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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SPEED REDUCER TESTING DEVICE

(54) 发明名称 ：减速器测试 设备

图 1 FIG.

(57) Abstract: A speed reducer testing device, comprising a support platform (20), and a servo spindle motor (1), a first rotational
< speed and torque sensor (3), a second rotational speed and torque sensor (7), a transmission (9) and a brake ( 11) arranged on the

support platform (20). A n output shaft of the servo spindle motor (1) i s connected to an input shaft of a speed reducer to be tested
(5) through the first rotational speed and torque sensor (3), and an output shaft of the speed reducer to be tested (5) i s connected to

卜 an input shaft of the transmission (9) through the second rotational speed and torque sensor (7). A n output shaft of the transmission
(9) i s connected to the brake ( 11). The first rotational speed and torque sensor (3) i s used for detecting input speed and input torque.
The second rotational speed and torque sensor (7) i s used for detecting output speed and output torque of the speed reducer to be
tested. The transmission (9) i s matched with the brake ( 11) to provide a load for the speed reducer to be tested (5). The present speed
reducer testing device provides a load by matching the transmission (9) with the brake ( 11), the load provided by the brake ( 11) be -
ing multiplied by the transmission (9), thereby obviating the need for a large-scale brake ( 11) when a large load i s required during
testing, and thus saving costs.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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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

一种减速器测试设备 ，包括支撑平 台 （20) 以及设置在支撑平 台 （20) 上 的伺服主轴 电机 （1) 、第一转速转
矩传感器 （3 ) 、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 （7 ) 、变速器 （9 ) 以及制动器 （11 ) ，其 中伺服主轴 电机 （1) 的输
出轴经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 （3 ) 与待测减速器 （5 ) 的输入轴连接 ，待测减速器 （5 ) 的输 出轴经第 二转速
转矩传感器 （7 ) 与变速器 （9 ) 的输入轴连接 ，变速器 （9 ) 的输 出轴与制动器 （11) 连接 ，第一转速转矩传
感器 （3 ) 用于检测输入转速和 /输入扭矩 ，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 （7 ) 用于检测待测减速器 的输 出转速和 /输
出扭矩 ，变速器 （9 ) 与制动器 （11) 配合为待测减速器 （5 ) 提供负载 。该减速器测试设备 由变速器 （9 ) 配
合制动器 （11) 提供负载 ，由变速器 （9 ) 将制动器 （11) 提供 的负载成倍放大 ，以使测试 时需要大负载也不
需要使用大型的制动器 （11) ，节约成本 。



减速器测试设备

[1] 〖技术领域】

[2] 本发明涉及工程机械技术领域 ，特别是涉及一种减速器测试设备。

[3] 〖背景技术】

[4] 随着科技 的发展 ，工程机械对减速器 的综合性能要求逐渐提高。高精密摆线针

轮减速器 、RV 减速器 、谐波减速器等均是在此背景下发展壮大的高精密传动元

部件 ，它们在机器人 、仪器仪表 、医疗器械 、航空航天及高精密机床等领域得

到广泛应用。为了保证减速器 的性能 ，准确 、便捷 、高效 的测试设备必不可少

。但在现有 的减速器测试设备中，一般都是 由制动器来为减速器提供负载。因

此 ，当减速器需要较大负载吋 ，则需要大型制动器来提供负载。大型制动器 的

价格 昂贵 ，因此使得减速器测试设备的成本变高。

[5] 〖发明内容】

[6] 本发明主要解决 的技术 问题是提供一种减速器测试设备 ，能够降低减速器测试

设备的成本。

[7] 为解决上述技术 问题 ，本发明采用 的一个技术方案是 ：提供一种减速器测试设

备 ，该减速器测试设备包括支撑平 台以及设置在支撑平 台上的伺服主轴 电机 、

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 、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 、变速器 以及制动器 ，其中伺服主

轴 电机 的输 出轴经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与待测减速器 的输入轴连接 ，待测减速

器 的输 出轴经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与变速器 的输入轴连接 ，变速器 的输 出轴与

制动器连接 ，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用于检测输入转速和/输入扭矩 ，第二转速转

矩传感器用于检测待测减速器 的输 出转速和/输 出扭矩 ，变速器与制动器配合为

待测减速器提供负载。

[8] 其中，减速器测试设备进一步包括设置在支撑平 台上且能够沿支撑平 台滑动 的

第一传感器支架 、待测减速器支架 、第二传感器支架 以及制动器支架 ，第一转

速转矩传感器 、待测减速器 、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 以及制动器分别安装于第一

传感器支架 、待测减速器支架 、第二传感器支架 以及制动器支架上。



其中，第一传感器支架、待测减速器支架、第二传感器支架以及制动器支架与

支撑平台相邻一侧分别设置有阶梯状的第一定位槽，支撑平台上设置有定位导

轨，第一定位槽与定位导轨配合使得第一传感器支架、待测减速器支架、第二

传感器支架以及制动器支架能够沿支撑平台滑动。

其中，制动器为磁粉制动器。

其中，减速器测试设备进一步包括电机支架，支撑平台上进一步设置有滑轨，

伺服主轴电机设置于电机支架上，电机支架设置于滑轨上，并且能够沿滑轨滑

动。

其中，电机支架上设置有制动装置，以使伺服主轴电机在滑动到预定位置后固

定于滑轨上，防止伺服主轴电机滑动。

其中，减速器测试设备进一步包括第一联轴器、第二联轴器、第三联轴器、第

四联轴器以及第五联轴器，其中第一联轴器连接于伺服主轴电机的输出轴与第

一转速转矩传感器的输入轴之间，第二联轴器连接于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的输

出轴与待测减速器的输入轴之间，第三联轴器连接于待测减速器的输出轴与第

二转速转矩传感器的输入轴之间，第四联轴器连接于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的输

出轴与变速器的输入轴之间，第五联轴器连接于变速器的输出轴与制动器之间

其中，第一联轴器与第二联轴器为梅花弹性体联轴器。

其中，第三联轴器与第四联轴器均为膜片联轴器。

其中，减速器测试设备进一步包括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以可拆卸的方式设

置于待测减速器的表面，以对待测减速器的温度进行检测。

其中，温度传感器为薄片式PtlOO传感器。

其中，减速器测试设备进一步包括工控机以及数据采集卡，工控机与数据采集

卡连接。数据采集卡与伺服主轴电机、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第二转速转矩传

感器、温度传感器以及制动器连接，用于向伺服主轴电机和制动器输出状态控

制信号，并采集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以及温度传感器所

检测的数据。

其中，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与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的规格不相同。



[20] 其中，伺服主轴电机的最高转速为8000r/min ，额定转矩为132Nm ，额定功率为

18.5Kw 。

[21] 其中，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和第二传感器均为直连式转速转矩传感器，其转矩

不准确度均为0.2% 。

[22] 通过上述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减速器测试设备由变速器配合

制动器提供负载，由变速器将制动器提供的负载成倍放大，以使测试吋需要较

大负载也不需要使用大型的制动器，节约成本。

[23] 【附图说明】

[24] 图1是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减速器测试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25] 图2是图1中的各支架的正面示意图；

[26] 图3是图1中的支撑平台的俯视图；

[27] 图4是图1所示的减速器测试设备的电气框架图。

[28] 〖具体实施方式】

[29] 下面通过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

[30] 参阅图1，图1是第一实施例的减速器测试设备的结构示意图。在本实施例中，

减速器测试设备的主体机械结构包括支撑平台20以及设置在支撑平台20上的伺

服主轴电机1、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3、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7、变速器9、制动

器11、温度传感器16、电机支架13、第一传感器支架14、待测减速器支架15、

第二传感器支架17、制动器支架19、定位块18、第一联轴器2、第二联轴器4、

第三联轴器6、第四联轴器8以及第五联轴器10。

[31] 其中，第一联轴器2连接于伺服主轴电机1的输出轴与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3的

输入轴之间。第二联轴器4连接于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3的输出轴与待测减速器5

的输入轴之间。第三联轴器6连接于待测减速器5的输出轴与第二转速转矩传感

器7的输入轴之间。第四联轴器8连接于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7的输出轴与变速器

9的输入轴之间。第五联轴器10连接于变速器9的输出轴与制动器11之间。也就

是说，在支撑平台20上，上述各部件的连接顺序是：伺服主轴电机1、第一联轴

器2、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3、第二联轴器4、待测减速器5、第三联轴器6、第二

转速转矩传感器7、第四联轴器8、变速器9、第五联轴器10、制动器11。



[32] 在本实施例中，伺服主轴电机1的最高转速达8000r/min ，额定转矩132Nm ，额

定功率为18.5Kw ，可满足绝大多数高精密减速器性能测试吋对输入转速、输入

转矩的要求。伺服主轴电机1设置于电机支架13上。支撑平台20上进一步设置有

滑轨12，电机支架13设置于滑轨12上，并且能够沿滑轨12滑动。并且，电机支

架13能够固定于滑轨12上，以将伺服主轴电机1相对支撑平台20固定。在优选实

施例中，电机支架13上设置有制动装置，以使伺服主轴电机1在滑动到预定位置

后固定于滑轨12上，防止伺服主轴电机1滑动。

[33] 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3用于检测输入转速和/输入扭矩。在本实施例中，第一转

速转矩传感器3为直连式转速转矩传感器，两端的输入轴以及输出轴 （两轴同样

是中心轴）通过第一联轴器2与第二联轴器4分别与伺服主轴电机1和待测减速器

5相连。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3有10、 50、 200三种规格，转矩不准确度为0.2% ，

可满足在2-200Nm 内转矩测量精度为1 ¾ ，转速测量范围大于0-5000r/min ，转速

测量精度优于0.02r/mi n。其中，第一联轴器2与第二联轴器4优选为梅花弹性体联

轴器。

[34] 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7用于检测待测减速器5的输出转速和/输出扭矩。同样的

，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7亦为直连式转速转矩传感器，两端中心轴通过第三联轴

器6与第四联轴器8分别与待测减速器5和变速器9相连。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7有

200 、 500 、 2000 、 10000四种规格，转矩不准确度为0.2% ，可满足在40-10000Nm

内转矩测量精度为1%，转速测量范围大于0-1700r/min ，转速测量精度优于0.02r/

min 。第三联轴器6与第四联轴器8优选为膜片联轴器。由此可见，一转速转矩传

感器3与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7的规格不相同。

[35] 温度传感器16以可拆卸的方式设置于待测减速器5的表面，以对待测减速器5的

温度进行检测。温度传感器16优选为薄片式PtlOO传感器，内置变送器，输出0-1

0V模拟电压，温度测量范围-50-250 °C。

[36] 在本实施例中，变速器9为X系列摆线针轮减速器，制动器11为磁粉制动器。变

速器9的减速比为29，许用转矩12000Nm ，额定转速960r/min 。磁粉制动器11有2

5、 100、 400三种规格，启动力矩小于3%，转速范围大于0-1000r/min 。制动器11

与变速器9组合为测试提供负载，可提供 l-10000Nm 的转矩。在为待测减速器7提



供负载吋 ，变速器9放大制动器 11所提供 的转矩 ，因此能够提供给待测减速器7

更大的负载。在对待测减速器7进行测试吋 ，由伺服主轴 电机 1提供转速 ，经待

测减速器7后 ，转速较低 ，有吋无法达到制动器 11所需求的转速 ，因此在待测减

速器7与制动器 11之间加入变速器9之后 ，则可将经待测减速器7减速后 的转速再

度提升 ，达到制动器 11所需要 的转速。

[37] 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3、待测减速器5、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7以及制动器 11分

别安装于第一传感器支架 14、待测减速器支架 15、第二传感器支架 17以及制动

器支架 19上 ，并 由第一传感器支架 14、待测减速器支架 15、第二传感器支架 17

以及制动器支架 19固定于支撑平 台20上。进一步参阅图2与 图3，图2是 图1中的

各支架 的正面示意 图，图3是 图1中的支撑平 台的俯视 图。第一传感器支架 14、

待测减速器支架 15、第二传感器支架 17以及制动器支架 19与支撑平 台20相邻一

侧分别设置有阶梯状 的第一定位槽 2 1，支撑平 台20上设置有定位导轨22，定位

槽 2 1与定位导轨22配合使得第一传感器支架 14、待测减速器支架 15、第二传感

器支架 17以及制动器支架 19能够沿支撑平 台20滑动。支撑平 台上设置有第二定

位槽 ，定位块 18嵌入所述第一定位槽 2 1和第二定位槽 内，这样当第一传感器支

架 14、待测减速器支架 15、第二传感器支架 17以及制动器支架 19滑动到预定位

置后 ，就可 以由定位块 18将上述支架 固定在支撑平 台上 ，从而将第一转速转矩

传感器3、待测减速器5、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7以及制动器 11固定。第一定位槽

2 1、第二定位槽和定位块 18相配合可 以帮助实现上述支架 的中轴线与伺服主轴

电机 1的输 出轴 同轴。

[38] 另外 ，根据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3、待测减速器5、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7以及

制动器 11大小 的不 同，第一传感器支架 14、待测减速器支架 15、第二传感器支

架 17以及制动器支架 19的高矮不 同，需要使伺服主轴 电机 1、第一联轴器2、第

一转速转矩传感器3、第二联轴器4、待测减速器5、第三联轴器6、第二转速转

矩传感器7、第四联轴器 8、变速器9、第五联轴器 10、制动器 11同轴设置。变速

器9直接 固定安装于支撑平 台20上。

[39] 进一步参阅图4，图4是 图1所示 的减速器测试设备的电气框架 图。数据采集卡3

2与伺服主轴 电机 1、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3、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7、温度传感



器 16以及制动器 11连接，用于向伺服主轴电机 1和制动器 11输出状态控制信号，

并采集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3、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7以及温度传感器 16所检测

的数据。工控机 3 1与数据采集卡32连接，用于显示数据采集卡32获取的数据，

并发送控制指令给数据采集卡32，以通过数据采集卡32控制其他部件。

[40] 在优选实施例中，可通过数据采集卡32的模拟输出通道输出±10V 模拟电压给

伺服驱动器的信号控制端，伺服驱动器调到转速模式，并通过编码器连接实现

对伺服主轴电机 1转速和方向的控制。并通过数据采集卡32的4路计数器通道，

采集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3和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7传递的方波信号，并通过工

控机 3 1内的软件将方波信号换算成输入转速转矩和输出转速转矩的值。还可通

过数据采集卡32的模拟输入通道，采集温度传感器 16传递的模拟电压信号，并

通过工控机31内的软件将采集到电压信号换算成温度值。还可通过数据采集卡3

2的另一路模拟输出通道输出0-10V 的模拟电压给恒流源，通过内部转换恒流源

输出0-4A 的电流给磁粉制动器 11，根据电流-转矩特性曲线可实现加载控制。

[41] 在其他实施例中，还可省略各个联轴器，伺服主轴电机 1的输出轴经第一转速

转矩传感器3与待测减速器5的输入轴连接，待测减速器5的输出轴经第二转速转

矩传感器7与变速器9的输入轴连接，变速器9的输出轴与制动器 11连接，第一转

速转矩传感器3用于检测输入转速和/输入扭矩，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7用于检测

待测减速器5的输出转速和/输出扭矩，变速器9与制动器 11配合为待测减速器5提

供负载。

[42] 通过上述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减速器测试设备由变速器配合

制动器提供负载，由变速器将制动器提供的负载成倍放大，以使测试吋需要较

大负载也不需要使用大型的制动器，节约成本。

[43]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明

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

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权利要求书

一种减速器测试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减速器测试设备包括支

撑平 台以及设置在所述支撑平 台上的伺服主轴 电机 、第一转速转

矩传感器 、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 、变速器 以及制动器 ，其中所述

伺服主轴 电机 的输 出轴经所述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与待测减速器

的输入轴连接 ，所述待测减速器 的输 出轴经所述第二转速转矩传

感器与变速器 的输入轴连接 ，所述变速器 的输 出轴与制动器连接

，所述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用于检测输入转速和/输入扭矩 ，所述

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用于检测所述待测减速器 的输 出转速和/输 出

扭矩 ，所述变速器与所述制动器配合为所述待测减速器提供负载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减速器测试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减速器

测试设备进一步包括设置在所述支撑平 台上且能够沿所述支撑平

台滑动 的第一传感器支架 、待测减速器支架 、第二传感器支架 以

及制动器支架 ，所述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 、所述待测减速器 、所

述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 以及所述制动器分别安装于所述第一传感

器支架 、所述待测减速器支架 、所述第二传感器支架 以及所述制

动器支架上。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 的减速器测试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传

感器支架 、所述待测减速器支架 、所述第二传感器支架 以及所述

制动器支架与所述支撑平 台相邻一侧分别设置有阶梯状 的第一定

位槽 ，所述支撑平 台上设置有定位导轨 ，所述第一定位槽与所述

定位导轨配合使得所述第一传感器支架 、所述待测减速器支架 、

所述第二传感器支架 以及所述制动器支架能够沿所述支撑平 台滑

动。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减速器测试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制动器

为磁粉制动器。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减速器测试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减速器



测试设备进一步包括 电机支架 ，所述支撑平 台上进一步设置有滑

轨 ，所述伺服主轴 电机设置于所述 电机支架上 ，所述 电机支架设

置于所述滑轨上 ，并且能够沿所述滑轨滑动。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 的减速器测试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电机支

架上设置有制动装置 ，以使所述伺服主轴 电机在滑动到预定位置

后 固定于所述滑轨上 ，防止所述伺服主轴 电机滑动。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减速器测试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减速器

测试设备进一步包括第一联轴器 、第二联轴器 、第三联轴器 、第

四联轴器 以及第五联轴器 ，其中所述第一联轴器连接于所述伺服

主轴 电机 的输 出轴与所述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 的输入轴之间，所

述第二联轴器连接于所述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 的输 出轴与所述待

测减速器 的输入轴之间，所述第三联轴器连接于所述待测减速器

的输 出轴与所述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 的输入轴之间，所述第四联

轴器连接于所述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 的输 出轴与所述变速器 的输

入轴之间，所述第五联轴器连接于所述变速器 的输 出轴与所述制

动器之间。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 的减速器测试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联

轴器与所述第二联轴器为梅花弹性体联轴器。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 的减速器测试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三联

轴器与所述第四联轴器均为膜片联轴器。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减速器测试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减速器

测试设备进一步包括温度传感器 ，所述温度传感器 以可拆卸的方

式设置于所述待测减速器 的表面 ，以对所述待测减速器 的温度进

行检测。

根据权利要求 10所述 的减速器测试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温度

传感器为薄片式PtlOO传感器。

根据权利要求 10所述 的减速器测试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减速

器测试设备进一步包括工控机 以及数据采集卡 ，所述工控机与所



述数据采集卡连接。所述数据采集卡与所述伺服主轴电机、所述

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所述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

器以及所述制动器连接，用于向所述伺服主轴电机和所述制动器

输出状态控制信号，并采集所述第一转速转矩传感器、所述第二

转速转矩传感器以及所述温度传感器所检测的数据。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减速器测试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转

速转矩传感器与所述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的规格不相同。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减速器测试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伺服主

轴电机的最高转速为8000r/min ，额定转矩为 132Nm ，额定功率为 1

8.5Kw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减速器测试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转

速转矩传感器和所述第二转速转矩传感器均为直连式转速转矩传

感器，其转矩不准确度均为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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