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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一种开关触压寿命检测器公开了一

种能够同时对两组开关进行触压寿命检测的检

测装置。其特征在于两个立板分别垂直置于底座

的两端中部，所述立板的顶部为圆形套，曲轴的

两端分别和两个立板顶部的圆形套可转动套接，

所述曲轴一端的主轴上开有键槽，从动轮套置于

曲轴一端的主轴上，所述从动轮内圈置有键，且

对应置于键槽内，所述从动轮的外圈等距开有多

个环形槽，电机座置于底座一端上，且位于从动

轮的正下方，所述电机座上置有弧形凹面，驱动

电机固定置于电机座的弧形凹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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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开关触压寿命检测器，其特征是：两个立板分别垂直置于底座的两端中部，立板

的顶部为圆形套，曲轴的两端分别和两个立板顶部的圆形套可转动套接，曲轴一端的主轴

上开有键槽，从动轮套置于曲轴一端的主轴上，从动轮内圈置有键，且对应置于键槽内，从

动轮的外圈等距开有多个环形槽，电机座置于底座一端上，且位于从动轮的正下方，电机座

上置有弧形凹面，驱动电机固定置于电机座的弧形凹面上，驱动电机的电机轴上套置有主

动轮，主动轮外圈开有多个环形槽，且和从动轮外圈的多个环形槽一一对应，多个传动皮带

套置于主动轮和从动轮上，且传动皮带的两端分别位于主动轮外圈和从动轮外圈相对应的

环形槽内，惯性轮置于曲轴另一端的主轴上，两列支撑板分别置于底座的两侧边上，且同侧

的支撑板两两为一组，两列支撑板分别位于曲轴的两侧，支撑板和底座相互垂直，一组内的

两个支撑板之间置有铰接轴，且铰接轴的两端分别和两个支撑板的顶端相连接，铰接轴上

套置有可转动的铰接套，铰接轴上套置有扭转弹簧，且扭转弹簧一端和铰接轴相连接，另一

端和铰接套相连接，铰接套的外侧壁上连接有两个相互平行的压板，压板的一端向曲轴方

向延伸，压板的一端为连接套，连接套可转动的套置于连接轴上，且同个铰接套上的两个压

板的连接套套置于同一个连接轴的两端，连杆一端可转动的套置于连接轴上，且位于两个

连接套之间，连杆位于曲轴上相邻的两个平衡板之间，连杆的另一端上置有瓦盖，且盖置于

曲轴的连杆轴颈底部，连杆轴颈的顶部盖置有瓦盖，且通过销钉和连杆轴颈底部的瓦盖相

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开关触压寿命检测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曲轴通过连杆配

合两组压板，曲轴旋转，带动两侧的压板上下运动，能够通过压板的不断上下偏转同时对两

组触压开关进行触压寿命检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开关触压寿命检测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环形槽的深度大

于传动皮带的厚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开关触压寿命检测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动轮直径大于

从动轮直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开关触压寿命检测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瓦盖为半圆形板

状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开关触压寿命检测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瓦盖的内侧弧形

凹面上置有防滑垫，且和连杆轴颈相贴合。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开关触压寿命检测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曲轴两侧的连杆

间隔分布在曲轴上相邻的两个平衡板之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开关触压寿命检测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上正对压板

的位置开有放置槽，所述放置槽口部置有一圈限位条。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开关触压寿命检测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槽槽深大于

底座厚度的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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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触压寿命检测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一种开关触压寿命检测器，涉及一种对脚踏开关进行触压寿命检测的装

置，属于工业设备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能够同时对两组开关进行触压寿命检测的检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工业设备中，基于作业安全、高效等方面考虑，需要通过脚踏式开关配合

作业，脚踏式开关通过人工脚踏触压启动，且需要短时间的触压，脚部松开后，开关自动复

位断开，为了保证这类脚踏开关的使用寿命，需要进行脚踏开关触压寿命检测，现有的开关

检测都是通过点触压方式进行的，通过单点触压进行挤压件开关的往复开断，进而进行开

关的寿命检测，在现有的检测设备中，主要通过对单个开关的检查进行，不能够进行多个或

者多组开关的检测。

[0003] 公开号  CN206696401U公开了一种开关寿命检测设备及开关寿命检测系统，包括

工作台，工作台设置有转动件和用于使开关断开或闭合的控制件，转动件绕转动轴心线可

转动的连接于工作台，控制件可拆卸的连接于转动件；固定装置，固定装置与工作台连接且

用于固定开关；驱动装置，驱动装置与工作台连接且用于驱使转动件正转或反转；控制装

置，控制装置用于控制驱动装置，该装置通过往复摇摆进行检查，且只能检查单个开关，效

率低。

[0004] 公开号  CN207396689U公开了一种多功能开关使用寿命检测装置，包括机架及气

源，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上安装有第一工位、第二工位和第三工位，所述第一工位用于检

测旋转开关使用寿命，所述第二工位用于检测点开关及小跷板开关的使用寿命，所述第三

工位用于检测大跷板开关的使用寿命，该装置虽然能够进行多个检测，但其不能够适用脚

踏开关进行检查。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改善上述情况，本发明一种开关触压寿命检测器提供了一种能够同时对两组

开关进行触压寿命检测的检测装置。

[0006] 本发明一种开关触压寿命检测器是这样实现的：本发明一种开关触压寿命检测器

由底座、铰接套、支撑板、压板、立板、惯性轮、瓦盖、曲轴、从动轮、传动皮带、主动轮、驱动电

机、电机座、连杆、铰接轴、扭转弹簧、连接轴、主轴、键槽、连杆轴颈和平衡板组成，两个立板

分别垂直置于底座的两端中部，所述立板的顶部为圆形套，曲轴的两端分别和两个立板顶

部的圆形套可转动套接，所述曲轴一端的主轴上开有键槽，从动轮套置于曲轴一端的主轴

上，所述从动轮内圈置有键，且对应置于键槽内，所述从动轮的外圈等距开有多个环形槽，

电机座置于底座一端上，且位于从动轮的正下方，所述电机座上置有弧形凹面，驱动电机固

定置于电机座的弧形凹面上，所述驱动电机的电机轴上套置有主动轮，所述主动轮外圈开

有多个环形槽，且和从动轮外圈的多个环形槽一一对应，多个传动皮带套置于主动轮和从

动轮上，且传动皮带的两端分别位于主动轮外圈和从动轮外圈相对应的环形槽内，所述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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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槽的深度大于传动皮带的厚度，所述主动轮直径大于从动轮直径，惯性轮置于曲轴另一

端的主轴上，两列支撑板分别置于底座的两侧边上，且同侧的支撑板两两为一组，两列支撑

板分别位于曲轴的两侧，所述支撑板和底座相互垂直，一组内的两个支撑板之间置有铰接

轴，且铰接轴的两端分别和两个支撑板的顶端相连接，所述铰接轴上套置有可转动的铰接

套，所述铰接轴上套置有扭转弹簧，且扭转弹簧一端和铰接轴相连接，另一端和铰接套相连

接，所述铰接套的外侧壁上连接有两个相互平行的压板，所述压板的一端向曲轴方向延伸，

所述压板的一端为连接套，所述连接套可转动的套置于连接轴上，且同个铰接套上的两个

压板的连接套套置于同一个连接轴的两端，连杆一端可转动的套置于连接轴上，且位于两

个连接套之间，所述连杆位于曲轴上相邻的两个平衡板之间，所述连杆的另一端上置有瓦

盖，且盖置于曲轴的连杆轴颈底部，所述曲轴两侧的连杆间隔分布在曲轴上相邻的两个平

衡板之间，所述连杆轴颈的顶部盖置有瓦盖，且通过销钉和连杆轴颈底部的瓦盖相连接，所

述瓦盖为半圆形板状结构，所述瓦盖的内侧弧形凹面上置有防滑垫，且和连杆轴颈相贴合，

所述底座上正对压板的位置开有放置槽，所述放置槽口部置有一圈限位条，所述放置槽槽

深大于底座厚度的二分之一。

[0007] 有益效果。

[0008] 一、能够同时对多组脚踏开关进行触压试验。

[0009] 二、结构简单，检测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10] 图1本发明一种开关触压寿命检测器的立体结构图。

[0011] 图2本发明一种开关触压寿命检测器的主视图。

[0012] 图3本发明一种开关触压寿命检测器的立体拆分图。

[0013] 图4本发明一种开关触压寿命检测器曲轴的立体结构图。

[0014] 附图中

其中为：底座（1），铰接套（2），支撑板（3），压板（4），立板（5），惯性轮（6），瓦盖（7），曲轴

（8），从动轮（9），传动皮带（10），主动轮（11），驱动电机（12），电机座（13），连杆（14），铰接轴

（15），扭转弹簧（16），连接轴（17），主轴（18），键槽（19），连杆轴颈（20），平衡板（21）。

[0015] 具体实施方式：

本发明一种开关触压寿命检测器是这样实现的，由底座（1）、铰接套（2）、支撑板（3）、压

板（4）、立板（5）、惯性轮（6）、瓦盖（7）、曲轴（8）、从动轮（9）、传动皮带（10）、主动轮（11）、驱

动电机（12）、电机座（13）、连杆（14）、铰接轴（15）、扭转弹簧（16）、连接轴（17）、主轴（18）、键

槽（19）、连杆轴颈（20）和平衡板（21）组成，两个立板（5）分别垂直置于底座（1）的两端中部，

所述立板（5）的顶部为圆形套，曲轴（8）的两端分别和两个立板（5）顶部的圆形套可转动套

接，所述曲轴（8）一端的主轴（18）上开有键槽（19），从动轮（9）套置于曲轴（8）一端的主轴

（18）上，所述从动轮（9）内圈置有键，且对应置于键槽（19）内，所述从动轮（9）的外圈等距开

有多个环形槽，电机座（13）置于底座（1）一端上，且位于从动轮（9）的正下方，所述电机座

（13）上置有弧形凹面，驱动电机（12）固定置于电机座（13）的弧形凹面上，所述驱动电机

（12）的电机轴上套置有主动轮（11），所述主动轮（11）外圈开有多个环形槽，且和从动轮（9）

外圈的多个环形槽一一对应，多个传动皮带（10）套置于主动轮（11）和从动轮（9）上，且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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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带（10）的两端分别位于主动轮（11）外圈和从动轮（9）外圈相对应的环形槽内，所述环形

槽的深度大于传动皮带（10）的厚度，所述主动轮（11）直径大于从动轮（9）直径，惯性轮（6）

置于曲轴（8）另一端的主轴（18）上，两列支撑板（3）分别置于底座（1）的两侧边上，且同侧的

支撑板（3）两两为一组，两列支撑板（3）分别位于曲轴（8）的两侧，所述支撑板（3）和底座（1）

相互垂直，一组内的两个支撑板（3）之间置有铰接轴（15），且铰接轴（15）的两端分别和两个

支撑板（3）的顶端相连接，所述铰接轴（15）上套置有可转动的铰接套（2），所述铰接轴（15）

上套置有扭转弹簧（16），且扭转弹簧（16）一端和铰接轴（15）相连接，另一端和铰接套（2）相

连接，所述铰接套（2）的外侧壁上连接有两个相互平行的压板（4），所述压板（4）的一端向曲

轴（8）方向延伸，所述压板（4）的一端为连接套，所述连接套可转动的套置于连接轴（17）上，

且同个铰接套（2）上的两个压板（4）的连接套套置于同一个连接轴（17）的两端，连杆（14）一

端可转动的套置于连接轴（17）上，且位于两个连接套之间，所述连杆（14）位于曲轴（8）上相

邻的两个平衡板（21）之间，所述连杆（14）的另一端上置有瓦盖（7），且盖置于曲轴（8）的连

杆轴颈（20）底部，所述曲轴（8）两侧的连杆（14）间隔分布在曲轴（8）上相邻的两个平衡板

（21）之间，所述连杆轴颈（20）的顶部盖置有瓦盖（7），且通过销钉和连杆轴颈（20）底部的瓦

盖（7）相连接，所述瓦盖（7）为半圆形板状结构，所述瓦盖（7）的内侧弧形凹面上置有防滑

垫，且和连杆轴颈（20）相贴合，所述底座（1）上正对压板（4）的位置开有放置槽，所述放置槽

口部置有一圈限位条，所述放置槽槽深大于底座（1）厚度的二分之一。

[0016] 使用时，当对脚踏开关进行触压寿命检测时，首先将脚踏开关放置在底座（1）上，

且位于压板（4）的下方，底座（1）上可以一同放置两组脚踏开关，驱动电机（12）工作，带动主

动轮（11）旋转，主动轮（11）通过传动皮带（10）带动从动轮（9）旋转，从动轮（9）通过键带动

曲轴（8）旋转，曲轴（8）在旋转过程中带动连杆（14）往复进行上下移动，且曲轴（8）两侧的连

杆（14）在同一时间移动方向保持相反，当连杆（14）在曲轴（8）上连杆轴颈（20）带动下向下

移动时，连杆（14）通过连接轴（17）向下推动压板（4），压板（4）带有连接套的一端向下偏转，

进而压板（4）对下方的触压开关进行下压触动，当连杆（14）在曲轴（8）上连杆轴颈（20）带动

下向上移动时，连杆（14）通过连接轴（17）向上拉动压板（4），压板（4）带有连接套的一端向

上偏转，扭转弹簧（16）辅助推动压板（4）向上偏转恢复，压板（4）脱离触压开关，进而通过压

板（4）往复的上下偏转对触压开关进行触压寿命检测，且能够同时对两组触压开关进行触

压寿命检测，所述惯性轮（6）在曲轴（8）旋转过程中，通过自身重力辅助驱动曲轴（8），进而

一定程度降低驱动电机（12）所需驱动力。

[0017] 所述立板（5）的顶部为圆形套的设计，以便对曲轴（8）进行连接安装；

所述从动轮（9）内圈置有键，且对应置于键槽（19）内的设计，对从动轮（9）和曲轴（8）一

端主轴（18）之间进防转，以使从动轮（9）转动时能够更好的带动曲轴（8）旋转；

所述电机座（13）上置有弧形凹面的设计，能够和驱动电机（12）外壳的面贴合连接，连

接面积较大，连接稳定性较好；

所述环形槽的深度大于传动皮带（10）的厚度的设计，能够对传动皮带（10）形成限位，

避免其从环形槽内脱离；

所述瓦盖（7）为半圆形板状结构的设计，两个瓦盖（7）配合安装在连杆轴颈（20）上，能

够进行拆卸安装；

所述瓦盖（7）的内侧弧形凹面上置有防滑垫，且和连杆轴颈（20）相贴合的设计，加大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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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7）和连杆轴颈（20）间摩擦力，进而使之间连接更加紧密，减少晃动，更加稳定；

所述底座（1）上正对压板（4）的位置开有放置槽的设计，能够将触压开关放置在内，避

免其受压板（4）下压时出现晃动偏移；

所述放置槽口部置有一圈限位条的设计，对触压开关进行进一步的限位，提高对触压

开关的限位效果；

所述放置槽槽深大于底座（1）厚度的二分之一的设计，使放置槽足够深，保证对触压开

关的限位防偏移效果；

所述曲轴（8）通过连杆（14）配合两组压板（4），能够同时对两组触压开关进行触压检

测。

[0018] 曲轴（8）旋转，带动两侧的压板（4）上下运动的设计，能够通过压板（4）的不断上下

偏转同时对两组触压开关进行触压寿命检测，提高检测效率；

达到能够同时对两组开关进行触压寿命检测的目的。

[0019]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实施的范围。任何本领

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发明范围内，当可作些许的改进，即凡是依照本发明

所做的同等改进，应为本发明的范围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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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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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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