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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齿轮传动动态特性综合

测试实验台，属于齿轮传动系统振动测试技术领

域，由实验台箱体、齿轮箱、驱动系统、负载系统、

振动检测系统和计算机控制系统组成。该实验台

通过PLC控制系统进行多种运动模拟及多种加载

模拟。通过高精度伺服系统与编码器系统，可在

高速条件下采集高精度数据。通过高精度PLC、振

动位移传感器与旋转编码器形成闭环控制，可为

实验提供准确可靠的转速与转矩，并实时采集高

精度且准确的数据。该实验台可应用于多种复杂

工况下齿轮传动系统的动态特性测试，是齿轮传

动动态特性综合测试的专用设备。该实验台功能

全面，方便实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齿轮传动

动态特性综合测试的工作效率、测量精度与准确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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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齿轮传动动态特性综合测试实验台，其特征在于：该实验台包括实验台箱体、齿轮

箱、驱动系统、负载系统、振动检测系统和计算机控制系统。所述的实验台箱体由实验台上

箱体1、实验台下箱体2、实验台底座3、实验台底座支撑架4、侧部平台5、上箱体前门6、下箱

体前门11、上箱体后门14、下箱体后门15、工作台9、工作台固定销13以及通风孔12构成。所

述的齿轮箱由齿轮箱体18、主动轮24、从动轮25、齿轮轴30、滑环31、排油口32以及注油口33

组成。所述的驱动系统由驱动电机16、输入轴28、联轴器20以及变频器构成。所述的负载系

统由负载电机17、输出轴29、联轴器20以及变频器构成。所述的振动检测系统由噪声传感器

19、转速转矩传感器21、角位移传感器22、振动位移传感器23、热电偶26、三向加速度传感器

27以及信号采集器构成。所述的计算机控制系统由工作显示屏7、控制面板8、工作台键盘

10、PLC控制系统以及数据分析系统构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齿轮传动动态特性综合测试实验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实验

台上箱体1、实验台下箱体2以及实验台底座3之间由螺栓固定；所述的实验台底座3与实验

台底座支撑架4由螺栓连接；所述的侧部平台5由螺栓安装于实验台下箱体2的两个侧面；所

述的上箱体前门6与上箱体后门14分别由铰链固定于实验台上箱体1；所述的下箱体前门11

与下箱体后门15分别由铰链固定于实验台下箱体2；所述的工作台9由铰链固定于实验台上

箱体1，工作台9有90度角的活动范围，工作时可展开放置，与实验台上箱体1前面成90度角，

非工作时可平行于实验台上箱体1前面放置，工作台9与实验台上箱体1由工作台固定销13

固定；所述的通风孔12固定于实验台上箱体1的侧面，通风孔12内部装有散热风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齿轮传动动态特性综合测试实验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齿轮

箱体18由螺栓固定于实验台下箱体2，在齿轮箱体18侧部设有排油口32与注油口33；所述的

主动轮24与从动轮25固定于齿轮轴30，并在齿轮箱体18侧面安装有主动轮24与从动轮25的

中心距调节旋钮；所述的齿轮轴30通过支撑轴承置于齿轮箱体18上；所述的滑环31通过螺

栓固定于齿轮箱体18的侧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齿轮传动动态特性综合测试实验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驱动

电机16由螺栓固定于实验台下箱体2；所述的输入轴28通过联轴器20连接电机轴与齿轮轴

30；所述的变频器置于驱动系统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齿轮传动动态特性综合测试实验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负载

电机17由螺栓固定于实验台下箱体2；所述的输出轴29通过联轴器20连接电机轴与齿轮轴

30；所述的变频器置于负载系统中。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齿轮传动动态特性综合测试实验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噪声

传感器19通过螺栓固定于齿轮箱体18的顶部，置于主动轮24与从动轮25的上方。所述的转

速转矩传感器21置于输入轴28与输出轴29上；所述的角位移传感器22分别固定于齿轮箱体

18两侧部的滑环31后方；所述的振动位移传感器23固定于齿轮箱体18的内部；所述的热电

偶26置于齿轮箱体18中；所述的三向加速度传感器27分别置于齿轮箱体18、主动轮24与从

动轮25上。通过高精度PLC、振动位移传感器23以及旋转编码器形成闭环控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齿轮传动动态特性综合测试实验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工作

显示屏7与控制面板8置于上箱体前门6；所述的工作台键盘10置于工作台9上；通过所述的

PLC控制系统对伺服运动进行多种运动模拟以及多种加载特性模拟，可以灵活模拟不同的

工况条件，具备很强大的扩展功能。该实验台在控制面板8设有转速调节旋钮、加载扭矩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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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旋钮、伺服电机启动与停止按钮以及用于突发情况的急停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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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传动动态特性综合测试实验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齿轮传动动态特性综合测试实验台，该实验台用于多种复杂工况

下齿轮传动系统的动态特性和啮合状态特性测试，包括变载荷和变转速等，是齿轮传动动

态特性综合测试的专用设备，能够实现齿轮副的扭转振动、啮合冲击、传动轴与支撑轴承的

振动、箱体的振动、齿轮副的转角偏差、传动误差、齿轮副啮合的噪声变化、油温以及实时转

速转矩等的测试。本发明属于齿轮传动系统振动测试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齿轮是机械传动中应用最为广泛的零件。随着工业水平的提高，齿轮传动向着高

稳定性、高精度、高安全性以及高转速等方向发展。随着齿轮传动结构日益趋向于复杂化，

由此引发的机械振动和噪声问题亟待解决。目前，齿轮系统的振动、噪声、故障诊断与检测

方面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现有的技术大部分为通用的机械结构振动测试系统，仅限于单

独测量特定的机械结构振动特性，并没有研发出齿轮传动系统的动态特性综合测试实验

台。本发明提出的实验台可用于多种复杂实际工况下齿轮传动系统的动态特性与啮合状态

特性等的测试，为齿轮传动系统的动态特性等做出评价，提高了齿轮传动系统动态特性综

合测试的工作效率、测量精度与准确性。

发明内容

[0003] 齿轮是一种应用最为广泛的机械传动零件，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海、车辆以及机

器人等各个领域。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和实施，齿轮传动系统向高转速、高精度、高

效率、长寿命以及智能化的方向发展。目前，由振动、冲击与噪声等引起的齿轮传动动态失

稳是影响高质量精密齿轮传动的关键问题。

[0004]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齿轮传动动态特性综合测试实验台，该实验台包括实验台箱

体、齿轮箱、驱动系统、负载系统、振动检测系统和计算机控制系统。所述的实验台箱体包括

实验台上箱体1、实验台下箱体2、实验台底座3、实验台底座支撑架4、侧部平台5、上箱体前

门6、下箱体前门11、上箱体后门14、下箱体后门15、工作台9、工作台固定销13以及通风孔

12。所述的实验台上箱体1、实验台下箱体2以及实验台底座3之间由螺栓固定；所述的实验

台底座3与实验台底座支撑架4由螺栓连接；所述的侧部平台5由螺栓安装于实验台下箱体2

的两个侧面；所述的上箱体前门6与上箱体后门14分别由铰链固定于实验台上箱体1；所述

的下箱体前门11与下箱体后门15分别由铰链固定于实验台下箱体2，下箱体前门11与下箱

体后门15中间分别装有一块玻璃，便于观察实验台下箱体2的内部工作情况；所述的工作台

9由铰链固定于实验台上箱体1，工作台9有90度角的活动范围，工作时可展开放置，与实验

台上箱体1前面成90度角，非工作时可平行于实验台上箱体1前面放置，工作台9与实验台上

箱体1由工作台固定销13固定；所述的通风孔12固定于实验台上箱体1的侧面，通风孔12内

部装有散热风扇，用于实验台上箱体1内部散热。

[0005] 所述的齿轮箱由齿轮箱体18、主动轮24、从动轮25、齿轮轴30、滑环31、排油口32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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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注油口33组成。所述的齿轮箱体18由螺栓固定于实验台下箱体2，在齿轮箱体18侧部设有

排油口32与注油口33，便于进行润滑油的注入与排出；所述的主动轮24与从动轮25固定于

齿轮轴30，并在齿轮箱体18侧面安装有主动轮24与从动轮25的中心距调节旋钮；所述的齿

轮轴30通过支撑轴承置于齿轮箱体18上；所述的滑环31通过螺栓固定于齿轮箱体18的侧

面，由于齿轮轴30为旋转部件，通过滑环31接出齿轮箱体18内部的传感器线。

[0006] 所述的驱动系统由驱动电机16、输入轴28、联轴器20以及变频器组成。所述的驱动

电机16由螺栓固定于实验台下箱体2；所述的输入轴28通过联轴器20连接电机轴与齿轮轴

30；所述的负载系统由负载电机17、输出轴29、联轴器20以及变频器组成。所述的负载电机

17由螺栓固定于实验台下箱体2；所述的输出轴29通过联轴器20连接电机轴与齿轮轴30；所

述的变频器分别置于驱动系统与负载系统中。本实验台采用高精度与高性能伺服系统驱动

及加载。

[0007] 所述的振动检测系统包括噪声传感器19、转速转矩传感器21、角位移传感器22、振

动位移传感器23、热电偶26、三向加速度传感器27以及信号采集器。所述的噪声传感器19通

过螺栓固定于齿轮箱体18的顶部，置于主动轮24与从动轮25的上方，用于检测齿轮的振动

噪声。所述的转速转矩传感器21置于输入轴28与输出轴29上，用于测量输入轴28与输出轴

29的转速和转矩，通过实际测量的输入转矩与输出转矩差值，计算主动轮24与从动轮25的

变形，从而得出主动轮24与从动轮25的刚度及误差；所述的角位移传感器22分别固定于齿

轮箱体18两侧部的滑环31后方，用于测量主动轮24、从动轮25与齿轮轴30的变形量，以及测

量主动轮24与从动轮25的实际转角，通过比较两个角位移传感器22的测量值偏差，计算变

形量，进而可得到齿轮副的传递误差和啮合刚度；所述的振动位移传感器23固定于齿轮箱

体18的内部，用于检测主动轮24、从动轮25与齿轮轴30的振动位移；所述的热电偶26置于齿

轮箱体18中，用于测量油温与室温；所述的三向加速度传感器27分别置于齿轮箱体18、主动

轮24与从动轮25上，用于测量齿轮箱体18的振动加速度以及主动轮24与从动轮25的扭转振

动特性和啮合状态特性。该实验台通过合理配置的高精度伺服系统与高精度编码器系统，

可在高速条件下采集高精度的变形及其它数据。通过高精度PLC、振动位移传感器23以及旋

转编码器形成闭环控制，可为实验提供准确可靠的转速与转矩，并且与对应的转速转矩传

感器21实时比较，可实时采集高精度的数据，便于实验分析。所述的计算机控制系统由工作

显示屏7、控制面板8、工作台键盘10、PLC控制系统以及数据分析系统组成。所述的工作显示

屏7与控制面板8置于上箱体前门6；所述的工作台键盘10置于工作台9上；所述的控制面板8

和工作台键盘10用于输入数据；所述的工作显示屏7用于显示实验台工作情况；通过所述的

PLC控制系统对伺服运动进行多种运动模拟与多种加载特性模拟，可以灵活模拟不同的工

况条件，具备很强大的扩展功能；所述的数据分析系统用于数据处理与数据分析；该实验台

在控制面板8设有转速调节旋钮、加载扭矩调节旋钮、伺服电机启动与停止按钮以及用于突

发情况的急停按钮。

附图说明

[0008] 图1是本发明中齿轮传动动态特性综合测试实验台前侧立体结构示意图；

[0009] 图2是本发明中齿轮传动动态特性综合测试实验台后侧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0] 图3是本发明中齿轮传动动态特性综合测试实验台的齿轮箱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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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图4是本发明中齿轮传动动态特性综合测试实验台的齿轮箱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2] 图5是本发明中齿轮传动动态特性综合测试实验台的结构简图；

[0013] 图6是本发明中齿轮传动动态特性综合测试实验台的三视图。

[0014] 图中：1、实验台上箱体，2、实验台下箱体，3、实验台底座，4、实验台底座支撑架，5、

侧部平台，6、上箱体前门，7、工作显示屏，8、控制面板，9、工作台，10、工作台键盘，11、下箱

体前门，12、通风孔，13、工作台固定销，14、上箱体后门，15、下箱体后门，16、驱动电机，17、

负载电机，18、齿轮箱体，19、噪声传感器，20、联轴器，21、转速转矩传感器，22、角位移传感

器，23、振动位移传感器，24、主动轮，25、从动轮，26，热电偶，27、三向加速度传感器，28、输

入轴，29、输出轴，30、齿轮轴，31、滑环，32、排油口，33、注油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地描述。

[0016] 如图1-6所示，本发明为齿轮传动动态特性综合测试实验台，该实验台包括实验台

箱体、齿轮箱、驱动系统、负载系统、振动检测系统和计算机控制系统。所述的实验台箱体包

括实验台上箱体1、实验台下箱体2、实验台底座3、实验台底座支撑架4、侧部平台5、上箱体

前门6、下箱体前门11、上箱体后门14、下箱体后门15、工作台9、工作台固定销13以及通风孔

12。所述的实验台上箱体1、实验台下箱体2以及实验台底座3之间由螺栓固定；所述的实验

台底座3与实验台底座支撑架4由螺栓连接；所述的侧部平台5由螺栓安装于实验台下箱体2

的两个侧面；所述的上箱体前门6与上箱体后门14分别由铰链固定于实验台上箱体1；所述

的下箱体前门11与下箱体后门15分别由铰链固定于实验台下箱体2、所述的工作台9由铰链

固定于实验台上箱体1，工作台9有90度角的活动范围，工作时可展开放置，与实验台上箱体

1前面成90度角，非工作时可平行于实验台上箱体1前面放置，工作台9与实验台上箱体1由

工作台固定销13固定；所述的通风孔12固定于实验台上箱体1的侧面，并在通风孔12内部装

有散热风扇。

[0017] 所述的齿轮箱由齿轮箱体18、主动轮24、从动轮25、齿轮轴30、滑环31、排油口32以

及注油口33组成。所述的齿轮箱体18由螺栓固定于实验台下箱体2，在齿轮箱体18侧部设有

排油口32与注油口33，便于进行润滑油的注入与排出；所述的主动轮24与从动轮25固定于

齿轮轴30，并在齿轮箱体18侧面安装有主动轮24与从动轮25的中心距调节旋钮；所述的齿

轮轴30通过支撑轴承置于齿轮箱体18上；所述的滑环31通过螺栓固定于齿轮箱体18的侧

面，由于齿轮轴30为旋转部件，通过滑环31接出齿轮箱体18内部的传感器线。

[0018] 所述的驱动系统由驱动电机16、输入轴28、联轴器20以及变频器组成。所述的驱动

电机16由螺栓固定于实验台下箱体2；所述的输入轴28通过联轴器20连接电机轴与齿轮轴

30；所述的变频器置于驱动系统中。

[0019] 所述的负载系统由负载电机17、输出轴29、联轴器20以及变频器组成。所述的负载

电机17由螺栓固定于实验台下箱体2；所述的输出轴29通过联轴器20连接电机轴与齿轮轴

30；所述的变频器置于负载系统中。本实验台采用高精度与高性能伺服系统驱动及加载。

[0020] 所述的振动检测系统包括噪声传感器19、转速转矩传感器21、角位移传感器22、振

动位移传感器23、热电偶26、三向加速度传感器27以及信号采集器。所述的噪声传感器19通

过螺栓固定于齿轮箱体18的顶部，置于主动轮24与从动轮25的上方，用于检测齿轮的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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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所述的转速转矩传感器21置于输入轴28与输出轴29上，用于测量输入轴28与输出轴

29的转速和转矩；所述的角位移传感器22分别固定于齿轮箱体18两侧部的滑环31后方，用

于测量主动轮24、从动轮25与齿轮轴30的变形量，以及测量主动轮24与从动轮25的实际转

角，通过比较两个角位移传感器22的测量值偏差，计算出变形，进而可计算齿轮副的传递误

差和啮合刚度；所述的振动位移传感器23固定于齿轮箱体18的内部，用于检测主动轮24、从

动轮25与齿轮轴30的振动位移；所述的热电偶26置于齿轮箱体18中，用于测量油温与室温；

所述的三向加速度传感器27分别置于齿轮箱体18、主动轮24与从动轮25上，用于测量齿轮

箱体18的振动加速度以及主动轮24与从动轮25的扭转振动特性和啮合状态特性。该实验台

通过合理配置的高精度伺服系统与高精度编码器系统，可在高速条件下采集高精度的变形

及其它数据。通过高精度PLC、振动位移传感器23以及旋转编码器形成闭环控制，可为实验

提供准确可靠的转速与转矩，并且与对应的转速转矩传感器21实时比较，可实时采集高精

度的数据，便于实验分析。

[0021] 所述的计算机控制系统由工作显示屏7、控制面板8、工作台键盘10、PLC控制系统

以及数据分析系统组成。所述的工作显示屏7与控制面板8置于上箱体前门6；所述的工作台

键盘10置于工作台9上。所述的控制面板8和工作台键盘10用于输入数据；所述的工作显示

屏7用于显示实验台工作情况；通过所述的PLC控制系统对伺服运动进行多种运动模拟以及

多种加载特性模拟，可以灵活模拟不同的工况条件，具备很强大的扩展功能；所述的数据分

析系统用于数据处理与数据分析。该实验台在控制面板8设有转速调节旋钮、加载扭矩调节

旋钮、伺服电机启动与停止按钮以及用于突发情况的急停按钮。

[0022] 综上所述，本发明齿轮传动动态特性综合测试实验台可应用于多种复杂工况下齿

轮传动系统的动态特性和啮合状态特性测试，包括变载荷和变转速等情况。该实验台是齿

轮传动动态特性综合测试的专用设备，通过PLC控制系统对伺服运动进行多种运动模拟及

多种加载特性，可灵活模拟不同的工况条件，具备很强的扩展功能。通过合理配置的高精度

伺服系统与高精度编码器系统，可在高速条件下采集高精度的变形及其它数据，并通过高

精度PLC、振动位移传感器以及旋转编码器形成闭环控制，可为实验提供准确可靠的转速与

转矩，并且与对应的转速转矩传感器实时比较，可实时采集高精度的数据。该实验台能够实

现齿轮副的扭转振动、啮合冲击、传动轴和支撑轴承的振动、箱体的振动、齿轮副的转角偏

差、传动误差、齿轮副啮合的噪声变化、油温以及实时转速转矩等的测试，能够得到齿轮传

动的时域特性、频域特性以及振动幅值的变化规律。该实验台功能全面，操作简单，方便实

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齿轮传动系统动态特性综合测试的工作效率、测量精度与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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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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