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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双向位移放大功能

设计的三维电磁隔振器，包括沙漏型机构和菱形

机构、电磁机构、传感器和紧固件等部分；其中沙

漏型机构和菱形机构相互垂直分布，四个相同的

电磁机构分别分布在两种机构的中间板上；其中

电磁机构分为永磁铁部分和电磁铁部分；传感器

布置在中间交叉部分；整个隔振器可通过螺栓连

接于所需的隔振环境中；本发明通过利用沙漏型

机构具有的负泊松比效应，菱形机构具有的正泊

松比效应，两种结构沿相反的两个驱动方向，构

成了互补的位移放大效果；同时，电磁机构具有

距离越小电磁力越大的特点。并通过沙漏型机构

和菱形机构相互垂直分布的三维结构设计，消除

了传统位移放大机构在非作动方向的不良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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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双向位移放大功能设计的三维电磁隔振器，其特征在于：包括菱形机构

(1)、沙漏型机构(2)、电磁机构、传感器和紧固件；所述沙漏型机构(2)和菱形机构(1)为一

体化整体结构且相互垂直分布，沙漏型机构(2)和菱形机构(1)增加柔性铰链(13)关节，减

少不必要的变形，沙漏型机构(2)和菱形机构(1)分别通过第一固定螺栓组(3)和第二固定

螺栓组(4)固定在振源和基础之间；所述菱形机构(1)包括两个并排并间隔设置的第一菱形

组件(1-1)和第二菱形组件(1-2)，第一菱形组件(1-1)和第二菱形组件(1-2)相对的中间板

间分别设置第一电磁机构(5)和第二电磁机构(6)；所述沙漏型机构(2)包括两个并排设置

的第一沙漏型组件(2-1)和第二沙漏型组件(2-2)，第一沙漏型组件(2-1)和第二沙漏型组

件(2-2)相对的中间板间分别设置第三电磁机构(7)和第四电磁机构(8)；所述第一电磁机

构(5)、第二电磁机构(6)、第三电磁机构(7)和第四电磁机构(8)的结构相同，均包括永磁铁

部分(9)和电磁铁部分(10)，其中永磁铁部分(9)为长方体钕铁硼永磁铁，胶黏在菱形组件

或沙漏型组件的一个中间板上，电磁铁部分(10)包括线圈骨架和缠绕在线圈骨架上的电磁

线圈，胶黏在菱形组件或沙漏型组件的相对的另一个中间板上；永磁铁部分(9)和电磁铁部

分(10)之间留有气隙；所述传感器布置在菱形机构(1)和沙漏型机构(2)的交叉部分，包括

霍尔元件(11)和设置在霍尔元件(11)对立面的小型永磁铁(12)；还包括控制电磁铁部分

(10)中电磁线圈的电流大小和方向的控制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双向位移放大功能设计的三维电磁隔振器，其特征

在于：所述菱形机构(1)和沙漏型机构(2)采用不导磁的铝合金材料，为整个隔振器提供支

撑刚度，通过设计柔性铰链(13)的关键参数与菱形机构(1)和沙漏型机构(2)的夹角达到具

体工况要求；所述沙漏型机构(2)具有负泊松比效应，菱形机构(1)具有正泊松比效应，两种

机构沿相反的两个驱动方向，构成了互补的位移放大效果；此外，两者相互垂直的三维设

计，消除传统位移放大机构的不良模态。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双向位移放大功能设计的三维电磁隔振器，其特

征在于：所述菱形机构(1)和沙漏型机构(2)中的柔性铰链(13)设计为短臂梁柔性铰链，关

键参数为柔性铰链的长度和厚度，其作用为：使得变形集中在柔性铰链部分，其他部分几乎

不发生变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双向位移放大功能设计的三维电磁隔振器，其特征

在于：所述永磁铁部分(9)和电磁铁部分(10)的中心线应对齐，均通过胶黏的方式固定在菱

形组件或沙漏型组件的中间板上，其中电磁铁部分(10)的线圈骨架为ABS塑料，电磁线圈为

铜漆包线；当整体发生向上的位移即拉伸状态时，菱形机构(1)中的第一电磁机构(5)和第

二电磁机构(6)的永磁铁部分(9)和电磁铁部分(10)中间距离越近，当整体发生向下位移即

压缩状态时，沙漏型机构(2)中的第三电磁机构(7)和第四电磁机构(8)的永磁铁部分(9)和

电磁铁部分(10)中间距离越近，从而实现双向高效的隔振性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双向位移放大功能设计的三维电磁隔振器，其特征

在于：所述小型永磁铁(12)，胶黏于菱形组件或沙漏型组件的一个中间板上，提供一个磁

场，霍尔元件位于小型永磁铁的对立面，胶黏在菱形组件或沙漏型组件的相对的另一个中

间板上；当机构运动时，霍尔元件(11)与小型永磁铁(12)之间的距离发生变化，从而通过霍

尔元件(11)测量出磁感应强度的变化量，来进一步得出隔振器的运动状态量，通过控制器

来确定电磁机构中电磁线圈的电流大小和方向，当为拉伸状态时，提供电磁力为负，即吸引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296684 A

2



力，此时菱形机构(1)中间距离更近；压缩状态时，提供电磁力为正，即排斥力，此时沙漏型

机构(2)中间距离更近，从而对整个电磁隔振器进行控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双向位移放大功能设计的三维电磁隔振器，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控制器对电磁线圈电流的输入信号中，第一电磁机构(5)和第二电磁机构(6)

的两个电磁线圈控制电流信号一致，第三电磁机构(7)和第四电磁机构(8)中的两个电磁线

圈控制电流一致，以保证机构的可控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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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双向位移放大功能设计的三维电磁隔振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振动控制技术领域，主要涉及一种电磁隔振器，具体地说是一种基于

双向位移放大功能设计的三维电磁隔振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新技术、新材料的发展和人们对振动控制的要求不断提高，隔振技术也得到

了不断的发展。传统的电磁、液压和气动作动器在工程中受到广泛应用的同时，智能结构随

着技术和工艺的不断成熟，也逐渐被应用到航空航天等领域中。由于空间飞行器在太空中

难以补充空气或液体，给气动或液压作动器的使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电能则可以通过

太阳能帆板长期供给，因此作动力大、响应速度快、不影响系统刚度且有效行程较大的电磁

作动器常被用作空间结构的振动控制技术设计，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

景。

[0003] 近年来，电磁作动器在主动隔振中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常见的如音圈电机型电

磁作动器，基于电磁感应原理，通过改变电流来改变隔振器的隔振性能。此外，如专利申请

号CN  103511529  A公开了一种可调刚度的电磁隔振器。我们在先前的专利申请号CN 

107606018  A中公开了一种沙漏型电磁隔振器。由于传统的电磁隔振器需要附加弹簧达到

一定的支撑刚度，并且需要较大的电流提供电磁力，从而增加了使用成本。沙漏型电磁隔振

器虽然采用了位移放大效应，具有减小控制电流的优点，但我们深入的研究发现，沙漏型电

磁隔振器只能在单个方向进行高效隔振，不能在振动的往复方向均能充分的利用电磁对距

离越小电磁力越大的作动特点，而且易出现非作动方向(左右晃动)的不良低频模态，仍需

要对其进行改进。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通过利用沙漏型机构具有负泊松比效应，

菱形机构具有正泊松比效应，两种结构沿相反的两个驱动方向，构成了互补的位移放大效

果。同时电磁机构具有距离越小电磁力越大的特点，结合上述特点，提出一种可以实现双向

的位移放大效应的三维电磁隔振器；并通过沙漏型机构和菱形机构相互垂直分布的三维结

构设计，消除了传统位移放大机构在非作动方向的不良模态，保持一阶模态为竖向振动；具

有双向高效隔振，刚度可调，结构紧凑，可设计性强反应速度快，易于控制的特点；旨在用于

结构的振动隔离。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基于双向位移放大功能设计的三维电磁隔振器，包括菱形机构1、沙漏型机构

2、电磁机构、传感器和紧固件；所述沙漏型机构2和菱形机构1为一体化整体结构且相互垂

直分布，沙漏型机构2和菱形机构1增加柔性铰链13关节，减少不必要的变形，沙漏型机构2

和菱形机构1分别通过第一固定螺栓组3和第二固定螺栓组4固定在振源和基础之间；所述

菱形机构1包括两个并排并间隔设置的第一菱形组件1-1和第二菱形组件1-2，第一菱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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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1-1和第二菱形组件1-2相对的中间板间分别设置第一电磁机构5和第二电磁机构6；所述

沙漏型机构2包括两个并排设置的第一沙漏型组件2-1和第二沙漏型组件2-2，第一沙漏型

组件2-1和第二沙漏型组件2-2相对的中间板间分别设置第三电磁机构7和第四电磁机构8；

所述第一电磁机构5、第二电磁机构6、第三电磁机构7和第四电磁机构8的结构相同，均包括

永磁铁部分9和电磁铁部分10，其中永磁铁部分9为长方体钕铁硼永磁铁，胶黏在菱形组件

或沙漏型组件的一个中间板上，电磁铁部分10包括线圈骨架和缠绕在线圈骨架上的电磁线

圈，胶黏在菱形组件或沙漏型组件的相对的另一个中间板上；永磁铁部分9和电磁铁部分10

之间留有气隙；所述传感器布置在菱形机构1和沙漏型机构2的交叉部分，包括霍尔元件11

和设置在霍尔元件11对立面的小型永磁铁12；还包括控制电磁铁部分10中电磁线圈的电流

大小和方向的控制器。

[0007] 所述菱形机构1和沙漏型机构2采用不导磁的铝合金材料，为整个隔振器提供支撑

刚度，通过设计柔性铰链13的关键参数与菱形机构1和沙漏型机构2的夹角达到具体工况要

求；所述沙漏型机构2具有负泊松比效应，菱形机构1具有正泊松比效应，两种机构沿相反的

两个驱动方向，构成了互补的位移放大效果；此外，两者相互垂直的三维设计，消除传统位

移放大机构的不良模态。

[0008] 所述菱形机构1和沙漏型机构2中的柔性铰链13设计为短臂梁柔性铰链，关键参数

为柔性铰链的长度和厚度，其作用为：使得变形集中在柔性铰链部分，其他部分几乎不发生

变形。

[0009] 所述永磁铁部分9和电磁铁部分10的中心线应对齐，均通过胶黏的方式固定在菱

形组件或沙漏型组件的中间板上，其中电磁铁部分10的线圈骨架为ABS塑料，电磁线圈为铜

漆包线；当整体发生向上的位移即拉伸状态时，菱形机构1中的第一电磁机构5和第二电磁

机构6的永磁铁部分9和电磁铁部分10中间距离越近，当整体发生向下位移即压缩状态时，

沙漏型机构2中的第三电磁机构7和第四电磁机构8的永磁铁部分9和电磁铁部分10中间距

离越近，从而实现双向高效的隔振性能。

[0010] 所述小型永磁铁12，胶黏于菱形组件或沙漏型组件的一个中间板上，提供一个磁

场，霍尔元件位于小型永磁铁的对立面，胶黏在菱形组件或沙漏型组件的相对的另一个中

间板上；当机构运动时，霍尔元件11与小型永磁铁12之间的距离发生变化，从而通过霍尔元

件11测量出磁感应强度的变化量，来进一步得出隔振器的运动状态量，通过控制器来确定

电磁机构中电磁线圈的电流大小和方向，当为拉伸状态时，提供电磁力为负，即吸引力，此

时菱形机构1中间距离更近；压缩状态时，提供电磁力为正，即排斥力，此时沙漏型机构2中

间距离更近，从而对整个电磁隔振器进行控制。

[0011] 所述的控制器对电磁线圈电流的输入信号中，第一电磁机构5和第二电磁机构6的

两个电磁线圈控制电流信号一致，第三电磁机构7和第四电磁机构8中的两个电磁线圈控制

电流一致，以保证机构的可控性能。

[0012] 和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13] 1 .由于菱形机构和沙漏型机构特有的性质，所述隔振器具有位移放大效应，当上

下面板受压或受拉时，均可以使永磁铁和电磁铁之间的距离更接近，从而具有双向高效的

隔振性能。

[0014] 2.由于传统电磁隔振器需要附加的弹簧提供支撑刚度，而本发明所述隔振器的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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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机构本身可以提供支撑刚度，相比较，其结构简单，稳定性更好。

[0015] 3.所述隔振器通过菱形机构和沙漏型机构垂直的三维设计，消除了传统放大机构

在非作动方向的不良模态，并设计柔性铰链减少了不必要的变形。

[0016] 4.所述的隔振器直接使用霍尔元件作为传感器，具有传感器体积小的优点，不需

要额外的传感器的优点。

[0017] 5.所述隔振器具有刚度可调，瞬态响应快，结构紧凑，体积小，集成度高，易于安装

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图2为本发明的结构前视图。图3为本发明的结构左视

图。图4为本发明的结构上视图。图5为本发明的控制电路框架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

一步的详细描述，如图1～5所示，本发明通过提供一种基于双向位移放大功能设计的立体

电磁隔振器，利用结构所具有位移放大效应，当上下面板受压或受拉时，均可以使永磁铁和

电磁铁之间的距离更接近，从而具有双向高效的隔振性能。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本发明一种基于双向位移放大功能设计的三维电磁

隔振器，包括菱形机构1、沙漏型机构2、电磁机构、传感器和紧固件；所述沙漏型机构2和菱

形机构1为一体化整体结构且相互垂直分布，沙漏型机构2和菱形机构1增加柔性铰链13关

节，减少不必要的变形，沙漏型机构2和菱形机构1分别通过第一固定螺栓组3和第二固定螺

栓组4固定在振源和基础之间；所述菱形机构1包括两个并排并间隔设置的第一菱形组件1-

1和第二菱形组件1-2，第一菱形组件1-1和第二菱形组件1-2相对的中间板间分别设置第一

电磁机构5和第二电磁机构6；所述沙漏型机构2包括两个并排设置的第一沙漏型组件2-1和

第二沙漏型组件2-2，第一沙漏型组件2-1和第二沙漏型组件2-2相对的中间板间分别设置

第三电磁机构7和第四电磁机构8；所述第一电磁机构5、第二电磁机构6、第三电磁机构7和

第四电磁机构8的结构相同，均包括永磁铁部分9和电磁铁部分10，其中永磁铁部分9为长方

体钕铁硼永磁铁，胶黏在菱形组件或沙漏型组件的一个中间板上，电磁铁部分10包括线圈

骨架和缠绕在线圈骨架上的电磁线圈，胶黏在菱形组件或沙漏型组件的相对的另一个中间

板上；永磁铁部分9和电磁铁部分10之间留有气隙；所述传感器布置在菱形机构1和沙漏型

机构2的交叉部分，包括霍尔元件11和设置在霍尔元件11对立面的小型永磁铁12；还包括控

制电磁铁部分10中电磁线圈的电流大小和方向的控制器。

[0021] 图2和图3分别前视图和侧视图显示了电磁机构分布和传感器分布。沙漏型机构1

和菱形机构2采用不导磁的铝合金材料，为整个隔振器提供支撑刚度，可设计柔性铰链的关

键参数与菱形机构1和沙漏型机构2的夹角等计算出固有频率，达到具体工况要求。两者相

互垂直的三维设计，可以很好的消除传统桥式位移放大的不良模态，使一阶模态为竖向振

动。两种机构中，柔性铰链13设计为短臂梁柔性铰链，关键参数为柔性铰链的长度和厚度，

其作用为：使得变形集中在柔性铰链部分，其他部分几乎不发生变形。

[0022] 在安装电磁机构时，永磁铁部分9和电磁铁部分10的中心线应对齐，均通过胶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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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固定在中间板上，其中线圈骨架为ABS塑料，线圈为铜漆包线，当整体发生向上的位移

时，菱形机构1中的第一电磁机构5和第二电磁机构6的永磁铁部分9和电磁铁部分10中间距

离越近，当整体发生向下位移时，沙漏型机构2中的第三电磁机构7和第四电磁机构8的永磁

铁部分9和电磁铁部分10中间距离越近，从而实现双向高效的隔振性能。

[0023] 如图5所示的控制电路图，霍尔元件11通过测量得出磁感应强度的变化量，来进一

步得出隔振器的运动状态量，通过控制器来确定电磁机构中电磁线圈电流的大小和方向，

从而对整个机构进行控制。采用Bang-bang控制算法，具体描述为拉伸状态时，提供电磁力

为负，即吸引力，此时菱形机构中间距离更近；压缩状态时，提供电磁力为正，即排斥力，此

时沙漏型机构中间距离更近，从而达到双向高效隔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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