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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机械结合面法向基础特

性参数测试装置，在箱体顶板中心位置开有上定

位孔，该上定位孔中固定有定位套，定位套向上

固定安装有激振杆，定位套向下通过力传感器与

上试件连接；上试件下端面与下试件上端面之间

形成目标结合面A；下试件放置在托座上端面的

园柱形凹槽中，托座的园柱形凹槽对下试件进行

定位，托座下端头伸进套筒内腔中，套筒固定在

箱体中间板中心位置的下定位孔中；在上试件上

安装有非接触微位移传感器和加速度计一，在下

试件上安装有加速度计二。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

机械结合面法向基础特性参数测试方法。本发明

的装置结构简单、方法实施方便，便于研究结合

面静态和动态特性机理和获取结合面特性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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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机械结合面法向基础特性参数测试方法，利用一种机械结合面法向基础特性参

数测试装置，其结构是：在箱体顶板中心位置开有上定位孔，该上定位孔中固定有定位套，

定位套向上固定安装有激振杆，定位套向下通过力传感器与上试件连接；上试件下端面与

下试件上端面之间形成目标结合面A；下试件放置在托座上端面的园柱形凹槽中，托座的园

柱形凹槽对下试件进行定位，托座下端头伸进套筒内腔中，套筒固定在箱体中间板中心位

置的下定位孔中；在上试件上安装有非接触微位移传感器和加速度计一，在下试件上安装

有加速度计二；所述的箱体的上定位孔与下定位孔同轴；所述的套筒内腔的下部通过螺纹

安装有螺杆，螺杆上端面与托座下端头之间接触面设置有钢球，

依赖于上述的机械结合面法向基础特性参数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本方法按照以下

步骤实施：

建立如下关系式：

式(1)中，α、β为实验系数，简称结合面法向静态基础特性参数，

通过式(1)，由面压Pn对变形λn求导获得如下的结合面的法向静刚度Kn与面压Pn的关系

式：

式(2)中，c、m为系数，

列出如下动力学方程式：

其中，f为外界激振力，通过力传感器测得；fn为结合面法向动态力；m为上试件的质量；

为上试件的振动加速度，由加速度计一测得；cn为结合面法向阻尼；kn为结合面法向动刚

度； 为结合面A的振动速度，xn为结合面A的振动位移；当外界激振力f为简谐力时，则令：

fn＝Fncosωt                                (5)

其中，Fn为结合面法向动态力的幅值；ω为激振频率；t为时间变量；xn为结合面法向振

动位移；Xn为结合面法向振动位移的幅值； 为结合面法向振动位移xn与结合面法向力fn之

间的相位差，

由式(6)得到结合面法向振动速度

将式(5)、(6)、(7)带入式(4)中，得到单位面积结合面动刚度及阻尼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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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9)中，

式(10)中，F为外界激振力f的幅值；S为目标结合面的面积，

从式(8)、式(9)、式(10)看出，上试件的质量m和激振频率ω已知， 通过加速度计一测

得，外界激振力幅值F通过力传感器测得；结合面振动位移Xn通过非接触微位移传感器测

得； 通过fn相对于f的相位差及xn相对于f的相位差来求得；由式(8)计算出单位面积结合

面法向动刚度，同时由式(9)计算出单位面积结合面法向阻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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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械结合面法向基础特性参数测试装置与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床结构基础特性测试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机械结合面法向基础特性

参数测试装置，本发明还涉及一种机械结合面法向基础特性参数测试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结合面存在于两个被连接件之间，结合面特性具有非线性，受众多因素影响，国外

研究表明，机床整机刚度的55％、阻尼的70-90％源于结合面，数控机床等机械系统中存在

着大量的结合面，结合面特性对机床整机性能影响非常大，因此研究结合面基础特性对提

升机床整机性能具有重要意义。

[0003] 在机床结构设计阶段，建立机床结构静、动态特性分析模型必须有结合面特性数

据库的支持，才能保证计算分析的准确性，因此准确合理测试出结合面特性数据是关键。传

统方法是对一个较大尺寸结构的结合面进行参数识别获取结合面特性参数，所获得的结合

面特性参数不仅与该结构尺寸密切相关，而且与识别所采用的数学模型相关，因此测得的

结合面数据难以通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机械结合面法向基础特性参数测试装置，解决了现有技

术中，结合面特性参数检测不科学，不准确，通用性差，机床整机静动态特性预测中缺乏结

合面特性参数的问题。

[0005]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一种机械结合面法向基础特性参数测试方法。

[0006]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机械结合面法向基础特性参数测试装置，在箱体

顶板中心位置开有上定位孔，该上定位孔中固定有定位套，定位套向上固定安装有激振杆，

定位套向下通过力传感器与上试件连接；上试件下端面与下试件上端面之间形成目标结合

面A；下试件放置在托座上端面的园柱形凹槽中，托座的园柱形凹槽对下试件进行定位，托

座下端头伸进套筒内腔中，套筒固定在箱体中间板中心位置的下定位孔中；在上试件上安

装有非接触微位移传感器和加速度计一，在下试件上安装有加速度计二。

[0007] 本发明采用的另一技术方案是，一种机械结合面法向基础特性参数测试方法，基

于上述的测试装置，按照以下步骤实施：

[0008] 建立如下关系式：

[0009]

[0010] 式(1)中，α、β为实验系数，简称结合面法向静态基础特性参数；

[0011] 通过式(1)，由面压Pn对变形λn求导获得如下的结合面的法向静刚度Kn与面压Pn的

关系式：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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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式(2)中，c、m为系数；

[0014] 列出如下动力学方程式：

[0015]

[0016]

[0017] 其中，f为外界激振力，通过力传感器测得；fn为结合面法向动态力；m为上试件的

质量； 为上试件的振动加速度，由加速度计一测得；cn为结合面法向阻尼；kn为结合面法向

动刚度； 为结合面A的振动速度，xn为结合面A的振动位移；

[0018] 当外界激振力f为简谐力时，则令：

[0019] fn＝Fncosωt    (5)

[0020]

[0021] 其中，Fn为结合面法向动态力的幅值；ω为激振频率；t为时间变量；xn为结合面法

向振动位移；Xn为结合面法向振动位移的幅值； 为结合面法向振动位移xn与结合面法向

力fn之间的相位差，

[0022] 由式(6)得到结合面法向振动速度

[0023]

[0024] 将式(5)、(6)、(7)带入式(4)中，得到单位面积结合面动刚度及阻尼计算公式：

[0025]

[0026]

[0027] 式(9)中，

[0028] 式(10)中，F为外界激振力f的幅值；S为目标结合面的面积，

[0029] 从式(8)、式(9)、式(10)看出，上试件的质量m和激振频率ω已知， 通过加速度计

一测得，外界激振力幅值F通过力传感器测得；结合面振动位移Xn通过非接触微位移传感器

测得； 通过fn相对于f的相位差及xn相对于f的相位差来求得；由式(8)计算出单位面积结

合面法向动刚度，同时由式(9)计算出单位面积结合面法向阻尼。

[003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当通过激振杆给上试件施加一定频率的激振力时，通过力

传感器可以测得激振力的大小，通过固定在上试件上的加速度计一可测得上试件的振动加

速度，通过固定在下试件上的加速度计二可测得下试件的振动加速度，通过非接触微位移

传感器可以测得目标结合面的振幅大小，根据上述信息可以通过数学模型计算出单位面积

结合面的阻尼和动刚度。该测试装置同时可以进行结合面的静态和动态特性的测试，结构

简单、操作方便。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发明测试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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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图2是本发明测试方法得到的结合面变形与面压的关系曲线；

[0033] 图3是本发明测试方法得到的结合面静刚度与面压的关系曲线；

[0034] 图4是本发明测试方法结合面法向动态特性参数计算模型。

[0035] 图中，1.激振杆，2.定位套，3.箱体，4.力传感器，5.上试件，6.非接触微位移传感

器，7.下试件，8.托座，9.套筒，10.钢球，11.螺杆，12.加速度计二，13.加速度计一。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7] 本发明着眼于单位面积结合面法向静、动态特性参数的获取方法和装置方案，通

过对一定尺度面积的结合面施加不同的法向力，获取其对应的结合面变形值，绘制其结合

面面压与法向变形之间的关系曲线，通过拟合可以获得其函数关系式，进而通过对该函数

关系求导确定出该结合面的不同面压下的静刚度，这就是结合面的静态特性参数，这里结

合面面压就是单位面积结合面上的压力。

[0038] 当结合面保持在一定面压下，给该结合面施加一定频率的简谐激振力，该结合面

即可产生阻尼和动刚度，通过测试该结合面的加速度值和结合面的振幅值，即可获得该结

合面动刚度和阻尼值，这就是结合面的动态特性参数。由于本发明实验获取的是单位面积

结合面上法向静态和动态特性参数，即结合面法向静、动态基础特性参数，因此可以在不同

尺度结合面特性解析中使用，具有通用性，解决了机床整机静动态特性预测中缺乏结合面

特性参数的难题。

[0039] 参照图1，本发明测试装置的结构是，在箱体3顶板中心位置开有上定位孔，该上定

位孔中固定有定位套2，定位套2向上固定安装有激振杆1，定位套2向下通过力传感器4与上

试件5连接，确保上试件5与箱体3的上部定位孔同轴；上试件5下端面与下试件7上端面之间

形成目标结合面A；下试件7放置在托座8上端面的园柱形凹槽中，托座8的园柱形凹槽对下

试件7进行定位，托座8下端头伸进套筒9内腔中实现定位，套筒9固定在箱体3中间板中心位

置的下定位孔中，这样确保下试件7与箱体3中的下定位孔同轴；套筒9内腔的下部通过螺纹

安装有螺杆11，螺杆11上端面与托座8下端头之间接触面设置有钢球10；在上试件5上安装

有非接触微位移传感器6和加速度计一13，在下试件7上安装有加速度计二12。

[0040] 由于箱体3的上定位孔与下定位孔同轴，箱体3上定位孔通过定位套2和力传感器

4，下定位孔通过套筒9和托座8，一起保证上试件5与下试件7上下同轴对正，从而保证目标

结合面A上的压力分布均匀，即保持面压均匀；螺杆11拧动向上抬升，通过钢球10、托座8、下

试件7将力作用给目标结合面A，从而使结合面A作用有均匀面压；

[0041] 螺杆11通过钢球10及托座8作用给下试件7，由于钢球10位于轴心上，螺杆11的扭

矩不仅传不到托座8上，而且所加载荷作用在轴心线上，从而保证下试件7与上试件5所形成

的目标结合面只有法向面压，并且保证结合面面压分布均匀。

[0042] 从箱体3的下方通过下试件7使结合面产生法向面压，而在箱体3的上方通过上试

件5使结合面产生不同的激振力作用，保证静态和动态实验互相不干涉，便于实验操作。

[0043] 通过在上试件5上固定的非接触微位移传感器6来测量目标结合面A的变形λn；通

过力传感器4测量结合面受力大小，将所测到的力除以结合面A的面积大小即可获得结合面

的面压Pn，从而绘制出结合面变形λn与面压Pn的变化曲线，进而通过拟合方法建立关系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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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通过面压Pn对变形λn求导获得结合面的静刚度Kn与面压Pn的关系函数。

[0044] 当通过激振杆1给上试件5施加一定频率的激振力时，通过力传感器4测得此时激

振力大小，通过固定在上试件5上的加速度计一13测得上试件5振动加速度，通过固定在下

试件7上的加速度计二12测得下试件7的振动加速度，通过非接触微位移传感器6测得结合

面A的振幅大小，根据上述信息即可通过数学模型计算出结合面A的阻尼和动刚度。

[0045] 参照图2，本发明的测试方法，按照以下步骤实施：

[0046] 结合面变形λn和结合面面压Pn，利用上述的装置结构测得相关数据，然后对所测得

数据进行指数拟合，建立如下关系式：

[0047]

[0048] 式(1)中，α、β为实验系数，与结合面A的材质、热处理条件、粗糙度、润滑介质等有

关，简称结合面法向静态基础特性参数，

[0049] 参照图3，通过式(1)，由面压Pn对变形λn求导获得如下的结合面的法向静刚度Kn与

面压Pn的关系式：

[0050]

[0051] 式(2)中，c、m为系数，

[0052] 参照图4，列出如下动力学方程式：

[0053]

[0054]

[0055] 其中，f为外界激振力，通过力传感器4测得；fn为结合面法向动态力；m为上试件5

的质量； 为上试件5的振动加速度，由加速度计一13测得；cn为结合面法向阻尼；kn为结合

面法向动刚度； 为结合面A的振动速度，xn为结合面A的振动位移；

[0056] 当外界激振力f为简谐力时，则令：

[0057] fn＝Fn  cosωt    (5)

[0058]

[0059] 其中，Fn为结合面法向动态力的幅值；ω为激振频率；t为时间变量；xn为结合面法

向振动位移；Xn为结合面法向振动位移的幅值； 为结合面法向振动位移xn与结合面法向

力fn之间的相位差，

[0060] 由式(6)得到结合面法向振动速度

[0061]

[0062] 将式(5)、(6)、(7)带入式(4)中，得到单位面积结合面动刚度及阻尼计算公式：

[0063]

[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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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式(9)中，

[0066] 式(10)中，F为外界激振力f的幅值；S为目标结合面的面积，

[0067] 从式(8)、式(9)、式(10)看出，上试件5的质量m和激振频率ω是已知的， 通过加

速度计一13测得，外界激振力幅值F通过力传感器4测得；结合面振动位移Xn通过非接触微

位移传感器6测得； 通过fn相对于f的相位差及xn相对于f的相位差来求得；因此基于本发

明上述的测试装置，由式(8)计算出单位面积结合面法向动刚度，同时由式(9)计算出单位

面积结合面法向阻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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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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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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