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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测量滚动轴承摩擦力矩

的装置及方法。现有滚动轴承摩擦力矩测量方式

精度低，难以准确评定滚动轴承性能。本发明包

括电机、滚珠丝杠滑台、S型力传感器、摩擦块安

装角铝、摩擦块、卡盘、轴、套筒、直线导轨、光栅

盘、光电检测装置和底板。本发明通过电机驱动

滚珠丝杠滑台带动摩擦块运动，将轴承内的摩擦

能量等效为摩擦块与套筒之间的摩擦做功，通过

应变式力传感测量摩擦力的变化，使摩擦做功测

量更为准确，同时通过处理器记录套筒外部边缘

光电编码器的脉冲信号个数，得到待测轴承转过

的角度，将传统直接测量摩擦力矩的方式改为由

能量守恒方式间接计算得出，使结果更为可靠，

提高了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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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测量滚动轴承摩擦力矩的装置，包括电机、滚珠丝杠滑台、卡盘、轴、套筒、直线

导轨和底板，其特征在于：还包括S型力传感器、摩擦块安装角铝、摩擦块、光栅盘和光电检

测装置；所述电机的底座固定在底板上，电机驱动滚珠丝杠滑台；所述S型力传感器的一端

固定在滚珠丝杠滑台的滑块上，另一端固定有摩擦块安装角铝；S型力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

连接处理器；所述的摩擦块与摩擦块安装角铝靠近直线导轨的一侧固定；直线导轨的滑轨

固定在底板上，卡盘的底座固定在直线导轨的滑动块上；直线导轨的滑动块与直线导轨的

滑轨构成滑动副，且直线导轨的滑动块与直线导轨的滑轨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所述的光电

检测装置固定在底板上，并设置在直线导轨一侧；光电检测装置的信号输出端连接处理器；

所述轴的轴径以及套筒内径均有多种尺寸规格；不同内径尺寸规格的套筒的外径也各不相

同，每个尺寸规格的套筒外固定一个内径等于该套筒外径的光栅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测量滚动轴承摩擦力矩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滚珠

丝杠滑台包括丝杠、滑块和导杆；电机的输出轴与丝杠通过联轴器连接，滚珠丝杠滑台的底

座固定在底板上；导杆固定在滚珠丝杠滑台的底座上，丝杠与滚珠丝杠滑台的底座构成转

动副；滑块与丝杠构成螺旋副，并与导杆构成滑动副。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一种测量滚动轴承摩擦力矩的装置的测量方法，其特征在

于：该方法具体如下：

步骤一、根据待测轴承的外圈选取套筒内径尺寸，根据待测轴承的内圈选取轴轴径尺

寸，然后将待测轴承外圈与套筒内壁过盈配合，将待测轴承内圈与轴过盈配合；再用卡盘将

轴锁紧固定；调节直线导轨的滑动块位置，使套筒外壁与摩擦块接触，然后拧紧螺栓实现滑

动块定位；最后，测量摩擦块长度L；

步骤二、电机反转，驱动滚珠丝杠滑台的滑块运动，带动S型力传感器和磨擦块后退至

套筒外壁与摩擦块不接触时，电机停转；然后，手动使待测轴承停转，电机正转，驱动滚珠丝

杠滑台的滑块运动，滑块运动时推动S型力传感器和磨擦块同步移动；磨擦块与套筒接触后

通过摩擦力带动套筒转动，在摩擦块运动过程中，摩擦块与套筒之间的摩擦力F通过S型力

传感器测量；处理器计算摩擦块与套筒接触过程中S型力传感器测量的摩擦力F的平均值

F1；

步骤三、套筒转动时光栅盘随之转动，光栅盘转动产生电信号，光栅盘每转过一个值为

栅距角α的角位移，则光电检测装置产生一个脉冲信号输出；套筒停止转动时，处理器根据

记录的脉冲信号个数n，计算得到待测轴承转过的角度θ＝nα；

步骤四、由于平均值F1对套筒做的功全部转化成待测轴承转动过程中的内能，根据能量

守恒定律，得到摩擦力矩M＝F1L/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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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测量滚动轴承摩擦力矩的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轴承测试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结构简单、精度高的测量滚动轴承

摩擦力矩的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工业水平的提升，轴承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精密机床、高速电主轴、

轨道交通、超精密级医疗机械等领域。而轴承的摩擦力矩是轴承润滑状态和运转性能的综

合表现，过大的摩擦力矩会导致轴承在运行过程中温升过高，从而降低润滑性能，加剧摩擦

损耗，最终加速轴承疲劳损坏。与此同时，摩擦力矩也是引起轴承振动和噪音的一大原因，

严重影响轴承的动态性能。因此如何精确地测量出轴承转动摩擦力矩，通过摩擦力矩来科

学客观的判定转台轴承摩擦阻力大小，对轴承的润滑状态和运转性能做出有效的评估，是

轴承行业研究的重点。

[0003] 目前，申请号201811135185.1的专利公开了一种轴承摩擦力矩测试工装，包括底

座、支撑架、转动环、悬臂轴、轴承安装组件和第一力矩传感器，所述悬臂轴通过支撑架水平

设置在底座的上方，轴承安装组件设置在悬臂轴上，第一力矩传感器设置在轴承安装组件

上，轴承安装组件上套设有轴承，所述轴承安装组件与轴承的内圈相对固定设置，且转动环

与轴承的外圈相对固定设置。该发明在实际工程中被发现由于轴承组件间的摩擦力矩较

小，而用常规力矩传感器测量微小的摩擦力时数值波动很大，同一轴承多次测量值前后不

一致，难于准确测量。申请号201811283092.3的专利公开了滚动轴承当量摩擦系数测量装

置与方法，动力装置通过离合装置驱动气浮主轴回转、气浮主轴、芯轴和被测滚动轴承的内

圈保持同步回转；逐渐提高气浮主轴和芯轴的回转速度至给定值并稳定运行，离合装置分

离动力装置的输出轴与气浮主轴，气浮主轴和芯轴的回转速度在被测滚动轴承的摩擦功耗

作用下逐渐衰减直至气浮主轴和芯轴停止回转，数据采集/处理/计算/显示系统获得“芯轴

角速度-时间”数值关系，最后通过“芯轴角速度-时间”关系推算出摩擦力矩。但该发明未考

虑保持架的动能、滚动体自转和公转的动能以及润滑油脂的涡动能量，使得计算时结果失

真较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现有滚动轴承摩擦力矩测量方式精度低，测量不准确，很难做到精准

测量的问题，提出一种精度高、结构简单的测量滚动轴承摩擦力矩的装置及方法，规避了传

统直接用力矩传感器测量的不足，通过电机驱动滚珠丝杠滑台带动摩擦块运动，将轴承内

的摩擦能量等效为摩擦块与套筒之间的摩擦做功，通过应变式力传感测量摩擦力的变化，

使摩擦做功测量更为准确，同时通过处理器记录套筒外部边缘光电编码器的脉冲信号个

数，得到待测轴承转过的角度，将传统直接测量摩擦力矩的方式改为由能量守恒方式间接

计算得出，使结果更为可靠，提高了准确率。

[0005] 本发明一种测量滚动轴承摩擦力矩的装置，包括电机、滚珠丝杠滑台、S型力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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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摩擦块安装角铝、摩擦块、卡盘、轴、套筒、直线导轨、光栅盘、光电检测装置和底板。所述

电机的底座固定在底板上，电机驱动滚珠丝杠滑台；所述S型力传感器的一端固定在滚珠丝

杠滑台的滑块上，另一端固定有摩擦块安装角铝；S型力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连接处理器；

所述的摩擦块与摩擦块安装角铝靠近直线导轨的一侧固定；直线导轨的滑轨固定在底板

上，卡盘的底座固定在直线导轨的滑动块上；直线导轨的滑动块与直线导轨的滑轨构成滑

动副，且直线导轨的滑动块与直线导轨的滑轨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所述的光电检测装置固

定在底板上，并设置在直线导轨一侧；光电检测装置的信号输出端连接处理器；所述轴的轴

径以及套筒内径均有多种尺寸规格；不同内径尺寸规格的套筒的外径也各不相同，每个尺

寸规格的套筒外固定一个内径等于该套筒外径的光栅盘。

[0006] 所述的滚珠丝杠滑台包括丝杠、滑块和导杆；电机的输出轴与丝杠通过联轴器连

接，滚珠丝杠滑台的底座固定在底板上；导杆固定在滚珠丝杠滑台的底座上，丝杠与滚珠丝

杠滑台的底座构成转动副；滑块与丝杠构成螺旋副，并与导杆构成滑动副。

[0007] 该测量滚动轴承摩擦力矩的装置的测量方法，具体如下：

[0008] 步骤一、根据待测轴承的外圈选取套筒内径尺寸，根据待测轴承的内圈选取轴轴

径尺寸，然后将待测轴承外圈与套筒内壁过盈配合，将待测轴承内圈与轴过盈配合；再用卡

盘将轴锁紧固定；调节直线导轨的滑动块位置，使套筒外壁与摩擦块接触，然后拧紧螺栓实

现滑动块定位；最后，测量摩擦块长度L。

[0009] 步骤二、电机反转，驱动滚珠丝杠滑台的滑块运动，带动S型力传感器和磨擦块后

退至套筒外壁与摩擦块不接触时，电机停转；然后，手动使待测轴承停转，电机正转，驱动滚

珠丝杠滑台的滑块运动，滑块运动时推动S型力传感器和磨擦块同步移动；磨擦块与套筒接

触后通过摩擦力带动套筒转动，在摩擦块运动过程中，摩擦块与套筒之间的摩擦力F通过S

型力传感器测量；处理器计算摩擦块推动套筒转动整个过程中S型力传感器测量的摩擦力F

的平均值F1。

[0010] 步骤三、套筒转动时光栅盘随之转动，光栅盘转动产生电信号，光栅盘每转过一个

值为栅距角α的角位移，则光电检测装置产生一个脉冲信号输出；套筒停止转动时，处理器

根据记录的脉冲信号个数n，计算得到待测轴承转过的角度θ＝nα。

[0011] 步骤四、由于平均值F1对套筒做的功全部转化成待测轴承转动过程中的内能，根

据能量守恒定律，得到摩擦力矩M＝F1L/θ。

[0012]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有以下有益结果：

[0013] 1 .本发明通过电机驱动滚珠丝杠滑台，推动传感器继而带动摩擦块，摩擦块与轴

承套筒产生较大摩擦，与传统直接测量轴承摩擦力矩相比，由于应变式力传感器的测量精

度远高于力矩传感器，且该摩擦力也远大于轴承摩擦力矩，所以测量精度得到显著提高，进

而可通过处理器记录套筒外部边缘光电编码器的脉冲信号个数，得到待测轴承转过的角

度。本发明通过给轴承外圈施加一个力，使轴承外圈转动，由于该力对轴承外圈产生的动能

全部被轴承摩擦力矩消耗掉，因此本发明不需要考虑保持架的动能、滚动体自转和公转的

动能以及润滑油脂的涡动能量等，只要通过处理器记录套筒外部边缘光电编码器的脉冲信

号个数，得到轴承转动角度的准确值，就能根据能量守恒间接计算出准确的轴承摩擦力矩。

[0014] 2.本发明整体结构简单，试验条件及操作简易，试验可重复性好，数据稳定，可信

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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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3.本发明针对不同型号的轴承，可以选用不同型号的套筒与轴，测量出不同型号

轴承的转动摩擦力矩，具有广泛性和普适性。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测量滚动轴承摩擦力矩的装置的整体结构立体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光电检测装置和光栅盘的装配位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9] 如图1和2所示，一种测量滚动轴承摩擦力矩的装置，包括电机1、滚珠丝杠滑台7、S

型力传感器4、摩擦块安装角铝5、摩擦块6、卡盘10、轴15、套筒9、直线导轨11、光栅盘14、光

电检测装置8和底板12。电机1的底座固定在底板12上；电机1驱动滚珠丝杠滑台7，具体为：

滚珠丝杠滑台7包括丝杠、滑块3和导杆；电机1的输出轴与丝杠通过联轴器2连接，滚珠丝杠

滑台7的底座固定在底板12上；导杆固定在滚珠丝杠滑台7的底座上，丝杠与滚珠丝杠滑台7

的底座构成转动副；滑块3与丝杠构成螺旋副，并与导杆构成滑动副。S型力传感器4一端固

定在滚珠丝杠滑台7的滑块3上，另一端固定有摩擦块安装角铝5；S型力传感器4的信号输出

端连接处理器；摩擦块6与摩擦块安装角铝5靠近直线导轨11的一侧固定；直线导轨11的滑

轨固定在底板12上，卡盘10的底座固定在直线导轨11的滑动块上；直线导轨11的滑动块与

直线导轨11的滑轨构成滑动副，且直线导轨11的滑动块与直线导轨11的滑轨通过螺栓固定

连接，调整好滑动块位置后，拧紧螺栓即可实现滑动块定位；光电检测装置8固定在底板12

上，并设置在直线导轨11一侧；光电检测装置的信号输出端连接处理器；轴15轴径以及套筒

9内径均有多种尺寸规格；不同内径尺寸规格的套筒的外径也各不相同，每个尺寸规格的套

筒外固定一个内径等于该套筒外径的光栅盘14。

[0020] 该测量滚动轴承摩擦力矩的装置的测量方法，具体如下：

[0021] 步骤一、根据待测轴承的外圈选取套筒内径尺寸，根据待测轴承的内圈选取轴轴

径尺寸，然后将待测轴承13外圈与套筒9内壁过盈配合，将待测轴承13内圈与轴15过盈配

合；再用卡盘10将轴15锁紧固定；调节直线导轨11的滑动块位置，使套筒9外壁与摩擦块6接

触，然后拧紧螺栓实现滑动块定位；测量摩擦块长度L。

[0022] 步骤二、电机1反转，驱动滚珠丝杠滑台7的滑块运动，带动S型力传感器4和磨擦块

6后退至套筒外壁与摩擦块不接触时，电机停转；然后，手动使待测轴承停转，电机正转，驱

动滚珠丝杠滑台的滑块运动，滑块运动时推动S型力传感器和磨擦块同步移动，磨擦块6与

套筒9接触后通过摩擦力带动套筒9转动，在摩擦块6运动过程中，摩擦块6与套筒9之间的摩

擦力F通过S型力传感器测量；处理器计算摩擦块6推动套筒9转动整个过程中S型力传感器

测量的摩擦力F的平均值F1；其中，摩擦块6推动套筒9转动的整个过程为摩擦力F两次突变

之间的过程。

[0023] 步骤三、套筒9转动时光栅盘14随之转动，光栅盘14转动产生电信号，光栅盘14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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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过一个值为栅距角α(光栅盘14相邻的窄缝之间的夹角)的角位移，则光电检测装置8产生

一个脉冲信号输出；套筒9停止转动时，处理器根据记录的脉冲信号个数n，计算得到待测轴

承转过的角度θ＝nα。

[0024] 步骤四、由于平均值F1对套筒9做的功全部转化成待测轴承转动过程中的内能，根

据能量守恒定律，得到摩擦力矩M＝F1L/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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