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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通用型摩托车离合器试验

台装置，包括主动轴装置和从动轴装置，所述主

动轴装置包括第一驱动装置和第二驱动装置，所

述第一驱动装置包括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的

电机轴通过联轴器连接有主动轴，所述主动轴上

安装有惯性飞轮组件和驱动轴承组件，所述第二

驱动装置包括减速机安装座以及减速机，所述减

速机的低速驱动轴上安装有减速机齿轮，所述从

动轴装置包括从动轴，所述从动轴上安装有惯性

测试飞轮、磁粉制动器、制动器安装架和从动轴

承组件，所述制动器安装架上安装有测试装置。

本发明通用型摩托车离合器试验台装置，检测精

度高、工作稳定、可靠性高，适用于离合器生产厂

家对离合器进行开发研究与质量品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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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通用型摩托车离合器试验台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主动轴装置和所述主动轴

装置连接的从动轴装置，所述主动轴装置包括第一驱动装置和第二驱动装置；

所述第一驱动装置包括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的电机轴通过联轴器连接有主动轴，

所述主动轴上安装有惯性飞轮组件和驱动轴承组件；所述第二驱动装置包括减速机安装座

以及设置在所述减速机安装座上的减速机，所述减速机的低速驱动轴上安装有减速机齿

轮，所述减速机安装座与所述惯性飞轮组件相连；

所述从动轴装置包括从动轴，所述从动轴上安装有惯性测试飞轮、磁粉制动器、制动器

安装架和从动轴承组件，所述制动器安装架之间设有制动盘安装盘，所述制动盘安装盘上

安装有制动盘，所述制动器安装架上安装有测试装置；

所述制动器安装架包括安装左侧板、安装右侧板以及连接在所述安装左侧板和所述安

装右侧板之间的安装上平板，所述安装左侧板和所述安装右侧板分别通过连接轴承安装在

所述从动轴上，所述测试装置为空压蝶式制动器，在所述安装右侧板上设有空压蝶式制动

器拉压传感器，所述空压蝶式制动器拉压传感器与第一测力连接块通过第一螺栓相连；

在所述惯性测试飞轮与所述磁粉制动器之间的从动轴上还安装有第二短轴承组件，所

述第二短轴承组件包括第二短轴承，设置在所述第二短轴承上的第二短轴承端盖以及支撑

所述第二短轴承的第二短轴承座；

在所述第二短轴承组件与所述磁粉制动器之间的从动轴上还安装有从动轴测试齿轮，

所述从动轴测试齿轮与所述磁粉制动器之间设有过渡套，所述过渡套上设有磁粉制动器拉

压传感器，所述磁粉制动器拉压传感器与第二测力连接块通过第二螺栓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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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型摩托车离合器试验台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离合器试验台装置，尤其是涉及一种通用型摩托车离合器试验台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摩托车工业的飞速发展及社会拥有量的日益增多,对摩托车的行车安全

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摩托车离合器是至关重要的安全装置,其质量合格、性能优良是行车

安全性的重要保障。因此必须严格控制离合器的产品质量，而离合器试验台是测定和分析

离合器性能和质量的关键试验装置。

[0003] 因此，如何设计出一种高精度的摩托车离合器试验台装置，使得该装置而且检测

精度高、工作稳定、可靠性高，尤其适用于离合器生产厂家对离合器进行开发研究与质量品

质控制，已经成为摩托车离合器试验台装置设计的难点。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检测精度高、工作稳定、可靠性高的通用型摩托车离合器试验台

装置，尤其适用于离合器生产厂家对离合器进行开发研究与质量品质控制。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通用型摩托车离合器试验

台装置，包括主动轴装置和所述主动装置连接的从动轴装置，所述主动轴装置包括第一驱

动装置和第二驱动装置。

[0006] 所述第一驱动装置包括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的电机轴通过联轴器连接有主动

轴，所述主动轴上安装有惯性飞轮组件和驱动轴承组件；所述第二  驱动装置包括减速机安

装座以及设置在所述减速机安装座上的减速机，所述减速机的低速驱动轴上安装有减速机

齿轮，所述减速机安装座与所述惯性飞轮组件相连。

[0007] 所述从动轴装置包括从动轴，所述从动轴上安装有惯性测试飞轮、磁粉制动器、制

动器安装架和从动轴承组件，所述制动器安装架之间设有制动盘安装盘，所述制动盘安装

盘上安装有制动盘，所述制动器安装架上安装有测试装置。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惯性飞轮组件包括与所述减速机安装座相连的惯性飞轮安装件以

及设置在所述惯性飞轮安装件上的惯性飞轮。

[0009] 进一步地，所述驱动轴承组件包括驱动轴承以及支撑所述驱动轴承的驱动轴承

座，所述驱动轴承的两侧分别设有驱动轴承座端盖和法兰端盖。

[0010] 具体地，在所述联轴器与所述惯性飞轮组件之间的主动轴上还安装有第一短轴承

组件，所述第一短轴承组件包括第一短轴承，设置在所述第一短轴承上的第一短轴承端盖

以及支撑所述第一短轴承的第一短轴承座。

[0011] 具体地，所述制动器安装架包括安装左侧板、安装右侧板以及连接在所述安装左

侧板和所述安装右侧板之间的安装上平板，所述安装左侧板和所述安装右侧板分别通过连

接轴承安装在所述从动轴上，所述测试装置为空压蝶式制动器，在所述安装右侧板上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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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压蝶式制动器拉压传感器，所述空压蝶式制动器拉压传感器与第一测力连接块通过第一

螺栓相连。

[0012] 进一步地，所述从动轴承组件包括从动轴承以及支撑所述从动轴承的从动轴承

座，所述从动轴承的两侧分别设有从动轴承座端盖和法兰端盖。

[0013] 具体地，在所述惯性测试飞轮与所述磁粉制动器之间的从动轴上还安装有第二短

轴承组件，所述第二短轴承组件包括第二短轴承，设置在所述第二短轴承上的第二短轴承

端盖以及支撑所述第二短轴承的第二短轴承座。

[0014] 具体地，在所述第二短轴承组件与所述磁粉制动器之间的从动轴上还安装有从动

轴测试齿轮，所述从动轴测试齿轮与所述磁粉制动器之间设有过渡套，所述过渡套上设有

磁粉制动器拉压传感器，所述磁粉制动器拉压传感器与第二测力连接块通过第二螺栓相

连。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的通用型摩托车离合器试验台装置还包括油箱装置，所述油箱装

置分别与所述驱动轴承组件、所述从动轴承组件相连。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的通用型摩托车离合器试验台装置还包括与所述油箱装置连接的

压紧力测试装置，所述压紧力测试装置通过压紧力连接轴与所述从动轴相连，所述压紧力

测试装置上还设有供油装置。

[0017] 本发明通用型摩托车离合器试验台装置，通过第一驱动装置和第二驱动装置驱动

离合器旋转，通过压紧力测试装置对离合器片之间压紧力进行控制与测量，在从动轴上安

装磁粉制动器可有效模拟摩托车上坡与行驶过程中的阻力，通过磁粉制动器拉压传感器和

空压蝶式制动器拉压传感器测得数据可计算出离合器各性能参数。本发明通用型摩托车离

合器试验台装置，检测精度高、工作稳定、可靠性高，尤其适用于离合器生产厂家对离合器

进行开发研究与质量品质控制。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通用型摩托车离合器试验台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通用型摩托车离合器试验台装置的图1的俯视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通用型摩托车离合器试验台装置的主动轴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发明通用型摩托车离合器试验台装置的图3的俯视图；

[0022] 图5是本发明通用型摩托车离合器试验台装置的从动轴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是本发明通用型摩托车离合器试验台装置的图5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做详细说明。

[0025] 如图1-2所示，本发明通用型摩托车离合器试验台装置，包括主平板1，所述主平板

1上设有主动轴装置、从动轴装置2、油箱装置3、压紧力测试装置4和供油装置5，所述主动轴

装置包括第一驱动装置6和第二驱动装置7，所述油箱装置3分别与所述主动轴装置、所述从

动轴装置2相连，所述压紧力测试装置4与所述油箱装置3相连，所述压紧力测试装置4与所

述供油装置5相连。

[0026] 如图3-4所示，所述第一驱动装置6包括驱动电机601，所述驱动电机601的电机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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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联轴器602与主动轴603相连，所述主动轴603上安装有惯性飞轮组件604和驱动轴承组

件605。所述第二驱动装置7包括减速机安装座701以及设置在所述减速机安装座701上的减

速机702，所述减速机702的低速驱动轴上安装有减速机齿轮703，所述减速机安装座701与

所述惯性飞轮组件604相连。

[0027] 所述惯性飞轮组件604包括与所述减速机安装座701相连的惯性飞轮安装件以及

设置在所述惯性飞轮安装件上的惯性飞轮。所述驱动轴承组件605包括驱动轴承以及支撑

所述驱动轴承的驱动轴承座，所述驱动轴承的两侧分别设有驱动轴承座端盖和法兰端盖。

在所述联轴器602与所述惯性飞轮组件604之间的主动轴603上还安装有第一短轴承组件

606，所述第一短轴承组件606包括第一短轴承，设置在所述第一短轴承上的第一短轴承端

盖以及支撑所述第一短轴承的第一短轴承座。

[0028] 如图5-6所示，所述从动轴装置2包括从动轴201，所述从动轴201上安装有惯性测

试飞轮202、磁粉制动器203、制动器安装架204和从动轴承组件205，所述制动器安装架204

之间设有制动盘安装盘206，所述制动盘  安装盘206上安装有制动盘207，所述制动器安装

架204上安装有空压蝶式制动器208。

[0029] 所述制动器安装架204包括安装左侧板204a、安装右侧板204b以及连接在所述安

装左侧板和所述安装右侧板之间的安装上平板204c，所述安装左侧板204a和所述安装右侧

板204b分别通过连接轴承209安装在所述从动轴201上。在所述安装右侧板205b上设有空压

蝶式制动器拉压传感器210，所述空压蝶式制动器拉压传感器210与第一测力连接块211通

过螺栓212相连。

[0030] 所述从动轴承组件205包括从动轴承以及支撑所述从动轴承的从动轴承座，所述

从动轴承的两侧分别设有从动轴承座端盖和法兰端盖。在所述惯性测试飞轮202与所述磁

粉制动器203之间的从动轴201上还安装有第二短轴承组件213，所述第二短轴承组件213包

括第二短轴承，设置在所述第二短轴承上的第二短轴承端盖以及支撑所述第二短轴承的第

二短轴承座。

[0031] 在所述第二短轴承组件213与所述磁粉制动器203之间的从动轴201上还安装有从

动轴测试齿轮214，所述从动轴测试齿轮214与所述磁粉制动器203之间设有过渡套215，所

述过渡套215上设有磁粉制动器拉压传感器216，所述磁粉制动器拉压传感器216与第二测

力连接块217通过螺栓218相连。

[0032] 本发明通用型摩托车离合器试验台装置，能够对摩托车用离合器进行性能和耐久

试验，适用于摩托车离合器和整车、发动机制造企业对离合器进行开发研究、质量控制。本

发明采用工业控制计算机和可编程控制系统作为控制核心，使试验过程实现全部自动化，

系统测试精度高，工作稳定。本发明采用国际先进的交流变频调速技术，调速范围宽，转速

控制稳定，可靠性高。

[0033] 本发明通用型摩托车离合器试验台装置能够进行一下测试：1、针对手操纵湿式多

片离合器的静摩擦力矩及静摩擦系数测试，动摩擦力矩及动摩擦系数测试，以及轴向预紧

力测试；2、针对自动离心湿式多片离合器的最低  结合转速测试，以及不同转速下的失速扭

矩测试；3、离合器的耐久磨损试验。本发明尤其适用于离合器生产厂家对离合器进行开发

研究与质量品质控制。

[0034] 以上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了详细说明，但所述内容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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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能被认为用于限定本发明的实施范围。凡依本发明申请范围所作的均等变化与改进

等，均应仍归属于本发明的专利涵盖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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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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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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