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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汽车扭力梁后轴疲劳试验

装置，包括两个分别连接扭力梁后轴两端衬套套

管的夹具和与扭力梁后轴其中一个法兰板连接

并受力于外部驱动力的受力臂，各夹具上分别设

置有用于调节两夹具之间空间位置的导向座，而

各导向座上分别连接有外部支撑件。与现有技术

相比，本发明中的汽车扭力梁后轴疲劳测试装置

结构简单，通用性良好，能根据不同的扭力梁后

轴对装置的关键位置点进行空间位置的调整，以

使试验结果更加准确。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6页

CN 105628402 B

2019.03.05

CN
 1
05
62
84
02
 B



1.一种汽车扭力梁后轴疲劳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两个分别连接扭力梁后轴

(10)两端衬套套管(102)的夹具(1)和与扭力梁后轴(10)其中一个法兰板(103)连接并受力

于外部驱动力的受力臂(4)，各夹具(1)上分别设置有用于调节两夹具(1)之间空间位置的

导向座(21)，而各导向座(21)上分别连接有外部支撑件(3)，

各所述夹具(1)包括与导向座(21)连接的底座(15)和相对设置在底座(15)上的第一夹

座(11)及第二夹座(12)，其中第一夹座(11)用于夹持衬套套管(102)，所述第一夹座(11)与

第二夹座(12)之间设置有弹性单元(14)。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扭力梁后轴疲劳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座(11)

呈块状，一端向内凹陷而形成用于安装衬套套管(102)的连接位(111)，该连接位(111)上设

置有用于夹紧衬套套管(102)的夹紧组件，该夹紧组件包括一端与连接位(111)侧壁连接而

另一端供衬套套管(102)套入的固定杆(5)以及穿设在该固定杆(5)上的两压紧片(6)，衬套

套管(102)套于固定杆(5)状态下，各压紧片(6)分别夹持在衬套套管(102)的两侧，且其中

一压紧片(6)的外侧通过一螺母紧固，另一压紧片(6)与连接位(111)侧壁相抵。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汽车扭力梁后轴疲劳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单元(14)

包括至少两块叠设的弹性金属板(141)，所述第一夹座(11)的另一端也向内凹陷而形成第

一安装位(112)，同时所述第二夹座(12)呈L形而使其形成向内凹陷的第二安装位(121)，各

弹性金属板(141)的一端设置于第一安装位(112)中并与第一夹座(11)固定连接，另一端设

置于第二安装位(121)中并与第二夹座(12)固定连接。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扭力梁后轴疲劳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夹具(1)还包

括竖向设置于第一夹座(11)并用于将第一夹座(11)定位于底座(15)的定向约束体(16)，该

定向约束体(16)包括定向约束杆(161)和套管(162)，所述定向约束杆(161)的一端固定于

底座(15)，另一端供第一夹座(11)通过其上的通孔(113)套入并外露于第一夹座(11)且通

过套管(162)将该端部与第一夹座(11)固定，使得第一夹座(11)能相对于定向约束杆(161)

摆动。

5.如权利要求1～4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汽车扭力梁后轴疲劳试验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导向座(21)上设置有用于调整两侧夹座(1)对各衬套套管(102)的夹持点之间的间

距的第一导向组件，还设置有用于周向调整各底座(15)与各导向座(21)之间的相对夹角，

从而适应于被夹持衬套套管(102)的轴线与水平线夹角的第二导向组件。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汽车扭力梁后轴疲劳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导向组件

包括开设在导向座(21)上的第一滑槽(211)和设置在该第一滑槽(211)中并能沿第一滑槽

(211)滑动的第一滑块(22)，该第一滑块(22)与外部支撑件(3)固定连接；

所述第二导向组件包括开设在导向座(21)上的第二滑槽(212)和设置在该第二滑槽

(212)中并能沿第二滑槽(212)滑动的第二滑块(23)，该第二滑块(23)与底座(15)固定连

接。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汽车扭力梁后轴疲劳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滑槽

(211)与第二滑槽(212)的截面均为梯形、T形或Y形中的一种，对应地，所述第一滑块(22)和

第二滑块(23)分别与第一滑槽(211)与第二滑槽(212)相匹配，且第一滑块(22)和第二滑块

(23)的截面也均为梯形、T形或Y形中的一种。

8.如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汽车扭力梁后轴疲劳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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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呈圆盘状，所述第一滑槽(211)呈直条状，为两条并均布于导向座(21)的中心处，各第

一滑槽(211)中均设置有两块第一滑块(22)；

所述第二滑槽(212)呈圆弧状，为两条并均设于导向座(21)的外周处且分别与导向座

(21)的截面同心，各第二滑槽(212)中均设置有一块第二滑块(23)，各第二滑槽(212)的圆

心角均为60°～145°。

9.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汽车扭力梁后轴疲劳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受力臂(4)包

括杆部(41)和法兰板连接的基部(42)，所述杆部(41)上设置有应变式反馈传感元件，所述

外部驱动力为电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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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车扭力梁后轴疲劳试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零部件试验装置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汽车扭力梁后轴疲劳试验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扭力梁式后轴是汽车后悬挂类型的一种，一般包括扭力梁、位于扭力梁两端并与

扭力梁焊接在一起的纵臂，其中扭力梁每一端的纵臂结构由纵臂主体与弹簧托盘、法兰板、

衬套套管以及减震器支架焊接而成。扭力梁后轴通过橡胶衬套、减震螺旋弹簧以及阻尼器

与车身底部连接，同时通过左右法兰板分别连接一个汽车后轮，且扭力梁后轴能将车身载

荷传递到后轮，从而发挥减震缓冲的作用，并通过扭力梁来平衡左右车轮的上下跳动，以减

小车辆的摇晃，保持车辆的平稳。

[0003] 汽车扭力梁后轴疲劳试验是扭力梁后轴安全性和可靠性数据采集的有效途径，现

有的扭力梁后轴疲劳试验通常包括在试验场地的汽车路试试验以及疲劳台架试验，通常路

试试验需要进行大量的前期准备，试验为几个月，耗费较大。此外，现有的疲劳台架试验需

要针对某一特定扭力梁后轴设计专用的试验装置，需要较长的设计时间以及加工成本，并

且当该特定的扭力梁后轴的试验结束后，该试验中使用的试验装置由于通用性差将整体报

废，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并且，现有的后轴疲劳台架试验一般仅适用液压伺服油缸为驱动

装置，液压油缸动作频率一般为1Hz～2Hz，试验时间较长且能耗较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而提供一种通用性良好的汽车扭力

梁后轴疲劳试验装置。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汽车扭力梁后轴疲劳试验装

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两个分别连接扭力梁后轴两端衬套套管的夹具和与扭力梁后轴其中

一个法兰板连接并受力于外部驱动力的受力臂，各夹具上分别设置有用于调节两夹具之间

空间位置的导向座，而各导向座上分别连接有外部支撑件。

[0006] 作为优选，所述夹具包括与导向座连接的底座和相对设置在底座上的第一夹座及

第二夹座，其中第一夹座用于夹持衬套套管，所述第一夹座与第二夹座之间设置有弹性单

元，可见本发明中各侧夹具通过第一夹座夹持衬套套管，通过第二夹座以及第一夹座与第

二夹座之间的弹性单元进一步稳固第一夹座对衬套套管的夹持。

[0007] 为使第一夹座更好地夹持衬套套管，作为优选，所述第一夹座呈块状，一端向内凹

陷而形成用于安装衬套套管的连接位，该连接位上设置有用于夹紧衬套套管的夹紧组件，

该夹紧组件包括一端与连接位侧壁连接而另一端供衬套套管套入的固定杆以及穿设在该

固定杆上的两压紧片，衬套套管套于固定杆状态下，各压紧片分别夹持在衬套套管的两侧，

且其中一压紧片的外侧通过一螺母紧固，另一压紧片与连接位侧壁相抵。

[0008] 进一步，所述弹性单元包括至少两块叠置的弹性金属板，这样可提高装置的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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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装置所受应力，延长装置的使用寿命，所述第一夹座的另一端也向内凹陷而形成第一

安装位，同时所述第二夹座呈L形而使其形成向内凹陷的第二安装位，各弹性金属板的一端

设置于第一安装位中并与第一夹座固定连接，另一端设置于第二安装位中并与第二夹座固

定连接。

[0009] 作为优选，所述夹具还包括竖向设置于第一夹座并用于将第一夹座固定于底座的

定向约束体，该定向约束体包括定向约束杆和套管，所述定向约束杆的一端固定于底座，另

一端供第一夹座通过其上的通孔套入并外露于第一夹座且通过套管将该端部与第一夹座

固定，使得第一夹座能相对于定向约束杆摆动，设置定向约束体可限制第二夹座的沿约束

杆轴线方向的运动，此外，定向约束杆可承受较大的弯曲变形，从而可改善装置整体的柔

性。

[0010] 为使该装置针对不同扭力梁后轴的通用性更好，所述导向座上设置有用于调整两

侧夹座对各衬套套管的夹持点之间的间距的第一导向组件，还设置有用于周向调整各底座

与各导向座之间的相对夹角，从而适应于被夹持衬套套管的轴线与水平线夹角的第二导向

组件。

[0011] 进一步，所述第一导向组件包括开设在导向座上的第一滑槽和设置在该第一滑槽

中并能沿第一滑槽滑动的第一滑块，该第一滑块与外部支撑件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导向组

件包括开设在导向座上的第二滑槽和设置在该第二滑槽中并能沿第二滑槽滑动的第二滑

块，该第二滑块与底座固定连接。

[0012] 再进一步，所述第一滑槽与第二滑槽的截面均为梯形、T形或Y形中的一种，对应

地，所述第一滑块和第二滑块分别与第一滑槽与第二滑槽相匹配，且第一滑块和第二滑块

的截面也均为梯形、T形或Y形中的一种。

[0013] 为方便导向座的设置同时能使导向座更好地实现导向调整功能，所述导向座呈圆

盘状，所述第一滑槽呈直条状，为两条并均布于导向座的中心处，各第一滑槽中均设置有两

块第一滑块；所述第二滑槽呈圆弧状，为两条并均设于两第一滑槽的两侧且分别与导向座

的截面同心，各第二滑槽中均设置有一块第二滑块，该第二滑槽的圆心角为60°～145°。

[0014] 现有的扭力梁疲劳试验装置一般采用液压油缸驱动，但液压油缸加载效率低，本

发明中采用电磁力作为外部驱动力对受力臂加载，可使试验时间降低为现有技术的1/15，

且能耗不到现有技术的1/3，此外，所述受力臂包括杆部和法兰板连接的基部，所述杆部上

设置有应变式反馈传感元件。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本发明中的汽车扭力梁后轴疲劳试验装置

包括夹具、导向座、外部支撑件以及受力臂，其中夹具用于夹持固定扭力梁后轴两端的衬套

套管，导向座用于调节两夹具之间的空间位置，从而使得该装置适用于不同的扭力梁后轴，

试验时，该装置模拟扭力梁后轴实际使用时的受力状况，在受力臂上加载外部驱动力并使

外部驱动力的加载频率设置在待测试结构的第一阶共振频率附近，利用待测试结构的振动

特性进行疲劳试验。

[0016] 该装置结构简单，通用性良好，能根据不同的扭力梁后轴对装置的关键位置点进

行空间位置的调整，以使试验结果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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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汽车扭力梁疲劳试验装置试验状态下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的另一方向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汽车扭力梁疲劳试验装置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图3的局部结构分解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导向座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图5的局部结构分解图；

[0023] 图7为图5沿A-A方向的剖视图；

[0024] 图8为图5沿B-B方向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6] 如图1～8所述，一种汽车扭力梁后轴疲劳试验装置，包括夹具1、导向座21、外部支

撑件3以及受力臂4，其中夹具1、导向座21以及外部支撑件3均为两个。汽车扭力梁后轴10包

括扭力梁101、位于扭力梁101两端并与扭力梁101焊接在一起的纵臂，其中扭力梁101每一

端的纵臂结构由纵臂主体与弹簧托盘、法兰板103、衬套套管102以及减震器支架焊接而成。

上述各夹具1分别用于固定两端的衬套套管102，各导向座21分别与对应的夹具1连接并用

于调节两夹具1之间空间位置，各外部支撑件3分别与各导向座21连接。上述受力臂4为一个

并与其中一侧的法兰板103连接且受力于外部驱动力，本实施例中该外部驱动力为电磁力。

[0027] 各夹具1包括与导向座21连接的底座15和相对设置在底座15上的第一夹座11及第

二夹座12，其中第一夹座11用于夹持衬套套管102，第一夹座11与第二夹座12之间设置有弹

性单元14。本实施例中，第一夹座11呈块状，一端向内凹陷而形成用于安装衬套套管102的

连接位111，该连接位111上设置有用于夹紧衬套套管102的夹紧组件，该夹紧组件包括一端

与连接位111侧壁连接而另一端供衬套套管102套入的固定杆5以及穿设在该固定杆5上的

两压紧片6，当衬套套管102套于固定杆5时，各压紧片6分别夹持在衬套套管102的两侧，且

其中一压紧片6的外侧通过一螺母51紧固，另一压紧片6与连接位111侧壁相抵。第一夹座11

的另一端也向内凹陷而形成第一安装位112，同时上述第二夹座12呈L形而使其形成向内凹

陷的第二安装位121。第二夹座12的一侧设置有支撑座13，该支撑座13呈门型并横向固定于

底座15，该支撑座13的开口与第二夹座12相对且第二夹座12设置于支撑座13中，且支撑座

13的横梁与第二夹座12通过一螺栓7固定。

[0028] 上述弹性单元14由三块弹性金属板141依次叠置而成，弹性金属板141呈矩形，长

度为200mm，宽度为40mm，厚度为2mm，弹性金属板141采用屈服强度大于700MPa的高强钢为

原料制成，由于在相同材料和相同弯曲曲率下，弹性金属板表面的Mises应力与板的厚度近

似成正比，本实施例中三块弹性金属板141叠置与单块弹性金属板相比，所受应力小，使用

寿命延长。三块弹性金属板141重叠后在两端分别包覆金属片144，然后利用固定块143，通

过螺栓7分别固定于第一安装位112和第二安装位121。

[0029] 进一步，夹具1还包括竖向设置于第一夹座11并用于将第一夹座11固定于底座15

的定向约束体16，该定向约束体16包括定向约束杆161和套管162，定向约束杆161的一端固

定于底座15，另一端供第一夹座11通过其上的通孔113套入，第一夹座11套入定向约束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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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后，第一夹座11的底部与底座15之间留有间隙，定向约束杆161的上部部分外露于第一

夹座11，套管162套设在该外露的定向约束杆161上，并且套管162的一端与通孔113上端连

接而另一端通过一对顶螺栓163与定向约束杆161的顶部固定。本实施例中，定向约束杆161

的长度为200mm，截面直径为10mm，通孔113的孔径为30mm，使得第一夹座11能相对于定向约

束杆161摆动。

[0030] 上述导向座21呈圆盘状，其上设置有用于调整两侧夹座1对各衬套套管102的夹持

点之间的距离d(如图1所示)的第一导向组件，还设置有用于周向调整各底座15与各导向座

21之间的相对夹角，从而适应于被夹持衬套套管102的轴线与水平线夹角α(如图1所示)的

第二导向组件。其中第一导向组件包括开设在导向座21上的第一滑槽211和设置在该第一

滑槽211中并能沿第一滑槽211滑动的第一滑块22，该第一滑块22与夹具1外部支撑件3通过

螺栓7固定连接。本实施例中，第一滑槽211为两条，呈直条状并均布于导向座21的中心处，

各第一滑槽211中设置有两块第一滑块22，各第一滑块22上开设有螺栓孔并通过M12螺栓7

与外部支撑件3固定连接。本实施例中第二滑槽212也为两条，呈圆弧状并均设于导向座21

的外周处且与导向座21的截面同心，且各第二滑槽212的圆心角β为120°，各第二滑槽212中

均设置有一块第二滑块23，各第一滑块22上也开设有螺栓孔并通过M12螺栓7与底座15固定

连接。为使上述各滑块较好的安装于各滑槽中，第一滑槽211与第二滑槽212的截面均为梯

形、T形或Y形中的一种，对应地，第一滑块22和第二滑块23分别与第一滑槽211与第二滑槽

212相匹配，且第一滑块22和第二滑块23的截面也均为梯形、T形或Y形中的一种，如本实施

例中第一滑槽211和第二滑槽212的截面呈T形，第一滑块22和第二滑块23的截面均呈T形。

[0031] 上述受力臂4包括杆部41和基部42，杆部41和基部42为一体件，杆部41的截面可为

圆形或锥形，其上设置有应变式反馈传感元件(未示出)，受力臂4通过基部42与法兰板103

连接，本实施例中该基部42为板状。

[0032] 利用本发明中的疲劳试验装置进行汽车扭力梁后轴疲劳试验的过程如下：

[0033] 松开第一滑块22上的螺栓7并使第一滑块22沿第一滑槽211滑动，从而根据待测扭

力梁后轴左右两端衬套套管的间距来调整两侧夹座1对各衬套套管102夹持点之间的间距。

取下外侧的压紧片6将两端的衬套套管102分别套入固定杆5中。松开第二滑块23上的螺栓7

并使第二滑块23沿第二滑槽212滑动，从而根据待测扭力梁后轴各衬套套管的轴线与水平

线间的夹角来调整各底座15与各导向座21之间的相对夹角。然后盖上压紧片6并紧固，接着

拧紧第二滑块23上的螺栓7，最后拧紧各第一滑块22上的螺栓。

[0034] 装置调整完毕后，通过两侧的外部支撑件3固定，然后向受力臂4的杆部41施加周

期性变化的正弦波电磁力，受力臂4将力传递至扭力梁后轴使其振动，装置上的弹性元件14

和定向约束体16随着动作，提供应当的柔性，使得该装置对扭力梁后轴的作用更接近实际

使用状况。电磁力的大小为1400N，加载频率为30Hz，试验中对待测扭力梁后轴进行40万次

的加载，从而测试其抗疲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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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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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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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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