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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索驱动并联机构的模态实验

武云飞,汤奥斐,郭晓玲,郑 腾,纪磊磊
(西安理工大学 机械与精密仪器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8)

摘要:基于最小均方误差(LMS)测试分析系统对索驱动并联机构(WDPM)进行模态实验分析。
测量索的振动位移,通过快速傅里叶变换(FFT)获得索的基频,从而标定出索的张力值,进而构建

出平面四索驱动并联机构的有限元模型。基于LMS系统确定该机构的模态测试方案,建立与实

际模型相符的几何模型并进行动态测试。模态测试结果显示,有限元模型分析误差低于10%,因

此,四索 WDPM的有限元模型是合理的,进而为系统的结构优化和振动控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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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testingoffour-wiredrivenparallel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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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ofMechanicalandPrecisionInstrumentEngineering,X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Basedonleastmeansquare(LMS),themodeltestinganalysisofaWireDrivenParallel
Mechanism(WDPM)isconducted,withvibrationdisplacementsofwiresmeasured.Thenatural
frequenciesofwiresarecalculatedbyfastFouriertransform(FFT)toestimatethetensionofeach
wire,withtheFEAmodelofplanefour-wiredrivenparallelmechanismestablished.Themodal
testingmethodisdeterminedbytheLMStestsystem.Accordingtotheactualmodel,thegeo-
metricmodelissetupandthenthedynamictestiscarriedout.Theexperimentalresultsshow
thattheanalysiserrorislessthan10%andthattheFEAmodelofWDPMissubstantiated.The
analysismethodandresearchconclusionslaythefoundationforstructureoptimizationandvibra-
tioncontrolofthesystem.
Keywords:WDPM;modalanalysis;FEA;LMStest

  索驱动并联机构是一类特殊的并联机构,其末

端动平台通过柔索与静平台连接,它由索长的变化

来实现其位置和姿态的改变[1]。索驱动并联机构具

有结构简单、工作空间大、惯性小和运动速度快等优

点[2],目前已经应用于大射电望远镜[3]、风洞实验系

统[4]、运动康复训练器[5]等方面。
索作为一种高效地承受拉力的结构构件,广泛

应用于桥梁、大跨度结构等工程中,索具有以下不同

于刚性构件的特点:索只能承受拉力,没有抗压刚

度;伴随着较小的应变和应力,索会产生很大的位

移[6]。由于索的柔性与弹性,使得索的振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索的拉力大小。在动平台运动过程中,

索易受到外扰发生振动,造成精度下降甚至失稳,因
此,有必要对索的动态特性进行分析和研究。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对索的振动进行了相关研

究。刘志华等[7]通过绳索受力频谱分析实验,得到

了索并联机构的固有频率。杜敬利等[8,9]在分析大

射电望远镜系统时,对索的刚度进行了研究。DI-
AO等[10]分析了索并联机构中索的横向振动和轴

向振动,指出轴向振动远大于横向振动。然而,从实

际应用角度来看,有必要对绳索的拉力进行测量,并
进一步研究索驱动并联机构的振动特性。

目前,索力的测试方法有直接测量法和间接测

量法[10]。直接测量法有压力表测定法、压力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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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法等方法。间接测量法是外力使索产生初始位

移,应用传感器记录索的自由振动,通过索的振频间

接计算出索力,这种方法不会破坏原有的机械结构。
由于索只能承受拉力,不能承受压力,一旦其中

一根出现拉力为零,将破坏整个系统的静态平衡而

导致结构失稳,因此,必须对索驱动并联机构的静态

问题进行研究。本文针对平面四索驱动并联机构,
采用间接测量法测得索的振动,并根据弦线理论获

得索的内张力。在此基础上,建立系统的有限元模

型,并带入索的内张力作为索力初始条件,以此来模

拟实际系统的模态。最后,通过动平台实验模态与

有限元模态结果比较,验证索力测量的正确性以及

有限元模型的合理性。

1 WDPM 的结构及实验设计

1.1 结构模型

图1为平面四索驱动并联机构简图。平面四索

驱动并联机构由动平台和四根柔索组成,索i(i取1~
4)的一端连接电机绕线端Ai,经定滑轮Bi 端连接到

动平台Pi 点,Pi 表示绳索与动平台的连接点,Bi 表

示绳索与固定端的连接点。定义全局坐标系为

OXY,其原点位于正方形B1B2B3B4 的中心;定义局

部坐标系为oxy,其原点位于动平台P1P2P3P4 的中

心;X 轴、Y 轴与x轴、y轴位于同一平面,动平台位

于中心时,全局坐标系OXY与局部坐标系oxy重合。

图1 平面四索驱动并联机构简图

Fig.1 Diagramofplanefour-wiredrivenparallel
mechanism

 

1.2 张力标定及 WDPM 模态实验原理

根据弦的振动测量原理,得到索力与固有频率

的关系为:

F=4qL2f2 (1)
式中,F 为索的拉力(N);q 为索的单位长度质量

(kg/m);L为索的长度(m);f为振动频率(Hz)。
在一根绳索附近作用一个瞬时冲击力,绳索将

会做自由衰减振动。在衰减振动过程中,采集绳索

振动位移数据,通过对时域数据进行FFT变换,即
可获得绳索的固有频率。采用振动法测索力,设备

均可重复使用,仪器安装也很方便,所以振动法测索

力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张力标定所需的仪器主要包

括非接触式激光测距仪和LK-Navigator数据采集

及处理系统,其中,LK-Navigator数据采集及处理

系统可以进行采样设置、显示及保存索的振动位移

数据等。

WDPM模态实验主要是对系统结构施加激励,
通过传感器测量激振力及测点的响应,估计其频响

函数,并识别系统的模态参数。系统的模态实验分

析主要包括LMS数据采集和模态分析两部分。本

实验采用多点激励单点响应的方法,利用装有力传

感器的力锤依次对各点进行瞬时锤击激励,同时单

点测量动平台的加速度信号。
模态实验所需的仪器设备主要有被测系统

(WDPM)、激励设备、LMS数据采集设备及分析软

件等。被测系统由 WDPM 运动部件、运动控制器、
伺服电机等组成。激励设备是根据不同的激励方式

来选择的,对于任何能够引起结构振动的信号都可

以作 为 激 励 信 号。本 实 验 激 励 设 备 采 用 的 是

PCB086C03力锤(带有力传感器),力锤具有测试方

便、实验效率高、对系统动态性能影响小等优点。数

据采集设备包括:PCB333B30单向压电式加速度传

感器、LMSSCM09采集前端。其中加速度传感器

将采集到的信号传递给多通道数据采集前端进行处

理。数据分析系统为 LMSTest.lab模态分析软

件。LMSTest.lab模态分析软件将多通道采集前

端采集到的信号进行模态参数识别,并模拟结构的

模态振型变化趋势。模态实验的测试系统如图2
所示。

图2 模态测试系统简图

Fig.2 Diagramofmodaltesting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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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测试

2.1 索张力的标定

索张力标定的实验方案,如图1所示。由于定

滑轮Bi 两端的索力是相等的,而实验中索AiBi 的

振动比BiPi 容易测量,所以实验中标定的是索

AiBi 的张力值。平面四索驱动并联机构的结构参

数如表1所示。
表1 结构参数

Tab.1 Structualparameters

参数 数值

LB1B2/mm 1120
LB2B3/mm 1120
LP1P2/mm 50
LP2P3/mm 50

索长LAiBi/mm 820
索单位长度质量q/(kg/m) 0.004

测试的具体步骤为:先使4根索张紧,并控制动

平台运动到(5,5)点坐标,夹紧索i的Bi 端,并敲击

接近固定端的索,使其获得一个瞬时冲击力,同时,
采用测头型号为LK-G400的基恩士(KEYENCE)

LK-G激光测距仪跟踪索i的振动,实时记录索

的振

动并做频谱分析,得到索i的振动基频。测试实验

平台如图3所示。

图3 实验平台

Fig.3 Experimentplatform
 

2.2 索系的张力标定实验与分析

实验中,对每根索各进行5组测量,由上述测量

方法测得4根索振动数据的时域信号。由于实际测

量过程中,存在环境对索的影响,为尽量减小外界环

境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对每组测量数据使用Butter-
worth滤波器进行滤波处理,得到的实域信号及频

域信号如图4所示。

图4 索的时域与频域信号

Fig.4 Timedomainandfrequencydomainsignalsofw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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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4所示,提取滤波后索的一阶固有频率,得
到1组4根索的固有频率。由于测试过程中存在一

定的误差,因而本次实验采用相同的测试和数据处

理方法进行5组实验,通过5组实验求平均值来减

小测试过程中的误差。5组实验及其平均值的结果

如表2所示。
表2 单根索固有频率

Tab.2 Naturalfrequencyofsinglewire

索名称
对应固有频率/Hz

1组 2组 3组 4组 5组

平均
值/Hz

索1 39.0 39.0 38.0 42.0 43.0 40.2
索2 39.0 38.0 38.0 38.0 38.0 38.2
索3 40.0 42.0 39.0 42.0 42.0 41.0
索4 32.0 41.0 41.0 30.0 31.0 35.0

将表2中各索的频率均值代入式(1),分别计算

出四根索的拉力,从而得到有限元模型中初始拉力

的值,索的拉力分别为:F1=17.39N、F2=15.70
N、F3=18.08N、F4=13.18N。理论上,索1的拉

力应略小于索3的拉力,索2的拉力应和索4的拉

力大小相等;但是实际测量中,索2和索4不完全相

等,这是因为加工中结构不完全对称以及加工表面

摩擦力不均匀导致的张力不对称性。
本文有限元模型采用LINK8单元来模拟定滑

轮和动平台,由于柔索只能承受拉力不能承受压力,
所以采用LINK10单元模拟柔索。将测得的索力带

入建立的有限元模型中,如图5所示。对有限元模

型进行模态分析求解,求得一阶频率f仿真=57.36
Hz,振型为沿着索1、索3的绳长方向拉伸。

图5 有限元模型

Fig.5 Finiteelementmodel
 

2.3 模态测试实验与分析

在 WDPM模态实验中,分别对选取的测点进

行X、Y 两个方向的敲击。通过LMS系统测量节点

获得的频响函数,使用PolyMAX法进行参数识别,
并得到与测量数据相一致的模态参数。PolyMAX

法是一种快速频域最小二乘估计法,采用的是离散

时间频域模型,其特点是以频响函数测量数据为基

础,即使是未得到充分激励的模态也能很好地识别

出来。在对每个激励点敲击时,对应测点的频响函

数取3次有效值进行平均。取激励点的全部频响函

数的平均值,并根据综合频响函数,确定有效的频率

带宽为0~300Hz。对系统进行分析,得到一阶固

有频率f实验=62.82Hz,实验结果是1阶拉伸振

动,主要表现为沿索1和索3方向的拉伸变形,并且

索2和索4有轻微的拉伸变形。
有限元模型分析结果与实验结果基本一致,频

率误差在10%以内,第一阶振型一致,所以张力标

定实验是有效的,有限元模型是合理的。

3 结 语

本文以平面四索驱动并联机构为研究对象,分
析了其工作模态的仿真及实验情况,采用振动法测

量出单根索的振动基频,标定出索的张力,该方法对

于张紧的短跨度绳索的张力标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

义。同时,本文基于LMS测试系统,完成了四索的

WDPM系统的模态测试,测试结果显示:理论分析

与实验结果误差在10%以内,因此,构建的有限元

模型是合理的。该实验方法测量的是动平台在某一

固定位置时的模态问题,属于静态分析,同样适用于

带有柔索机构的静态实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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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两者对比可知,芯片尺寸为0.01mm时,可以

获得较大的光强和较小的发散角,且两者的发散半角

都保持在±1.9°以内,得到了较好的准直结果。

表3 图10中光强等参数对比

Tab.3 Contrastoflightintensityandother
parametersinFigure10

参 数 芯片1 芯片2

芯片尺寸/mm 0.01 0.5

四光照面光强分布 相同 相同

最大光强/cd 1.537×105 1.156×105

发散半角/(°) 1.494 1.855

4 结 语

本文主要提出了一种基于自由曲面设计的全内

反射(TIR)透镜的设计方法,运用空间Snell定理等,
推导出原点光源的出射光线经过自由曲面准直的一

系列微分公式,再采用迭代法结合 MATLAB编程,
计算出自由曲面上点的坐标,将这些三维坐标导入

SolidWorks中建立 TIR实体模型。TracePro仿真

结果显示,光能利用率在90.6%以上,发散半角控制

在±1.9°以内。该方法设计出的透镜不仅结构紧凑,
而且保证了照射面的亮度,有利于后续光学系统的设

计,同时也为LED光束整形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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