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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刚性与支承布局的轴系试验台

(57)摘要

可变刚性与支承布局的轴系试验台，用于实

现对不同外径、连续变支承跨距转轴的高速旋转

试验。在下机座的上部固定有上机座，在上机座

的上部固定安装有电主轴，在电主轴的输出端固

定有联轴器；在下机座的上部还设有若干位于同

一直线上的支承单元，试验时将待试验转轴的一

端与联轴器固定连接，支承单元用于对旋转的转

轴进行支承，在上机座的上部安装有用于测量电

主轴转速的测速头，在支承单元上设有测量转轴

受力点所受压力的压力传感器以及测量转轴振

动值的振动传感器，测速头、压力传感器和振动

传感器均通过电缆与电气箱内的处理器连接。该

试验台，通过检测转轴的转速和振动值对高速旋

转的转轴进行试验，并可以对不同外径的转轴进

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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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变刚性与支承布局的轴系试验台，其特征是，它包括电气箱、下机座、上机座、电主

轴、联轴器、测速头、支承单元、压力传感器和振动传感器，在下机座的上部固定有上机座，

在上机座的上部固定安装有电主轴，在电主轴的输出端固定有联轴器；在下机座的上部还

设有若干位于同一直线上的支承单元，试验时将待试验转轴的一端与联轴器固定连接，支

承单元用于对旋转的转轴进行支承，在上机座的上部安装有用于测量电主轴转速的测速

头，在支承单元上设有测量转轴受力点所受压力的压力传感器以及测量转轴振动值的振动

传感器，测速头、压力传感器和振动传感器均通过电缆与电气箱内的处理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变刚性与支承布局的轴系试验台，其特征是，支承单元包括

上下设置的上支架和下支架，在下支架上设有一对下支承轮，在上支架上设有上支承轮，上

支承轮与上支架之间相对转动的同时沿直线方向相对移动，上、下支承轮分别位于正三角

形的三个顶点上，转轴置于上、下支承轮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变刚性与支承布局的轴系试验台，其特征是，在下支架的上

部设有第一延伸部和第二延伸部，在第一、第二延伸部上活动设置有调节板，下支承轮转动

安装在调节板上，在调节板与下支架之间设有调节螺栓，通过调节螺栓调整调节板在下支

架上的相对位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变刚性与支承布局的轴系试验台，其特征是，调节板为U形

板，第一、第二延伸部置于调节板的缺口中，在调节板上固定有小轴，下支承轮转动安装在

小轴上。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变刚性与支承布局的轴系试验台，其特征是，上支架的下部

包括第一安装部和第二安装部，其中第一安装部与第一延伸部之间铰接，第二安装部与第

二延伸部之间通过锁止螺钉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可变刚性与支承布局的轴系试验台，其特征是，在上支架的中

部滑动安装有导向柱，在导向柱的下部固定有动轴，在动轴上转动安装上支承轮；在导向柱

的顶部固定有碟簧板，在上支架的顶部固定有外壳，在外壳顶部螺纹安装有螺杆，在螺杆的

底部与碟簧板之间设有压力传感器，在外壳顶部设有振动传感器。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变刚性与支承布局的轴系试验台，其特征是，两调节板呈八

字形结构且两者之间的夹角为12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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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刚性与支承布局的轴系试验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轴系试验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可变刚性与支承布局的轴系试验

台。

背景技术

[0002] 高速轴系的极限转速模拟目前多通过有限元分析进行，但是设计的边界条件不能

全面、灵活的展示轴系实际工况，在实际应用中偏差较大。直接制作实物进行试验时，由于

投资费用和固定结构尺寸的限制，不能求出轴系最佳的支承结构尺寸。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可变刚性与支承布局的轴系试验台，用于实现对不同

外径、连续变支承跨距转轴的高速旋转试验。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可变刚性与支承布局的轴系试

验台，其特征是，它包括电气箱、下机座、上机座、电主轴、联轴器、测速头、支承单元、压力传

感器和振动传感器，在下机座的上部固定有上机座，在上机座的上部固定安装有电主轴，在

电主轴的输出端固定有联轴器；在下机座的上部还设有若干位于同一直线上的支承单元，

试验时将待试验转轴的一端与联轴器固定连接，支承单元用于对旋转的转轴进行支承，在

上机座的上部安装有用于测量电主轴转速的测速头，在支承单元上设有测量转轴受力点所

受压力的压力传感器以及测量转轴振动值的振动传感器，测速头、压力传感器和振动传感

器均通过电缆与电气箱内的处理器连接。

[0005] 进一步地，支承单元包括上下设置的上支架和下支架，在下支架上设有一对下支

承轮，在上支架上设有上支承轮，上支承轮与上支架之间相对转动的同时沿直线方向相对

移动，上、下支承轮分别位于正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上，转轴置于上、下支承轮之间。

[0006] 进一步地，在下支架的上部设有第一延伸部和第二延伸部，在第一、第二延伸部上

活动设置有调节板，下支承轮转动安装在调节板上，在调节板与下支架之间设有调节螺栓，

通过调节螺栓调整调节板在下支架上的相对位置。

[0007] 进一步地，调节板为U形板，第一、第二延伸部置于调节板的缺口中，在调节板上固

定有小轴，下支承轮转动安装在小轴上。

[0008] 进一步地，上支架的下部包括第一安装部和第二安装部，其中第一安装部与第一

延伸部之间铰接，第二安装部与第二延伸部之间通过锁止螺钉连接。

[0009] 进一步地，在上支架的中部滑动安装有导向柱，在导向柱的下部固定有动轴，在动

轴上转动安装上支承轮；在导向柱的顶部固定有碟簧板，在上支架的顶部固定有外壳，在外

壳顶部螺纹安装有螺杆，在螺杆的底部与碟簧板之间设有压力传感器，在外壳顶部设有振

动传感器。

[0010] 进一步地，两调节板呈八字形结构且两者之间的夹角为120度。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可变刚性与支承布局的轴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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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通过检测转轴的转速和振动值对高速旋转的转轴进行试验，并可以对不同外径的转轴

进行试验。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正面示意图；

[0013] 图2为支承单元的示意图；

[0014] 图3为图2中的A-A剖视图；

[0015] 图中：1电气箱，11电脑，12电缆，13测速头，2下机座，21上机座，22电主轴，23联轴

器，3支承单元，31下支架，311螺纹孔，312第一延伸部，313第二延伸部，314支耳，32上支架，

321第一安装部，322第二安装部，323锁止螺钉，33调节板，331缺口，332长槽，34固定螺钉，

35导向螺栓，36下支承轮，37销轴，38外壳，39调节螺栓，4转轴，5动轴，51上支承轮，52导向

柱，53碟簧板，54压力传感器，55碟簧，56螺杆，57固定螺母，58振动传感器，6小轴，61安装螺

母，62轴承，63隔圈，64端盖。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如图1至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主要包括电气箱1、下机座2、上机座21、电主轴22、联

轴器23、测速头13、支承单元3、压力传感器54和振动传感器58，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

进行详细描述。

[0017] 如图1所示，电气箱1与电脑11电气连接，电脑可直接放在电气箱顶部。电气箱和下

机座2均放置在地面上，在下机座的左端固定有上机座21，在上机座的上部固定安装有电主

轴22，在电主轴的主轴末端设有联轴器23，联轴器的设置可以方便将待测试转轴4与电主轴

连接在一起。在上机座左端设有对电主轴进行转速测量的测速头13，测速头通过电缆12与

电气箱内的处理器连接，并将电主轴的转速实时显示在电脑上。

[0018] 在下机座的上部设有多个自左向右依次设置的支承单元3，支承单元用于实现对

高速旋转中的转轴的支承。支承单元3的数目可以为2个，也可以为3个，甚至更多。支承单元

可以固定在下机座的上部，也可以沿左右方向滑动设置在下机座的上部，此时需要在下机

座与支承单元之间设置锁止结构；当需要再次调节支承单元在下机座上的位置时，松开锁

止结构即可。具体如下：如图2所示，支承单元包括下支架31、设置在下支架上方的上支架

32、活动设置在下支架上的两块调节板33、转动安装在调节板上的下支承轮36、活动设置在

上支架中部的导向柱52、固定在导向柱底部的动轴5、转动安装在动轴下部的上支承轮51。

试验时，将待测转轴置于上支承轮和两个下支承轮之间。在下支架31的下部设有螺纹孔

311，通过置于螺纹孔中的螺栓组件实现下支架与下机座的固定连接；下支架位于下机座的

上部，当需要调节下支架在下机座上的位置时，松开下支架与下机座之间的螺栓组件，然后

再次锁紧即可。

[0019] 在下支架的上部设有左右设置的第一延伸部312和第二延伸部313，在第一延伸部

的顶端设有支耳314。在上支架的左端设有第一安装部321，在上支架的右端设有第二安装

部322，第一安装部与第一延伸部之间通过销轴37铰接连接在一起，在第二安装部与第二延

伸部之间设置锁止螺钉323，以实现上支架与下支架的相对固定。在第一延伸部和第二延伸

部上均设有调节板33，调节板与第一延伸部、调节板与第二延伸部之间均滑动连接，两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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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呈八字形结构且两调节板之间的夹角为120度。为实现调节板与下支架之间沿直线方向

的相对移动，为调节板的移动提供导向，在下支架的前侧面固定有导向螺栓35，在调节板上

设有长槽331，导向螺栓的螺杆穿在长槽中。

[0020] 调节板为U形结构，第一延伸部或第二延伸部置于调节板的内侧，这样调节板夹持

住第一延伸部或第二延伸部，为调节下支架与调节板之间的相对位置，在调节板的下端与

下支架之间设有调节螺栓39，调节螺栓与下支架螺纹连接，通过旋转调节螺栓可以改变调

节板与下支架之间的相对位置，进而调节两个下支承轮之间的距离。如图3所示，调节板的

内侧为缺口331，在缺口内设有下支承轮36，在下支承轮的内壁与轴承62外圈固定连接，在

轴承内圈上固定有小轴6，在下支承轮的端面上通过固定螺钉固定安装端盖64，以实现对轴

承的轴向限位。在缺口内还设有隔圈63，隔圈的设置也可实现对轴承内圈的轴向限位。在小

轴的端部设有置于缺口外部的安装螺母61，安装螺母的设置用于实现小轴与调节板之间的

固定连接。

[0021] 在上支架的中部滑动设置有导向柱52，在导向柱的底部固定有动轴5，在动轴的下

部转动安装有上支承轮51，上支承轮、动轴之间的装配方式与下支承轮、调节板之间的装配

方式相同。在导向柱的顶部通过固定螺钉固定有碟簧板53，在上支架的顶部通过固定螺钉

固定有外壳38，外壳为底部敞口的圆柱形中空结构，外壳的顶部设有圆孔，在该圆孔中设有

螺杆56，在外壳的顶部固定安装有固定螺母57，固定螺母与螺杆螺纹连接。在螺杆的底部固

定有压块，压块与压力传感器54固定连接，压力传感器的底部与碟簧55固定连接，碟簧下部

固定在碟簧板上；压力传感器的实质为称重传感器。在外壳的顶部固定有振动传感器58，当

导向柱向上移动时，可以压动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将检测信号传递至电气箱。固定螺母

的设置便于调节螺杆在外壳上的上下位置，进而改变压力传感器的上下位置，进而调节碟

簧的压缩量，以调节施加在转轴上的预压力。压力传感器用于测量转轴承受的压力，振动传

感器用于测量转轴的振动值。

[0022] 使用时，将上支架打开，将转轴放置在下支承轮上，然后将转轴的左端与联轴器固

定连接，将上支架放下，将第二安装部与第二延伸部固定连接，此时转轴被下支承轮、上支

承轮夹持住。当电主轴驱动转轴转动时，转轴的跳动可以带动导向柱的上下移动，进而使得

压力传感器受压。导向柱上移时，还可以引起外壳的振动，此时振动传感器可以检测转轴的

振动。当待试验的转轴外径更大时，可以调整调节板与下支架的相对位置，进而增大下支承

轮与上支承轮之间的距离，以及下支承轮之间的距离。在调整调节板与下支架的相对位置

时，应保证下支承轮与上支承轮始终处于正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上。在进行完一次试验后，可

以通过旋转螺杆56调节施加在转轴上的预压力，然后再次驱使转轴高速旋转，并通过压力

传感器检测高速旋转过程中的转轴所受的压力值以及振动值，实现可变刚性的试验。还可

以改变各支承单元在下机座上的位置，以及各支承单元之间的间距，实现支承变距试验。通

过试验，了解不同外径轴系、不同支承位置的受力情况，进而便于轴承的设计。

[0023] 下面对可变刚性与支承布局的轴系试验方法进行描述：

[0024] (1)、将转轴安装在试验台的上支承轮与下支承轮之间，并通过联轴器将转轴与电

主轴固定连接；

[0025] (2)、启动电主轴带动转轴高速旋转，通过压力传感器检测转轴承受的压力，通过

振动传感器检测转轴的振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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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3)、调节转轴承受的预压力，再次驱动转轴高速旋转，并再次检测转轴承受的压

力以及转轴的振动值；

[0027] (4)、调节转轴的支承单元之间的距离以及支承单元在下机座上的位置，再次驱动

转轴高速旋转，并再次检测转轴承受的压力以及转轴的振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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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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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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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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