模拟提升机系统转动惯量，伺服电机的电磁转矩M电机＝M+

J总·α，其中，M为制动闸组对制动盘产生的制动力矩，α为制动盘角加速度；所述制动测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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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用制动盘的转速模拟提升机卷筒的转速，通过固定电动机电磁转矩的方向，制动盘转速

与电动机电磁转矩的方向相反时模拟提升机上提工况，制动盘转速与电动机电磁转矩的方

向相同时模拟提升机下放工况。

[0031] 所述可拆飞轮组的转动惯量模拟提升机负载转动惯量，用来模拟各种负载状态，

当可拆飞轮组数量为零时，模拟提升机空载状态；固定飞轮组的转动惯量模拟除负载以外

的提升机系统转动惯量，用来模拟各种型号的矿井提升机。

[0032] 所述计算机通过控制伺服驱动器使伺服电机具有两种运行模式：速度控制运行模

式和转矩控制运行模式，伺服电机先对制动盘进行速度控制，当制动盘转度达到设定值v

后，液压安全制动系统开始工作，制动闸组产生制动力矩进行安全制动，同时伺服电机转为

转矩控制，模拟负载静力矩，直到制动盘转速恒减速为零。

[0033] 所述压力传感器、转矩转速传感器分别检测制动闸组的制动压力信号和制动盘的

转速信号及制动闸组的制动力矩信号，并将其输入数据采集系统，通过数据采集系统传达

到计算机，经控制器处理后发出控制指令，进一步控制制动闸组的制动压力和制动盘转速，

从而实现对安全制动时制动压力的动、静态特性、制动压力与制动力矩的关系以及卷筒速

度与制动压力关系的测试。

[0034] 所述液压安全制动系统为目前矿井提升机液压制动系统中的任意一种。

[0035] 所述制动盘转速模拟提升机卷筒转速，制动盘直径与提升机卷筒直径比例采用为

1:1，则本试验台为1:1试验台，制动盘转速与提升机卷筒转速相等；制动盘直径与提升机卷

筒直径比例采用为1:K，则本试验台为缩比试验台，制动盘转速为提升机卷筒转速的K倍，进

一步，制动闸组的摩擦半径、闸片面积、固定飞轮组与可拆飞轮组转动惯量、伺服电机的电

磁转矩等参数都按照相似原理进行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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