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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南极大口径望远镜机械消隙失效故障
的设备及其方法
(57)摘要
检测南极大口径望远镜机械消隙失效故障
的设备及其方法，
两个输入轴与两个传递齿轮啮
合，
两个传递齿轮同轴小齿轮与输出轴上大齿轮
啮合；
消隙齿轮与两个输入轴啮合，
机械消隙结
构上设有检测消隙失效故障设备：
电机转子轴上
设有旋转式变压器，
受变压器转子绕组交流电压
激励从定子绕组输出对应角度正余弦信号，
读取
到UMAC多轴运动控制器中；
多轴运动控制器通过
以太网连接上位机；
望远镜的赤纬轴和赤经轴的
端面安装增量式编码器，
增量式编码器正余弦信
号输出；
该输出接读数头，
其接线端子经航空接
头连接在多轴运动控制器。
本发明能准确诊断出
南极望远镜机械消隙失效的故障，
为后期南极望
远镜故障诊断解的决方案提供依据，
提高系统的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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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检测南极大口径望远镜机械消隙失效故障的设备，
电机转子轴为齿轮传动结构
的两个输入轴，
该两个输入轴与两个传递齿轮啮合，
该两个传递齿轮的同轴小齿轮与输出
轴上的大齿轮啮合；
同时，
一个消隙齿轮与该两个输入轴啮合，
以上机械消隙结构上设有检
测消隙失效故障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检测消隙失效故障的设备组成如下：
在电机转子
轴上安装有多摩川旋转式变压器；
该多摩川旋转式变压器的接线端子经航空接头连接在多
轴运动控制器上；
该多摩川旋转变压器受转子绕组的交流电压所激励，
从定子绕组输出对
应角度的正余弦信号；
该正余弦信号读取到UMAC多轴运动控制器中；
该多轴运动控制器通
过以太网连接上位机；
在望远镜的赤纬轴和赤经轴的端面安装增量式编码器，
读数头均匀
安装在增量式编码器的周围，
该增量式编码器正余弦信号输出；
增量式编码器的输出接读
数头读出；
所述读数头的接线端子经航空接头连接在多轴运动控制器上；
将多摩川旋转式变压器的接线端子经航空接头连接在多轴运动控制器上；
将增量式编码器安装在输出轴的端面处，
增量式编码器的接线端子经航空接头连接在
多轴运动控制器上；
多轴运动控制器通过以太网连接上位机；
读数头均匀安装在增量式编码器的周围，
各
读数头的接线端子经航空接头连接在多轴运动控制器上；
多轴运动控制器实时读取旋转变压器和增量式编码器的位置信息；
经数学运算即可精确求得该齿轮传动系统的传动角度比；
若实时采集的输入轴和输出轴的位置信息经计算得出的望远镜在指向和跟踪状态下
的传动角度比均相同，
即可说明该齿轮传动结构机械消隙没有失效；
通过望远镜轴系工作过程中实时记录的增量式编码器和旋变位置信息，
将读取的输入
轴和输出轴的位置信息经过数学运算即可精确求出齿轮传动装置的传动角度比；
所述多摩川旋转式变压器安装有两个；
所述多轴运动控制器采用UMAC多轴运动控制器；
所述读数头均匀安装在光栅码盘的周围，
且需要在读数头上包裹加热片，
以抵御南极
极低的气温。
2 .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南极大口径望远镜机械消隙失效故障的设备，
其特征在
于，
所述增量式编码器采用海德汉ERA 4280C光栅鼓。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南极大口径望远镜机械消隙失效故障的设备，
其特征在
于，
所述的两个旋转变压器与电机转子之间必须安装牢固，
不能出现相对滑移现象。
4 .根据权利要求1-3之一所述的检测南极大口径望远镜机械消隙失效故障的设备，
其
特征在于，
所述的位置信息采集都以正余弦信号的形式。
5 .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南极大口径望远镜机械消隙失效故障的设备的工作方法，
其
特征在于，
步骤如下：
在电机的转子轴上安装多摩川旋转式变压器；
将多摩川旋转式变压器的接线端子经航空接头连接在多轴运动控制器上；
将增量式编码器安装在输出轴的端面处，
增量式编码器的接线端子经航空接头连接在
多轴运动控制器上；
多轴运动控制器通过以太网连接上位机；
读数头均匀安装在增量式编码器的周围，
各
读数头的接线端子经航空接头连接在多轴运动控制器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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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轴运动控制器实时读取旋转变压器和增量式编码器的位置信息；
经数学运算即可精确求得该齿轮传动系统的传动角度比；
若实时采集的输入轴和输出轴的位置信息经计算得出的望远镜在指向和跟踪状态下
的传动角度比均相同，
即可说明该齿轮传动结构机械消隙没有失效；
通过望远镜轴系工作过程中实时记录的增量式编码器和旋变位置信息，
将读取的输入
轴和输出轴的位置信息经过数学运算即可精确求出齿轮传动装置的传动角度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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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南极大口径望远镜机械消隙失效故障的设备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检测南极大口径望远镜机械消隙失效故障的设备及其工作方法，
具体涉及一种验证南极大口径望远镜主轴齿轮传动系统机械消隙是否失效的设备，
以及这
种设备的工作方法，
该设备和方法可以准确检测出南极天文望远镜齿轮传动系统机械消隙
是否失效，
有利于实现望远镜的精密控制和机械消隙失效故障的检测。
[0002] 本发明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南极大口径望远镜潜隐故障预警及无缝智
能自愈策略的研究”(11373052)的成果。
背景技术
[0003] 受直驱电机成本、
南极恶劣天气以及电力资源短缺的限制，
南极大口径天文望远
镜主轴驱动系统通常采用伺服电机加齿轮传动结构。
以南极巡天望远镜AST3-3为例，
该望
远镜主轴传动系统采用双电机多级齿轮消隙传动结构。
[0004] 天文望远镜属于高精度设备，
齿轮传动结构的消隙直接影响望远镜的指向和跟踪
精度。天文观测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消隙一旦失效则会影响传动装置输入轴与输出轴
的传动角度，
进而影响望远镜的指向和跟踪精度，
对天文观测造成严重影响。
[0005] 目前还没有精确检测齿轮传动装置机械消隙失效的方法。
传动角度的精确计算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输入轴和输出轴相对位置的精确度，
实际传动角度比与设计比之间往往存
在误差，
且该误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因因磨损等原因而增大。南极望远镜常年工作在极端
恶劣的环境下，
气温最低可以达到-80摄氏度，
暴风雪是常有的情况，
所以对所选元器件的
性能提出了巨大的考验。
[0006] 南极望远镜的故障诊断一直是个技术难题，
无人值守和极端环境更是加大了故障
诊断的难度。如何实现望远镜精确跟踪天体，
实时有效的检测机械消隙失效故障也是亟待
解决的问题之一。
[0007] 对于齿轮间隙，
常用的检测方法有：
[0008] 一是咬铅法测量分析。
但是铅丝的直径和硬度以及测量过程中的操作都会对测量
结果产生影响，
导致该方法的测量结果会出现很大的误差，
以至严重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
性。
[0009] 二是打表发测量分析。
该方法测量时必须有一定的空间保证百分表的架设，
否则
无法用该方法测量。故该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
不适用于南极望远镜齿轮传动的间隙测量
上。
[0010] 三是塞规法测量分析。
该方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一方面受到结构的限制，
另一方
面耗时比较长，
并不适用于所有齿轮传动设备上。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检测南极大口径望远镜机械消隙失效故障的设备，
以及
这种设备的工作方法。本发明通过对比实时检测的齿轮传动结传动角度比进而检测齿轮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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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结构消隙失效的故障，
该方法能将齿轮传动装置的传动角度比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为
设备的精确测量提供技术支持，
同时也为望远镜设备的故障诊断提供技术支持。借助于该
方法还能够提高设备的运转精度，
特别适合高精度齿轮传动的装备。
[0012] 完成上述发明任务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检测南极大口径望远镜机械消隙失效故障
的设备，
电机转子轴(电机驱动轴)为齿轮传动结构的两个输入轴，
该两个输入轴与两个传
递齿轮啮合，
该两个传递齿轮的同轴小齿轮与输出轴上的大齿轮啮合；
同时，
一个消隙齿轮
与该两个输入轴啮合，
以上机械消隙结构上设有检测消隙失效故障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
述检测消隙失效故障的设备组成如下：
在电机转子轴上安装有多摩川旋转式变压器；
该多
摩川旋转变压器受转子绕组的交流电压所激励，
从定子绕组输出对应角度的正余弦信号；
该正余弦信号读取到UMAC多轴运动控制器中；
该多轴运动控制器通过以太网连接上位机；
在望远镜的赤纬轴和赤经轴的端面安装增量式编码器，
该增量式编码器正余弦信号输出；
增量式编码器的输出接读数头读出；
所述读数头的接线端子经航空接头连接在多轴运动控
制器上。
[0013] 所述多摩川旋转式变压器安装有两个。
两个的设计意图是其到备份作用。
[0014] 所述多轴运动控制器可以采用UMAC多轴运动控制器。
[0015] 所述增量式编码器可以采用海德汉ERA 4280C光栅鼓。
[0016] 所述读数头均匀安装在光栅码盘的周围，
且需要在读数头上包裹加热片，
以抵御
南极极低的气温。
[0017] 旋转变压器2和3与电机转子之间必须安装牢固，
不能出现相对滑移现象，
否则将
导致输入轴位置信息不准确。
[0018] 位置信息采集都以正余弦信号的形式，
外界环境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测量需
实时进行并经对比得出结论。
[0019] 完成本申请第二个发明任务的技术方案是，
上述检测南极大口径望远镜机械消隙
失效故障的设备的工作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如下：
[0020] 在电机3的转子轴上安装多摩川旋转式变压器；
[0021] 将多摩川旋转式变压器的接线端子经航空接头连接在多轴运动控制器上；
[0022] 将增量式编码器安装在输出轴的端面处，
增量式编码器的接线端子经航空接头连
接在多轴运动控制器上；
[0023] 多轴运动控制器通过以太网连接上位机；
读数头均匀安装在增量式编码器的周
围，
各读数头的接线端子经航空接头连接在多轴运动控制器上；
[0024] 多轴运动控制器实时读取旋变和增量式编码器的位置信息；
[0025] 经数学运算即可精确求得该齿轮传动系统的传动角度比；
[0026] 若实时采集的输入轴和输出轴的位置信息经计算得出的望远镜在指向和跟踪状
态下的传动角度比均相同，
即可说明该齿轮传动结构机械消隙没有失效。
[0027] 通过望远镜轴系工作过程中实时记录的增量式编码器和旋变位置信息，
将读取的
输入轴和输出轴的位置信息经过数学运算即可精确求出齿轮传动装置的传动角度比。
[0028] 换言之，
本发明的方案是：
[0029] 对 于 输 入 轴 位 置 的 检 测我 们 采 用的 方 法 是 在电 机 转 子 轴 上 安 装 两 个 型 号
TS2660N21E64的多摩川旋转式变压器(下文简称旋变)。两个的设计用以是其到备份作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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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天气极端恶劣，
元器件的寿命会大大缩减，
元器件的备份相当重要。另一个重要原因即
每年只有一次南极科考的机会，
元器件更换不易，
人力、
时间成本太大。旋转变压器受转子
绕组的交流电压所激励，
从定子绕组输出对应角度的正余弦信号。旋转一周可输出4096个
正弦波信号，
将其位置信号读取到UMAC多轴运动控制器中。多摩川旋变属于智能绝对式编
码器 ，通过读取其位置 信息即可 确定电 机转子的 相对准 确位置。即旋变的 分辨率为 ：
旋变的两个作用，
一是提供输入轴的准确位置信息，
二
是
[0030]

起到电机定相的作用。
[0031] 输入轴经齿轮传动机械消极结构将速度传递给输出轴，
输出轴即为望远镜的赤纬
和赤经轴。对于输出轴位置检测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在望远镜的赤纬轴和赤经轴的端面安装
海德汉ERA 4280C光栅鼓 ：增量式编码器 ，
正余弦信号输出 ，
1Vpp。该型号编码器被分为
40000刻线，
UMAC接收均匀安装在编码器周围4个读数头读取的望远镜位置信号，
并进行
4096细分。码盘的分别率为：

四个读数头工作相互独立，
任何

一个出故障并不影响编码器位置的读取。
[0032] 通过望远镜轴系工作过程中实时记录的增量式编码器和旋变位置信息，
将读取的
输入轴和输出轴的位置信息经过数学运算即可精确求出齿轮传动装置的传动角度比。若经
实时测量传动角度比在在任意角度范围内均相同或保持在与设计比的误差百分比不超过
±0 .1％(该结果经AST3-3实际测量计算得出)的范围之内即可说明该机械消隙系统消隙没
有失效，
否则说明齿轮传动系统出现机械消隙失效故障。
[0033] 本发明是用来检测该齿轮传动结构机械消隙是否失效。
且该方法具有通用性，
同
样适用于其他类似结构的设备上。
[0034] 本发明通过精确计算齿轮传动装置的传动角度比来检测机械消隙是否失效；
该检
测齿轮消隙结构消隙失效的方法是在现有望远镜闭环控制系统的基础之上进行的，
无需增
加额外成本。检测也是在望远镜进行天文观测时同时进行，
无需专门花费时间和精力，
在无
人值守的情况下，
在多轴控制器中写入程序后台自动运行。
[0035] 本发明的优点是能够精确计算出齿轮传动机构的传动角度，
并检测机械消隙是否
失效。能够准确诊断出南极望远镜机械消隙失效的故障，
为后期南极望远镜故障诊断解的
决方案提供充足依据，
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对南极大口径望远镜控制系统的故障诊断有较
好的应用价值。相比于传统的齿轮间隙检测方法，
本发明的优势在于：
[0036] 一、
可以在南极-80摄氏度的极端环境下工作。
[0037] 二、
实时检测齿轮消隙结构消隙失效故障。
[0038] 三、
远程控制进行检测。
[0039] 四、
写入程序，
在无人值守情况下实现全自动检测。
附图说明
[0040] 图1本发明所检测的齿轮传动结构原理图；
[0041] 图2本发明检测结构连接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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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编码器与读数头安装示意图；
图4程序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天文望远镜为了精确跟踪天体，
齿轮传动装置需要做消隙设计。消隙一旦失效，
将
直接影响天文观测的顺利进行。为了避免机械消隙失效故障的发生，
实时检测齿轮传动结
构的消隙功能是否失效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0045] 实施例1，
检测南极大口径望远镜机械消隙失效故障的方法。参照图1-图4：
齿轮传
动结构的输入轴1-3和1-5，
即为电机驱动轴，
消隙齿轮1-2连接两个驱动轴，
1-4和1-6分别
为两个驱动轴的传递齿轮，
1-1即为输出轴。在电机3的转子轴上并排安装旋变1和旋变2，
两
个的设计意图是其到备份作用。将旋变1和旋变2的接线端子经航空接头连接在多轴运动控
制器9上，
齿轮4和齿轮7分别为输入轴和输出轴齿轮，
齿轮5和齿轮6为传递齿轮。将增量式
编码器8安装在输出轴的端面处，
增量式编码器8的接线端子经航空接头连接在多轴运动控
制器9上，
多轴运动控制器9通过太网连接上位机10。读数头11、
12、
13、
14均匀安装在增量式
编码器7的周围，
读数头11、
12、
13、
14的接线端子经航空接头连接在多轴运动控制器9上。
[0046] 多轴运动控制器实时读取旋变和增量式编码器的位置信息，
经数学运算即可精确
求得该齿轮传动系统的传动角度比 ，
若实时采集的输入轴和输出轴的位置信息经计算得出
的望远镜在指向和跟踪状态下的传动角度比均相同，
即可说明该齿轮传动结构机械消隙没
有失效。

7

CN 107202693 B

说

明

书

图1

图2

8

附

图

1/2 页

CN 107202693 B

说

明

书

图3

图4

9

附

图

2/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