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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低气压振动测试装置，其特

征在于：底座通过螺栓固定在振动台上，底座上

设置有密封桶安装槽，密封桶安装槽内安装密封

桶，密封桶上盖装有密封盖，密封盖上设置有真

空表及真空气管；底座前端位于密封桶两侧对称

安装有前固定螺杆，前固定螺杆之间穿装有前压

杆并通过螺母固定，底座后端位于密封桶两侧对

称安装有后固定螺杆，后固定螺杆之间穿装有后

压杆并通过螺母固定。本发明还涉及一种低气压

振动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包括：1)试样准

备；2)测试装置安装；3)启动测试。本发明设置科

学合理，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且气压环境稳

定，能够保证测试精确度，可移动组装到任意振

动台上，适用范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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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气压振动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振动台及安装在振动台上的测试单元，

所述测试单元包括底座及密封桶，所述底座通过螺栓固定在所述振动台上，所述底座上设

置有密封桶安装槽，所述密封桶安装槽内安装所述密封桶，所述密封桶上盖装有密封盖，所

述密封盖上设置有真空表及真空气管；所述底座前端位于密封桶两侧对称安装有前固定螺

杆，所述前固定螺杆之间穿装有前压杆并通过螺母固定，所述底座后端位于密封桶两侧对

称安装有后固定螺杆，所述后固定螺杆之间穿装有后压杆并通过螺母固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气压振动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桶安装槽内设置

有橡胶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气压振动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桶与所述密封盖

的接触面上设置有密封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气压振动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桶及密封盖均为

透明材质制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气压振动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压杆及后压杆底端

均设置有缓冲压紧垫。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气压振动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固定螺杆及后固定

螺杆与所述密封桶的距离相同，且间距为1～3c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气压振动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测试方法的步骤为：

1)试样准备：准备一外观完好没有缺损的包装箱作为待测试试样；

2)测试装置安装：将密封桶固定安装在底座上并安装到振动台上，将试样放入密封桶

内并用盖上密封盖将试样密封，在前、后固定螺杆上分别安装前、后压杆将密封盖压住，完

成测试装置安装；

3)启动测试：设置好振动台的气压值、压降速率、振动图谱及振动时间，将真空气管连

接到真空泵，开启真空泵进行抽真空，当密封桶内真空度达到要求后，关闭真空泵，开启振

动台进行振动测试，并记录试样状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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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气压振动测试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包装试验测试技术领域，涉及振动测试装置，特别涉及一种低气压振

动测试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包装件在运输过程中，会经历卡车运输，航空运输，海路运输等，这些运输过程中，

运输工具的振动会对包装件产生一定危害，进而对产品产生危害，如产品磨损、变形、破损

等。

[0003] 尤其在经历高原卡车运输或航空运输时，由于气压较低，包装件不光受到振动影

响，还会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当低气压和振动的影响同时作用到包装件上时，产生的危害并

不能单独用低气压试验、振动试验或依次进行两种试验来模拟复现，所以需要一种同时进

行低气压试验和振动试验的综合装置来模拟包装件受到的危害。标准ISTA3A-2018《不超过

1501b(70kg)用包裹投递系统运输的包装件》中提到了低气压振动试验的方法；ASTM 

D4169-16《运输包装件性能测试规范》中提到了低气压振动试验的危害来源，但均没有写明

怎么实现这种试验方法的设备。目前这种检测方法市场上的试验设备造价特别高，一般是

温度湿度低气压环境箱与振动台相结合，仅实现低气压振动这种二综合模拟试验并不需要

这么复杂的设备。

[0004] 通过对公开专利文献的检索，并未发现与本专利申请相同的公开专利文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且气压

环境稳定，能够保证测试精确度的低气压振动测试装置及方法。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一种低气压振动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振动台及安装在振动台上的测试单

元，所述测试单元包括底座及密封桶，所述底座通过螺栓固定在所述振动台上，所述底座上

设置有密封桶安装槽，所述密封桶安装槽内安装所述密封桶，所述密封桶上盖装有密封盖，

所述密封盖上设置有真空表及真空气管；所述底座前端位于密封桶两侧对称安装有前固定

螺杆，所述前固定螺杆之间穿装有前压杆并通过螺母固定，所述底座后端位于密封桶两侧

对称安装有后固定螺杆，所述后固定螺杆之间穿装有后压杆并通过螺母固定。

[0008] 而且，所述密封桶安装槽内设置有橡胶圈。

[0009] 而且，所述密封桶与所述密封盖的接触面上设置有密封圈。

[0010] 而且，所述密封桶及密封盖均为透明材质制成。

[0011] 而且，所述前压杆及后压杆底端均设置有缓冲压紧垫。

[0012] 而且，所述前固定螺杆及后固定螺杆与所述密封桶的距离相同，且间距为1～3cm。

[0013] 一种低气压振动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测试方法的步骤为：

[0014] 1)试样准备：准备一外观完好没有缺损的包装箱作为待测试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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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2)测试装置安装：将密封桶固定安装在底座上并安装到振动台上，将试样放入密

封桶内并用盖上密封盖将试样密封，在前、后固定螺杆上分别安装前、后压杆将密封盖压

住，完成测试装置安装；

[0016] 3)启动测试：设置好振动台的气压值、压降速率、振动图谱及振动时间，将真空气

管连接到真空泵，开启真空泵进行抽真空，当密封桶内真空度达到要求后，关闭真空泵，开

启振动台进行振动测试，并记录试样状态变化。

[0017] 本发明的优点和有益效果为：

[0018] 1、本发明的低气压振动测试装置，底座通过螺栓固定在振动台上，底座上设置有

密封桶安装槽，密封桶安装槽内安装密封桶，密封桶上盖装有密封盖，密封盖上设置有真空

表及真空气管；底座前端位于密封桶两侧对称安装有前固定螺杆，前固定螺杆之间穿装有

前压杆并通过螺母固定，底座后端位于密封桶两侧对称安装有后固定螺杆，后固定螺杆之

间穿装有后压杆并通过螺母固定，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连接牢固，且密封性能良好，气压

环境稳定，能够保证测试精确度，提高测试效率。

[0019] 2、本发明的低气压振动测试装置，密封桶安装槽内设置有橡胶圈，保证密封桶的

安装稳定性，且防止密封桶与底座在测试过程中的过度碰撞共振，起到缓冲作用。

[0020] 3、本发明的低气压振动测试装置，密封桶与密封盖的接触面上设置有密封圈，提

高密封盖与密封桶的密封效果，保证密封桶内气压稳定性。

[0021] 4、本发明的低气压振动测试装置，密封桶及密封盖均为透明材质制成，能够在振

动测试过程中实时看到包装件的振动状态，便于数据记录。

[0022] 5、本发明的低气压振动测试装置，前压杆及后压杆底端均设置有缓冲压紧垫，防

止在测试过程中密封盖与前、后压杆的共振碰撞，起到缓冲作用保护密封盖。

[0023] 6、本发明的低气压振动测试装置，前固定螺杆及后固定螺杆与密封桶的距离相

同，且间距为1～3cm，能够保证前、后压杆对密封盖的稳固压紧，保证振动测试稳定性。

[0024] 7、本发明的低气压振动测试方法，操作方便，能够提供稳定的低气压环境，保证低

气压测试的精确度，提高测试效率，便于指导包装件抗振动性能。

[0025] 8、本发明设置科学合理，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且气压环境稳定，能够保证测试

精确度，可移动组装到任意振动台上，适用范围广泛。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的另一结构示意图(拆去密封桶)；

[0028] 图3为本发明的低气压振动测试频谱图。

[0029] 附图标记说明

[0030] 1-后固定螺杆、2-密封盖、3-后压杆、4-真空表、5-真空气管、6-前固定螺杆、7-前

压杆、8-缓冲压紧垫、9-密封圈、10-振动台、11-底座、12-密封桶、13-密封桶安装槽、14-橡

胶圈。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述，以下实施例只是描述性的，不是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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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不能以此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2] 一种低气压振动测试装置，其创新之处在于：包括振动台及安装在振动台上的测

试单元，测试单元包括底座及密封桶，底座通过螺栓固定在振动台上，底座上设置有密封桶

安装槽，密封桶安装槽内安装密封桶，密封桶上盖装有密封盖，密封盖上设置有真空表及真

空气管；底座前端位于密封桶两侧对称安装有前固定螺杆，前固定螺杆之间穿装有前压杆

并通过螺母固定，底座后端位于密封桶两侧对称安装有后固定螺杆，后固定螺杆之间穿装

有后压杆并通过螺母固定，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连接牢固，且密封性能良好，气压环境稳

定，能够保证测试精确度，提高测试效率。

[0033] 密封桶安装槽内设置有橡胶圈，保证密封桶的安装稳定性，且防止密封桶与底座

在测试过程中的过度碰撞共振，起到缓冲作用。

[0034] 密封桶与密封盖的接触面上设置有密封圈，提高密封盖与密封桶的密封效果，保

证密封桶内气压稳定性。

[0035] 密封桶及密封盖均为透明材质制成，能够在振动测试过程中实时看到包装件的振

动状态，便于数据记录。

[0036] 前压杆及后压杆底端均设置有缓冲压紧垫，防止在测试过程中密封盖与前、后压

杆的共振碰撞，起到缓冲作用保护密封盖。

[0037] 前固定螺杆及后固定螺杆与密封桶的距离相同，且间距为1～3cm，能够保证前、后

压杆对密封盖的稳固压紧，保证振动测试稳定性。

[0038] 低气压测试的气压选择参见表1：

[0039] 表1气压值选用表

[0040]

运输方式 气压值

仅陆运 设置气压值为70kPa。(近似3000m高度)

陆运和空运 设置气压值为60kPa。(近似3000m高度)

[0041] 低气压随机振动模拟中：

[0042] 将表2中的参数输入振动台中，产生相应的功率谱密度-频率频谱图，如图3，这个

频谱的Grms值为1.05g。运行此频谱的理论行程峰峰值为7.52mm(0.296in)：

[0043] 表2低气压振动频谱

[0044]

[0045] 一种低气压振动测试方法，其创新之处在于：测试方法的步骤为：

[0046] 1)试样准备：准备一外观完好没有缺损的包装箱作为待测试试样；

[0047] 2)测试装置安装：将密封桶固定安装在底座上并安装到振动台上，将试样放入密

封桶内并用盖上密封盖将试样密封，在前、后固定螺杆上分别安装前、后压杆将密封盖压

住，完成测试装置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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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3)启动测试：设置好振动台的气压值、压降速率、振动图谱及振动时间，将真空气

管连接到真空泵，开启真空泵进行抽真空，当密封桶内真空度达到要求后，关闭真空泵，开

启振动台进行振动测试，并记录试样状态变化。

[0049] 尽管为说明目的公开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和附图，但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理

解：在不脱离本发明及所附权利要求的精神和范围内，各种替换、变化和修改都是可能的，

因此，本发明的范围不局限于实施例和附图所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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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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