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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自动型深沟球轴承磨损寿
命试验机，
包括机架、
轴向气动加载装置、
驱动系
统、
电 机座、锁紧螺栓、支脚、
电 机、油液润滑系
统、加热装置、工控机、
电 荷放大器、传感器、音
箱、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本发明转速和载荷可
调，
可特别适用于微型和小型深沟球轴承的振动
测量以及磨损寿命测试。
可测量轴承振动参数多
（低频、
中频、
高频和通频的有效值、
峰值、
峰值因
子和脉冲数等），
可设定振动阀值，
当测得的振动
值超过设定的振动阀值时，
认为轴承达到了磨损
寿命，
磨损寿命试验机会自动关机，
确保了安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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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自动型深沟球轴承磨损寿命试验机，
其特征在于，
包括机架（1）、
电机座（2）、轴
向加载装置（3）、工控机（4）、
电荷放大器和音箱（5）、加速度传感器锁紧机构（6）、套筒及传
振杆（7）、油液润滑进口（8）、驱动系统（9）、
电器安装板（10）、工作台（11）、
电机（12）、油箱
（13）、
支脚（14），
其中，
所述轴向加载装置（3）在工作台（11）的上侧和最右侧，
与主轴（16）对
准放置；
所述电机座（2）在工作台（11）的下侧；
所述工控机（4）、
电荷放大器和音箱（5）放置
在工作台（11）的上部托板上；
工控机（4）、
电荷放大器和音箱（5）之间通过信号线连接；
所述
加速度传感器锁紧机构（6）设置在驱动系统（9）的垂直上方，用以固定试验所用的传感器；
所述套筒及传振杆（7）通过加速度传感器锁紧机构（6）固定在芯轴（15）的垂直上方；
所述电
机（12）固定在电机座（2）的上方，
采用直流调速对其转速进行控制；
油液润滑进口（8）设置
在驱动系统（9）的右侧，
用于对驱动系统（9）的润滑；
所述驱动系统（9）安置在工作平台（11）
上；
所述电器安装板（10）放置工作台（11）的下方；
所述油箱（13）安置在试验机的下方，
通过
油泵将润滑油液输送到油液润滑进口（8）；
所述支脚（14）通过螺纹连接安装在机架（1）的底
部；
所述轴向加载装置（3）主要包括空气过滤器（28）、减压阀（29）、换向阀（30）、轴向加载
装置固定支座（31）、加载头（32）、
可调节支座（33）、
负载杆（34）、
气缸（35）和测量挂钩（36）；
所述换向阀（30）的进口P与减压阀（29）的出口管路相连，
减压阀（29）的进口与空气过滤器
（28）的出口管路相连；
所述空气过滤器（28）的进口与进气管相连；
所述气缸（35）的前后部
分别与换向阀（30）的出口A和出口B相连；
所述测量挂钩（36）通过螺纹联接固定在气缸（35）
活塞杆的右端，
便于准确测量轴向载荷的大小；
所述气缸（35）通过固定支座固定在工作台
（11）上，
通过气缸中的活塞杆与负载杆（34）相连，
负载杆（34）通过可调节支座（33）做轴向
移动，
并将轴向力通过加载头（32）施加在轴承外圈上；
所述轴向加载装置固定支座（31）通
过螺纹联接固定在工作台（11）上；
所述可调节支座（33）通过螺纹联接固定在轴向加载装置
固定支座（31）上，
其通过调节固定位置来调节加载头（32）的行程，
以满足滚动轴承磨损寿
命试验的需求。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自动型深沟球轴承磨损寿命试验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驱动
系统（9）包括芯轴（15）、主轴（16）、右端盖和推力轴承（17）、右三油叶轴承（18）、
基座（19）、
左三油叶轴承（20）、左端盖和推力轴承（21）、
带轮（22）、油槽（23）；
所述芯轴（15）通过压力
将其压紧在主轴（16）的锥形孔中；
所述主轴（16）通过左、右端盖和推力轴承（21、
17）和左、
右三油叶轴承（20、
18）的支撑在基座（19）上进行旋转，
所述左、右端盖和推力轴承（21、
17）
通过螺栓与基座（19）进行联接；
所述左、右三油叶轴承（20、
18）通过定位销进行轴向定位，
并支撑主轴（16）做旋转运动；
所述带轮（22）通过螺钉固定在主轴（16）的左端，
通过带传动
驱动主轴（16）转动，
所述油槽（23）设计在基座内部，
用于对整个主轴（16）进行润滑。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自动型深沟球轴承磨损寿命试验机，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加
热装置，
所述加热装置主要包括加热箱（24）、
深沟球轴承（25）、加热器硬件装置（26）和温度
设置装置（27）；
所述加热箱（24）通过圆孔与深沟球轴承（25）进行装配，
并对深沟球轴承
（25）进行加热；
所述加热器硬件装置（26）根据温度设置装置（27）所设定的温度值对加热箱
（24）加热，
整个加热装置水平放置在工作台（1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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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型深沟球轴承磨损寿命试验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自动型深沟球轴承磨损寿命试验机，
属于机械设计与制造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深沟球轴承是工业中应用极为广泛的一种轴承产品，
它由外圈、
内圈、
滚动体和保
持架组成，
有很好的起动性能和承载能力；
广泛引用于汽车、
电机、工程机械等领域。低振
动、超静音轴承已经逐渐成为市场的潮流，
在空调、冰箱、洗衣机等设备中使用的深沟球轴
承应长期保持低振动、低噪声，
以避免给工作环境中的工作人员造成不适。如何测量轴承保
持低振动、低噪声的时间已经成为轴承行业的一个重要课题。
由于在这些场合中所使用的
轴承承受的载荷一般较小，
一般不会发生疲劳破坏，
因此，
其保持低振动、低噪声的时间即
为磨损寿命。然而，
目前国内外尚未有完备的集测量振动和研究磨损寿命于一体的试验机。
目前，
测量轴承保持低振动、低噪声时间的方法通常是，
将深沟球轴承放在高温高速试验箱
中，
在高温和一定的轴向载荷作用下进行运转；
运转一段时间后取出轴承，
在振动测量仪上
进行振动测量并记录数据。这种方法的缺点是，
需要人工干预，
效率低、测量参数少、测量间
隔不均匀、
并且测量结果不够准确。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性能稳定、轴向加载、
使用方
便的自动型深沟球轴承磨损寿命试验机。本发明集加载试验和振动测量于一体，
测量参数
齐全，
记录数据间隔均匀，
测量结果准确，
当达到设定的磨损状况时可以自动关机。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自动型深沟球轴承磨损寿命试验机，
包括机架、
电机座、轴向加载装置、工控
机、
电荷放大器和音箱、加速度传感器锁紧机构、套筒及传振杆、油液润滑进口、
驱动系统、
电器安装板、
工作台、
电机、油箱、
支脚，
其中，
所述轴向加载装置在工作台的上侧和最右侧，
与主轴对准放置；
所述电机座在工作台的下侧；
所述工控机、
电荷放大器和音箱放置在工作
台的上部托板上；
工控机、
电荷放大器和音箱之间通过信号线连接；
所述加速度传感器锁紧
机构设置在驱动系统的垂直上方，用以固定试验所用的传感器；
所述套筒及传振杆通过加
速度传感器锁紧机构固定在芯轴的垂直上方；
所述电机固定在电机座的上方，
采用直流调
速对其转速进行控制；
油液润滑进口设置在驱动系统的右侧，
用于对驱动系统的润滑；
所述
驱动系统安置在工作平台上；
所述电器安装板放置工作台的下方；
所述油箱安置在试验机
的下方，
通过油泵将润滑油液输送到油液润滑进口；
所述支脚通过螺纹连接安装在机架的
底部。
[0006] 所述驱动系统包括芯轴、
主轴、
右端盖和推力轴承、
右三油叶轴承、
基座、左三油叶
轴承、左端盖和推力轴承、
带轮、油槽；
所述芯轴通过压力将其压紧在主轴的锥形孔中；
所述
主轴通过左、右端盖和推力轴承和左、右三油叶轴承的支撑在基座上进行旋转，
所述左、右
端盖和推力轴承通过螺栓与基座进行联接；
所述左、右三油叶轴承通过定位销进行轴向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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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并支撑主轴做旋转运动；
所述带轮通过螺钉固定在主轴的左端，
通过带传动驱动主轴转
动，
所述油槽设计在基座内部，
用于对整个主轴进行润滑。
[0007] 进一步地，
还包括加热装置，
所述加热装置主要包括加热箱、深沟球轴承、加热器
硬件装置和温度设置装置；
所述加热箱通过圆孔与深沟球轴承进行装配，
并对深沟球轴承
进行加热；
所述加热器硬件装置根据温度设置装置所设定的温度值对加热箱加热，
整个加
热装置水平放置在工作台上。
[0008] 所述轴向加载装置主要包括空气过滤器、
减压阀、换向阀、轴向加载装置固定支
座、加载头、
可调节支座、负载杆、气缸和测量挂钩；
所述换向阀的进口P与减压阀的出口管
路相连，
减压阀的进口与空气过滤器的出口管路相连；
所述空气过滤器的进口与进气管相
连；
所述气缸的前后部分别与换向阀的出口A和出口B相连；
所述测量挂钩通过螺纹联接固
定在气缸活塞杆的右端，
便于准确测量轴向载荷的大小；
所述气缸通过固定支座固定在工
作台上，
通过气缸中的活塞杆与负载杆相连，
负载杆通过可调节支座做轴向移动，
并将轴向
力通过加载头施加在轴承外圈上；
所述轴向加载装置固定支座通过螺纹联接固定在工作台
上；
所述可调节支座通过螺纹联接固定在轴向加载装置固定支座上，
其通过调节固定位置
来调节加载头的行程，
以满足滚动轴承磨损寿命试验的需求。
[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0] 本发明转速和载荷可调，
特别适用于微型和小型深沟球轴承的振动测量以及磨损
寿命测试。可测量轴承振动参数多（低频、
中频、
高频和通频的有效值、
峰值、
峰值因子和脉
冲数等）；
可设定振动阀值，
当测得的振动值超过设定的振动阀值时，
认为轴承达到了磨损
寿命，
磨损寿命试验机会自动关机，
确保了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一种自动型深沟球轴承磨损寿命试验机主视图。
[0012] 图2为一种自动型深沟球轴承磨损寿命试验机左视图。
[0013] 图3为驱动系统示意图。
[0014] 图4为加热装置示意图。
[0015] 图5为轴向加载装置示意图。
[0016] 图6为一种自动型深沟球轴承磨损寿命试验机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
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做进一步的说明。
[0018] 参见附图1和附图2，
本实施例的一种自动型深沟球轴承磨损寿命试验机，
包括机
架1、
电机座2、轴向加载装置3、工控机4、
电荷放大器（下）和音箱（上）5、加速度传感器锁紧
机构6、
套筒及传振杆7、油液润滑进口8、
驱动系统9、
所用电器安装板10、
工作台11、
电机12、
油箱13、支脚14，
其中，
所述轴向加载装置3在工作台11的上侧和最右侧，
与主轴16对准放
置；
所述电机座2在工作台11的下侧；
所述工控机4、
电荷放大器和音箱5放置在工作台11的
上部托板上；
工控机4、
电荷放大器和音箱5之间通过信号线连接；
所述加速度传感器锁紧机
构6设置在驱动系统9的垂直上方，
用以固定试验所用的传感器；
所述套筒及传振杆7通过加
速度传感器锁紧机构6固定在芯轴15的垂直上方；
所述电机12固定在电机座2的上方，
采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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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调速对其转速进行控制；
油液润滑进口8设置在驱动系统9的右侧，
用于对驱动系统9的
润滑；
所述驱动系统9安置在工作平台11上；
所述电器安装板10放置工作台11的下方；
所述
油箱13安置在试验机的下方，
通过油泵将润滑油液输送到油液润滑进口8；
所述支脚14通过
螺纹连接安装在机架1的底部。
[0019] 参见附图3，
本实施例的驱动系统9包括芯轴15、主轴16、右端盖和推力轴承17、右
三油叶轴承18、基座19、左三油叶轴承20、左端盖和推力轴承21、
带轮22、油槽23；
所述芯轴
15通过压力将其压紧在主轴16的锥形孔中；
所述主轴16通过左、
右端盖和推力轴承21、
17和
左、
右三油叶轴承20、
18的支撑在基座19上进行旋转，
所述左、
右端盖和推力轴承21、
17通过
螺栓与基座19进行联接；
所述左、右三油叶轴承20、
18通过定位销进行轴向定位，
并支撑主
轴16做旋转运动；
所述带轮22通过螺钉固定在主轴16的左端，
通过带传动驱动主轴16转动，
所述油槽23设计在基座内部，
用于对整个主轴16进行润滑。
[0020] 参见附图4，
还包括加热装置，
所述加热装置主要包括加热箱24、
深沟球轴承25、加
热器硬件装置26和温度设置装置27；
所述加热箱24通过圆孔与深沟球轴承25进行装配，
并
对深沟球轴承25进行加热；
所述加热器硬件装置26根据温度设置装置27所设定的温度值对
加热箱24加热，
整个加热装置水平放置在工作台11上。
[0021] 参见附图5，
本实施例的轴向加载装置3主要包括空气过滤器28、
减压阀29、
换向阀
30、轴向加载装置固定支座31、加载头32、
可调节支座33、负载杆34、气缸35和测量挂钩36；
所述换向阀30的进口P与减压阀29的出口管路相连，
减压阀29的进口与空气过滤器28的出
口管路相连；
所述空气过滤器28的进口与进气管相连；
所述气缸35的前后部分别与换向阀
30的出口A和出口B相连；
所述测量挂钩36通过螺纹联接固定在气缸35活塞杆的右端，
便于
准确测量轴向载荷的大小；
所述气缸35通过固定支座固定在工作台11上，
通过气缸中的活
塞杆与负载杆34相连，
负载杆34通过可调节支座33做轴向移动，
并将轴向力通过加载头32
施加在轴承外圈上；
所述轴向加载装置固定支座31通过螺纹联接固定在工作台11上；
所述
可调节支座33通过螺纹联接固定在轴向加载装置固定支座31上，
其通过调节固定位置来调
节加载头32的行程，
以满足滚动轴承磨损寿命试验的需求。
[0022] 参见附图6，
电荷放大器用于将传感器拾取的电信号放大和进行低通滤波，
经数据
采集卡送入工控机4。
电荷放大器还设有监听电路，
供操作者必要时对测量轴承的声音品质
进行监听。工控机4中安装有为试验开发的程序，
可以计算出低、
中、
高三个频段的振动加速
度有效值、
峰值、
峰值因子和脉冲数并进行显示，
可以设定时间间隔，
定时自动保存测量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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