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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汽车悬架系统疲劳试验台，

包括中心部位设有的固定反力支架的试验台平

板，需要作疲劳试验的汽车悬架系统连接在固定

反力支架上；两个结构完全相同的轮胎模拟夹具

总成分别连接在汽车悬架系统的左右两端；两个

结构完全相同的纵向加载总成左右对称地固定

连接在试验台平板的后部，两个结构完全相同的

竖向加载总成左右对称地固定连接在试验台平

板的前部，两个结构完全相同的横向加载总成左

右对称地固定连接在试验台平板的中部；左边和

右边的纵向加载总成、竖向加载总成和横向加载

总成分别与连接在汽车悬架系统的左端和右端

上的轮胎模拟夹具总成连接。本发明能够模拟汽

车悬架系统的受力工况，提高试验的精准性，缩

短试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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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车悬架系统疲劳试验台，包括试验台平板（10），其中心部位设有的固定反力

支架（70），需要作疲劳试验的汽车悬架系统（60）横置并固定连接在所述固定反力支架（70）

上，所述汽车悬架系统（60）包括左制动器（65）和右制动器（66），其特征是：

两个结构完全相同的轮胎模拟夹具总成分别连接在所述汽车悬架系统（60）的左右两

端；

两个结构完全相同的纵向加载总成固定连接在所述试验台平板（10）的后部，并且关于

所述固定反力支架（70）左右对称；

两个结构完全相同的竖向加载总成固定连接在所述试验台平板（10）的前部，并且关于

所述固定反力支架（70）左右对称；

两个结构完全相同的横向加载总成固定连接在所述试验台平板（10）的中部，并且关于

所述固定反力支架（70）左右对称；

左边的所述纵向加载总成、竖向加载总成和横向加载总成分别与连接在所述汽车悬架

系统（60）的左端上的轮胎模拟夹具总成连接；

右边的所述纵向加载总成、竖向加载总成和横向加载总成分别与连接在所述汽车悬架

系统（60）的右端上的轮胎模拟夹具总成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悬架系统疲劳试验台，其特征是：所述轮胎模拟夹具总成

包括包括夹具壳体（50）、通过螺栓与夹具壳体的内圈连接的轮辋适配器（55）、通过螺栓与

轮辋适配器连接的轮毂适配器（56），所述轮毂适配器（56）通过螺栓与所述左制动器（65）或

右制动器（66）；所述夹具壳体（50）的外圈上具有第一连接端（51）、第二连接端（52）、第三连

接端（53）和第四连接端（54）。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汽车悬架系统疲劳试验台，其特征是：所述纵向加载总成

包括固定连接在所述试验台平板（10）上的纵向液压缸底座（20）和纵向支架（21）、底端铰接

在纵向液压缸底座（20）上的纵向液压缸（22）、固定连接在纵向支架上端侧面上的第一调心

轴承座（23）、中部与第一调心轴承座转动配合的纵向转轴（24），所述纵向转轴（24）的下端

与纵向液压缸（22）的顶端转动连接；还包括一纵向连杆（25），所述纵向连杆（25）的一端通

过关节轴承与所述夹具壳体（50）的第三连接端（53）连接，所述纵向连杆（25）的另一端与纵

向转轴（24）的上端连接，并且在两者连接处设有纵向力传感器（25）。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汽车悬架系统疲劳试验台，其特征是：所述竖向加载总成包括

固定连接在所述试验台平板（10）上的竖向液压缸底座（30）和竖向支架（31）、底端铰接在竖

向液压缸底座（30）上的竖向液压缸（32）、固定连接在竖向支架（31）上端的第二调心轴承座

（33）；

还包括一个三角形转动架（34），该三角形转动架具有第一转动端（341）、第二转动端

（342）、第三转动端（343），所述三角形转动架（34）的第一转动端（341）与所述竖向液压缸

（32）的顶端转动连接，所述三角形转动架（34）的第二转动端（342）与所述第二调心轴承座

（33）转动配合；

还包括一个“V”形连杆（35），该“V”形连杆具有下端（353）、第一上端（351）和第二上端

（352）；所述“V”形连杆（35）的下端（353）与所述三角形转动架（34）的第三转动端（343）转动

连接，所述“V”形连杆（35）的第一上端（351）通过关节轴承与所述夹具壳体（50）外圈上的第

一连接端（51）连接，所述“V”形连杆（35）的第二上端（352）通过关节轴承与所述夹具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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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外圈上的第二连接端（52）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汽车悬架系统疲劳试验台，其特征是：所述横向力加载总成包

括固定连接在所述试验台平板（10）上的横向液压缸底座（40）和横向支架（41）、底端铰接在

横向液压缸底座（40）上的横向液压缸（42）、固定连接在横向支架上端侧面上的第三调心轴

承座（43）、中部与第三调心轴承座转动配合的横向转轴（44），所述横向转轴（44）的下端与

横向液压缸（42）的顶端转动连接；还包括一横向连杆（46），所述横向连杆（46）的一端通过

关节轴承与所述夹具壳体（50）的第四连接端（54）连接，所述横向连杆（46）的另一端与横向

转轴（44）的上端连接，并且在两者连接处设有横向力传感器（4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悬架系统疲劳试验台，其特征是：所述试验台平板（10）上

设有多道倒“T”通槽（11），用以配合连接螺栓，便于调节所述纵向液压缸底座（20）和纵向支

架（21）、竖向液压缸底座（30）和竖向支架（31）、横向液压缸底座（40）和横向支架（41）的位

置，以适用于不同的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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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车悬架系统疲劳试验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汽车部件性能试验，具体涉及一种汽车悬架系统疲劳试验台。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悬架系统主要作用是把路面用于车轮上的垂直反力、纵向反力（驱动力和制

动力）和横向反力传递到车身上，以保证汽车的正常行驶。悬架系统作为汽车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可靠性直接关系到整车的安全性。

[0003] 目前，对于汽车悬架系统可靠性的验证主要通过实车道路耐久试验和室内台架耐

久试验完成。实车道路耐久试验是整车所有零部件按装配要求安装完成后，在试验场模拟

用户使用的最恶劣工况进行道路试验，其中包括振动路、卵石路、扭转路及高速路等强化路

面。室内台架耐久试验是将悬架系统按整车的装配要求安装在试验台架上，然后通过试验

台对悬架系统加载，以验证悬架系统的可靠性。

[0004] 实车道路耐久试验与用户的关联度较高，但是试验时间较长，试验成本较高；室内

台架耐久试验等幅加载试验时间较短，试验成本较低。但目前的试验台架只能通过作动器

分别对悬架系统施加竖向力、纵向力和横向力，与悬架系统工作时同时受到竖向力、纵向力

和横向力的工况不同。因此，需要研发一种能在室内试验台架上就能模拟悬架系统受力工

况的试验装置。

[0005] CN  107328587A  公开了“一种悬架系统疲劳试验机”，其包括机台、平行设置在机

台上方的滑架和两组力矩加载机构；所述两组力矩加载机构一端间隔设置在所述滑架上，

另一端竖向相对倾斜后固定于倒置在所述机台上的悬架车桥的两端。其结构简单，仅通过

设置两组竖向相对倾斜设置的力矩加载机构，即实现竖向、横向及倾斜力矩载荷对车悬架

系统承受载荷的模拟试验，能够在带有倾斜力矩载荷的情况下对车悬架系统进行试验，更

加能够真实反应车悬架系统的性能，有利于提高被检测车悬架系统的质量与安全性。毫无

疑问，这是所属技术领域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汽车悬架系统疲劳试验台，其能够模拟汽车悬架系统的

受力工况，提高试验的精准性，缩短汽车悬架系统试验周期，提高试验效率、降低试验成本。

[0007]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汽车悬架系统疲劳试验台，包括试验台平板，其中心部位设有

的固定反力支架，需要作疲劳试验的汽车悬架系统横置并固定连接在所述固定反力支架

上，所述汽车悬架系统包括左制动器和右制动器，其特征是：

两个结构完全相同的轮胎模拟夹具总成分别连接在所述汽车悬架系统的左右两端；

两个结构完全相同的纵向加载总成固定连接在所述试验台平板的后部，并且关于所述

固定反力支架左右对称；

两个结构完全相同的竖向加载总成固定连接在所述试验台平板的前部，并且关于所述

固定反力支架左右对称；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10296853 A

4



两个结构完全相同的横向加载总成固定连接在所述试验台平板的中部，并且关于所述

固定反力支架左右对称；

左边的所述纵向加载总成、竖向加载总成和横向加载总成分别与连接在所述汽车悬架

系统的左端上的轮胎模拟夹具总成连接；

右边的所述纵向加载总成、竖向加载总成和横向加载总成分别与连接在所述汽车悬架

系统的右端上的轮胎模拟夹具总成连接。

[0008] 进一步，所述轮胎模拟夹具总成包括包括夹具壳体、通过螺栓与夹具壳体的内圈

连接的轮辋适配器、通过螺栓与轮辋适配器连接的轮毂适配器，所述轮毂适配器通过螺栓

与所述左制动器或右制动器；所述夹具壳体的外圈上具有第一连接端、第二连接端、第三连

接端和第四连接端。

[0009] 进一步，所述纵向加载总成包括固定连接在所述试验台平板上的纵向液压缸底座

和纵向支架、底端铰接在纵向液压缸底座上的纵向液压缸、固定连接在纵向支架上端侧面

上的第一调心轴承座、中部与第一调心轴承座转动配合的纵向转轴，所述纵向转轴的下端

与纵向液压缸的顶端转动连接；还包括一纵向连杆，所述纵向连杆的一端通过关节轴承与

所述夹具壳体的第三连接端连接，所述纵向连杆的另一端与纵向转轴的上端连接，并且在

两者连接处设有纵向力传感器。

[0010] 进一步，所述竖向加载总成包括固定连接在所述试验台平板上的竖向液压缸底座

和竖向支架、底端铰接在竖向液压缸底座上的竖向液压缸、固定连接在竖向支架上端的第

二调心轴承座；

还包括一个三角形转动架，该三角形转动架具有第一转动端、第二转动端、第三转动

端，所述三角形转动架的第一转动端与所述竖向液压缸的顶端转动连接，所述三角形转动

架的第二转动端与所述第二调心轴承座转动配合；

还包括一个“V”形连杆，该“V”形连杆具有下端、第一上端和第二上端；所述“V”形连杆

的下端与所述三角形转动架的第三转动端转动连接，所述“V”形连杆的第一上端通过关节

轴承与所述夹具壳体外圈上的第一连接端连接，所述“V”形连杆的第二上端通过关节轴承

与所述夹具壳体外圈上的第二连接端连接。

[0011] 进一步，所述横向力加载总成包括固定连接在所述试验台平板上的横向液压缸底

座和横向支架、底端铰接在横向液压缸底座上的横向液压缸、固定连接在横向支架上端侧

面上的第三调心轴承座、中部与第三调心轴承座转动配合的横向转轴，所述横向转轴的下

端与横向液压缸的顶端转动连接；还包括一横向连杆，所述横向连杆的一端通过关节轴承

与所述夹具壳体的第四连接端连接，所述横向连杆的另一端与横向转轴的上端连接，并且

在两者连接处设有横向力传感器。

[0012] 进一步，所述试验台平板上设有多道倒“T”通槽，用以配合连接螺栓，便于调节所

述纵向液压缸底座和纵向支架、竖向液压缸底座和竖向支架、横向液压缸底座和横向支架

的位置，以适用于不同的车型。

[0013] 本发明由于采用纵向、横向、竖向加载力作用在连接在汽车悬架系统上的制动器

的轮胎模拟夹具总成上，使得汽车悬架系统在实验过程中，能够通过各方向的加载力模拟

不同的路况的下的受力；由于采用左右两个对称的加载力总成和模拟轮夹具胎总成，使得

汽车悬架系统能按照整车的装配要求安装在试验平板台上，模拟汽车悬架系统在工作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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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受到的竖向力、纵向力和横向力的工况，高度还原汽车行驶时汽车悬架的受力工况，这

样使得汽车悬架系统实验的误差小、可靠性强，同时也缩短时间、节约成本。具有安装方便、

通用性好、占地面积小、性能可靠及实用性强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汽车悬架系统安装在本发明上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结构结构示意图；

图3是图2的A向视图；

图4是竖向力加载总成的局部示意图；

图5是轮胎模拟夹具与横向力加载总成配合连接的局部示意图。

[0015] 图中：10—试验台平板，11—倒“T”通槽；

20—纵向液压缸底座，21—纵向支架，22—纵向液压缸，23—纵向转轴，24—第一调心

轴承座，25—纵向力传感器，26—纵向连杆；

30—竖向液压缸底座，31—竖向支架，32—竖向液压缸，33—第二调心轴承座；34—三

角形转动架，341—第一转动端，342第二转动端，343—第三转动端；35—“V”形连杆，351—

第一上端，352—第二上端，353—下端；

40—横向液压缸底座，41—横向支架，42—横向液压缸，43—第三调心轴承座，44—横

向转轴，45—横向力传感器，46—横向连杆；

50—夹具壳体，51—第一连接端，52—第二连接端，53—第三连接端，54—第四连接端，

55—轮辋适配器，56—轮毂适配器；

60—汽车悬架系统，65—左制动器，66—右制动器；

70—固定反力支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的描述:

参考图1至图5所示的一种汽车悬架系统疲劳试验台，包括试验台平板10，其中心部位

设有的固定反力支架70；需要作疲劳试验的汽车悬架系统60横置并固定连接在所述固定反

力支架70上，所述汽车悬架系统60包括左制动器65和右制动器66；其特征是：

两个结构完全相同的轮胎模拟夹具总成分别连接在所述汽车悬架系统60的左右两端；

两个结构完全相同的纵向加载总成固定连接在所述试验台平板10的后部，并且关于所

述固定反力支架70左右对称；

两个结构完全相同的竖向加载总成固定连接在所述试验台平板10的前部，并且关于所

述固定反力支架70左右对称；

两个结构完全相同的横向加载总成固定连接在所述试验台平板10的中部，并且关于所

述固定反力支架70左右对称；

左边的所述纵向加载总成、竖向加载总成和横向加载总成分别与连接在所述汽车悬架

系统60的左端上的轮胎模拟夹具总成连接；

右边的所述纵向加载总成、竖向加载总成和横向加载总成分别与连接在所述汽车悬架

系统60的右端上的轮胎模拟夹具总成连接。各加载力总成作用在轮胎模拟夹具总成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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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轮胎模拟总成的受力方向更加灵活多变，可完美的模拟出车辆行驶中车辆悬架系统的受

力情况，提高实验的可靠性。

[0017] 所述轮胎模拟夹具总成包括包括夹具壳体50、通过螺栓与夹具壳体的内圈连接的

轮辋适配器55、通过螺栓与轮辋适配器连接的轮毂适配器56，所述轮毂适配器56通过螺栓

与所述左制动器65或右制动器66；所述夹具壳体50的外圈上具有第一连接端51、第二连接

端52、第三连接端53和第四连接端54。

[0018] 所述纵向加载总成包括固定连接在所述试验台平板10上的纵向液压缸底座20和

纵向支架21、底端铰接在纵向液压缸底座20上的纵向液压缸22、固定连接在纵向支架上端

侧面上的第一调心轴承座23、中部与第一调心轴承座转动配合的纵向转轴24，所述纵向转

轴24的下端与纵向液压缸22的顶端转动连接；还包括一纵向连杆25，所述纵向连杆25的一

端通过关节轴承与所述夹具壳体50的第三连接端53连接，所述纵向连杆25的另一端与纵向

转轴24的上端连接，并且在两者连接处设有纵向力传感器25。

[0019] 所述竖向加载总成包括固定连接在所述试验台平板10上的竖向液压缸底座30和

竖向支架31、底端铰接在竖向液压缸底座30上的竖向液压缸32、固定连接在竖向支架31上

端的第二调心轴承座33；

还包括一个三角形转动架34，该三角形转动架具有第一转动端341、第二转动端342、第

三转动端343，所述三角形转动架34的第一转动端341与所述竖向液压缸32的顶端转动连

接，所述三角形转动架34的第二转动端342与所述第二调心轴承座33转动配合；

还包括一个“V”形连杆（35），该“V”形连杆具有下端353、第一上端351和第二上端352；

所述“V”形连杆35的下端353与所述三角形转动架34的第三转动端343转动连接，所述“V”形

连杆35的第一上端351通过关节轴承与所述夹具壳体50外圈上的第一连接端51连接，所述

“V”形连杆35的第二上端352通过关节轴承与所述夹具壳体50外圈上的第二连接端52连接。

[0020] 所述横向力加载总成包括固定连接在所述试验台平板10上的横向液压缸底座40

和横向支架41、底端铰接在横向液压缸底座40上的横向液压缸42、固定连接在横向支架上

端侧面上的第三调心轴承座43、中部与第三调心轴承座转动配合的横向转轴44，所述横向

转轴44的下端与横向液压缸42的顶端转动连接；还包括一横向连杆46，所述横向连杆46的

一端通过关节轴承与所述夹具壳体50的第四连接端54连接，所述横向连杆46的另一端与横

向转轴44的上端连接，并且在两者连接处设有横向力传感器45。

[0021] 所述试验台平板10上设有多道倒“T”通槽11，用以配合连接螺栓，便于调节所述纵

向液压缸底座20和纵向支架21、竖向液压缸底座30和竖向支架31、横向液压缸底座40和横

向支架41的位置，以适用于不同的车型。

[0022] 还包括控制器（图中未画出），所述纵向力传感器25、和横向力传感器45分别与控

制器电连接，所述纵向液压缸22、竖向液压缸32和横向液压缸42受所述控制器控制。

[0023] 做疲劳试验时，汽车悬架系统60按整车装配要求安装在固定反力支架70上，左边

的轮胎模拟夹具总成的轮毂适配器与汽车悬架系统60的左制动器65通过轮胎螺母连接，同

理，右边的轮胎模拟夹具总成的轮毂适配器与汽车悬架系统60的右制动器66通过轮胎螺母

连接。试验台架安装完成后，纵向液压缸向汽车悬架系统施加纵向载荷，横向液压缸向汽车

悬架系统施加横向载荷，竖向液压缸向汽车悬架系统施加竖向载荷。左边的纵向液压缸、右

边的纵向液压缸、左边的横向液压缸、右边的横向液压缸、左边的竖向液压缸以及右边的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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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液压缸，共六个液压缸能够同时对汽车悬架系统的三个方向进行加载，也能够根据实际

车辆的受载进行随机路谱的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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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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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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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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