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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变轨迹形状型材料实验装置是一种让

置于上滑板上的物料做各种轨迹的运动的装置。

通过驱动主驱动轴和伺服驱动轴的转动，附在上

滑板上的物料做各种曲线的平面运动。记录判断

材料的力学指标，以及上滑板上的任意一点的运

动可以用仿真模拟软件模拟预测。通过对主驱动

轴和伺服驱动轴转动的控制，所产生的上滑板上

的任意一点运动轨迹变化的灵活性高，容易产生

仿真的运动曲线供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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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变轨迹形状型材料实验装置包括：基座（1）、第一轴（2）、垫圈（3）、第一连杆（4）、

从动轴（5）、第二轴（6）、第二连杆（7）、第三轴（8）、主驱动轴（9）、伺服驱动轴（10）、第三连杆

（11）、螺帽（12）、第四连杆（13）、第五连杆（14）、中滑板（15）、上滑板（16）、第四轴（17）、第五

轴（18）、第六轴（19）和第七轴（20）；其特征在于：

滑板（16）上的第三孔（23）为长孔；中滑板（15）的第八孔（28）为长孔；

第六轴（19）的左端置入基座（1）上的第十五孔（35）内，固定链接；第六轴（19）的右端置

入基座（1）上的第十七孔（37）内，固定链接；

第七轴（20）的左端置入基座（1）上的第二十一孔（41）内，固定链接；第七轴（20）的右端

置入基座（1）上的第十九孔（39）内，固定链接；

第六轴（19）穿过中滑板（15）上的第十一孔（31）和第十二孔（32），间隙配合；第七轴

（20）穿过中滑板（15）上的第十三孔（33）和第十四孔（34），间隙配合；

第四轴（17）的一端置入中滑板（15）上的第六孔（26）内，固定链接；第四轴（17）的另一

端置入中滑板（15）上的第十孔（30）内，固定链接；

第五轴（18）的一端置入中滑板（15）上的第七孔（37）内，固定链接；第五轴（18）的另一

端置入中滑板（15）上的第九孔（29）内，固定链接；

第四轴（17）穿过上滑板（16）第一孔（21）和第五孔（25），间隙配合；第五轴（18）穿过上

滑板（16）第二孔（22）和第四孔（24），间隙配合；

第一轴（2）的上端穿过垫圈（3）的孔、第五连杆（14）的左端孔和中滑板（15）的第八孔

（28），第一轴（2）的下端置入第一连杆（4）左端的孔；

从动轴（5）的下端穿过基座（1）上的第十六孔（36），从动轴（5）的上端穿过第一连杆（4）

的右端孔，间隙配合；

第四连杆（13）的上端穿过基座（1）上的第二十二孔（42）、第五连杆（14）的右端孔和上

滑板（16）的第三孔（23），间隙配合；第四连杆（13）的左下端穿过主驱动轴（9）上部的孔，间

隙配合；

第四连杆（13）的左下端的孔与第二连杆（7）的上端的孔通过第二轴（6）连接，间隙配

合；

第二连杆（7）的下端的孔与第三连杆（11）的左端的孔通过第三轴（8）连接，间隙配合；

第三连杆（11）中部的孔套接主驱动轴（9），间隙配合；第三连杆（11）在第四连杆（13）的

下方，基座（1）的第二十孔（40）的上方；

伺服驱动轴（10）的上端穿过第三连杆（11）的右端孔，间隙配合，螺帽（12）螺纹连接伺

服驱动轴（10）的上端；

主驱动轴（9）的下端从基座（1）的第二十孔（40）的上方穿过，间隙配合；伺服驱动轴

（10）的下端从基座（1）的第十八孔（38）的上方螺纹连接并穿过，间隙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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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变轨迹形状型材料实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材料检测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变轨迹形状型材料实验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新材料和新技术日新月异，传统的机构设计需要和控制系统相互结合才能满意更

加前沿的材料和技术要求。充分利用控制系统的协同能力和机构的变化多样性。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变轨迹形状型材料实验装置，进而达到满足新

的复合金属材料实验目的。

[0004] 一种变轨迹形状型材料实验装置，与控制系统、驱动系统、记录系统、实验材料辅

助装置和实验材料组合成一个对材料进行实验检测系统。记录系统检测材料响应并作材料

力学记录。

[0005] 通过对主驱动轴和伺服驱动轴转动的控制，使得上滑板上的任意一点产生一个相

应的运动轨迹。主驱动轴和伺服驱动轴的运动状态的变化上滑板上的任意一点所产生的运

动轨迹也将变化。

[0006] 采用控制技术和本发明相互结合产生的上滑板上的任意一点对应运动轨迹的变

化的灵活性高，上滑板上的任意一点的运动可以用仿真模拟软件模拟预测。

[0007] 将记录笔固定于上滑板上，记录笔将绘制出上滑板上的任意一点的运行轨迹图于

所需记录的载体上。

[0008] 采用的技术方案

[0009] 一种变轨迹形状型材料实验装置包括：基座、第一轴、垫圈、第一连杆、从动轴、第

二轴、第二连杆、第三轴、主驱动轴、伺服驱动轴、第三连杆、螺帽、第四连杆、第五连杆、中滑

板、上滑板、第四轴、第五轴、第六轴和第七轴。其特征在于：

[0010] 滑板上的第三孔为长孔；中滑板的第八孔为长孔。

[0011] 第六轴的左端置入基座上的第十五孔内，固定链接。第六轴的右端置入基座上的

第十七孔内，固定链接。

[0012] 第七轴的左端置入基座上的第二十一孔内，固定链接。第七轴的右端置入基座上

的第十九孔内，固定链接。

[0013] 第六轴穿过中滑板上的第十一孔和第十二孔，间隙配合。第七轴穿过中滑板上的

第十三孔和第十四孔，间隙配合。

[0014] 第四轴的一端置入中滑板上的第六孔内，固定链接。第四轴的另一端置入中滑板

上的第十孔内，固定链接。

[0015] 第五轴的一端置入中滑板上的第七孔内，固定链接。第五轴的另一端置入中滑板

上的第九孔内，固定链接。

[0016] 第四轴穿过上滑板第一孔和第五孔，间隙配合。第五轴穿过上滑板第二孔和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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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间隙配合。

[0017] 第一轴的上端穿过垫圈的孔、第五连杆的左端孔和中滑板的第八孔，第一轴的下

端置入第一连杆左端的孔。

[0018] 从动轴的下端穿过基座上的第十六孔，从动轴的上端穿过第一连杆的右端孔，间

隙配合。

[0019] 第四连杆的上端穿过基座上的第二十二孔、第五连杆的右端孔和上滑板的第三

孔，间隙配合。第四连杆的左下端穿过主驱动轴上部的孔，间隙配合。

[0020] 第四连杆的左下端的孔与第二连杆的上端的孔通过第二轴连接，间隙配合。

[0021] 第二连杆的下端的孔与第三连杆的左端的孔通过第三轴连接，间隙配合。

[0022] 第三连杆中部的孔套接主驱动轴，间隙配合。第三连杆在第四连杆的下方，基座的

第二十孔的上方。

[0023] 伺服驱动轴的上端穿过第三连杆的右端孔，间隙配合，螺帽螺纹连接伺服驱动轴

的上端。

[0024] 主驱动轴的下端从基座的第二十孔的上方穿过，间隙配合。伺服驱动轴的下端从

基座的第十八孔的上方螺纹连接并穿过，间隙配合。

[0025] 优点

[0026] 通过对主驱动轴和伺服驱动轴转动的控制，所产生的上滑板上的任意一点运动轨

迹变化的灵活性高。使得上滑板上的任意一点的运动可以用于仿真模拟软件的模拟预测。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通过对一种变轨迹形状型材料实验装置的组装示意图；

[0028] 图2为图1的俯视图；

[0029] 图3为上滑板的结构及位置标识图；

[0030] 图4为中滑板的结构及位置标识图一；

[0031] 图5为中滑板的结构及位置标识图二；

[0032] 图6为基座的结构及位置标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一种变轨迹形状型材料实验装置包括：基座1、第一轴2、垫圈3、第一连杆4、从动轴

5、第二轴6、第二连杆7、第三轴8、主驱动轴9、伺服驱动轴10、第三连杆11、螺帽12、第四连杆

13、第五连杆14、中滑板15、上滑板16、第四轴17、第五轴18、第六轴19和第七轴20；其特征在

于：

[0034] 滑板16上的第三孔23为长孔；中滑板15的第八孔28为长孔；

[0035] 第六轴19的左端置入基座1上的第十五孔35内，固定链接；第六轴19的右端置入基

座1上的第十七孔37内，固定链接；

[0036] 第七轴20的左端置入基座1上的第二十一孔41内，固定链接；第七轴20的右端置入

基座1上的第十九孔39内，固定链接；

[0037] 第六轴19穿过中滑板15上的第十一孔31和第十二孔32，间隙配合；第七轴20穿过

中滑板15上的第十三孔33和第十四孔34，间隙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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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第四轴17的一端置入中滑板15上的第六孔26内，固定链接；第四轴17的另一端置

入中滑板15上的第十孔30内，固定链接；

[0039] 第五轴18的一端置入中滑板15上的第七孔37内，固定链接；第五轴18的另一端置

入中滑板15上的第九孔29内，固定链接；

[0040] 第四轴17穿过上滑板16第一孔21和第五孔25，间隙配合；第五轴18穿过上滑板16

第二孔22和第四孔24，间隙配合；

[0041] 第一轴2的上端穿过垫圈3的孔、第五连杆14的左端孔和中滑板15的第八孔28，第

一轴2的下端置入第一连杆4左端的孔；

[0042] 从动轴5的下端穿过基座1上的第十六孔36，从动轴5的上端穿过第一连杆4的右端

孔，间隙配合；

[0043] 第四连杆13的上端穿过基座1上的第二十二孔42、第五连杆14的右端孔和上滑板

16的第三孔23，间隙配合；第四连杆13的左下端穿过主驱动轴9上部的孔，间隙配合；

[0044] 第四连杆13的左下端的孔与第二连杆7的上端的孔通过第二轴6连接，间隙配合；

[0045] 第二连杆7的下端的孔与第三连杆11的左端的孔通过第三轴8连接，间隙配合；

[0046] 第三连杆11中部的孔套接主驱动轴9，间隙配合；第三连杆11在第四连杆13的下

方，基座1的第二十孔40的上方；

[0047] 伺服驱动轴10的上端穿过第三连杆11的右端孔，间隙配合，螺帽12螺纹连接伺服

驱动轴10的上端；

[0048] 主驱动轴9的下端从基座1的第二十孔40的上方穿过，间隙配合；伺服驱动轴10的

下端从基座1的第十八孔38的上方螺纹连接并穿过，间隙配合。

[0049] 工作原理

[0050] 当主驱动轴被驱动旋转时，带动第四连杆旋转。第四连杆的转动带动第五连杆运

动，第五连杆运动的运动使得第一连杆以从动轴为中心摆动，第一连杆的摆动通过第一轴

带动中滑板延第六轴的轴线方向往复运动。中滑板通过第四轴和第五轴带动上滑板延第六

轴的轴线方向往复运动。

[0051] 第四连杆上部的转动，通过上滑板的第三孔拨动上滑板延第四轴的轴线方向运

动。

[0052] 这样就使得上滑板上的任一点的运动轨迹有纵向和横向的运动，形成一个曲线的

运动轨迹。

[0053] 当螺纹连接于基座的伺服驱动轴正传或反转运动时，伺服驱动轴就会带动第三连

杆延主驱动轴的轴线方向运动。第三连杆的上下运动通过第二连杆的带动，使得第四连杆

的上的垂直部分就会远离或接近主驱动轴的轴线。从而可以调整上滑板上任一点纵向和横

向的运动幅度。

[0054] 在上滑板的运动过程中，伺服驱动轴同时转动，上滑板上的任一点的运动轨迹将

产生无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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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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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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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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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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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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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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