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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车主体结构模态与减振设计研究
林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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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各阶层都在不断发展壮大，人们的物质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

运输设备的数量和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叉车在仓库、港口等一些物流配送中心的出现，大大减少了人力物力消耗，

提高了物流效率，但同时也存在问题。由于我国叉车生产起步较晚，部分研究不集中，我国叉车行业并未进入高

端市场。叉车行业要取得长足的进步，需要纠正一些旧有的不足，提高叉车的驾驶舒适性和叉车的性能。在使用

叉车时，振动引起的问题不容忽视，既缩短了叉车的使用寿命，又降低了操作者的舒适度。因此，本文从叉车的

基本结构入手，详细地讲解了叉车基本结构的减振器结构，以期能为相关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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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车广泛应用于仓库、港口等物流配送中心。然而，

中国叉车的生产起步较晚，缺乏相关研究，这使得叉

车技术一直处于低端市场。因此若想要拓展叉车的市

场就要提高叉车的舒适性和性能，为此，本文对模态

和基本结构要素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1 叉车的结构

在内部结构方面，无论是平衡重叉车还是仓储叉

车，其主要结构包括动力装置、起重工作装置、叉车

底盘（包括传动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行驶系

统）和电气设备等。内燃叉车按发动机类型可分为柴

油、汽油、液化气、天然气、氢动力、混合动力等类型。

就能源而言，叉车可分为内燃机叉车和电动叉车两大

类。叉车是一种以货叉为主要取件工具的装卸车辆，

依靠液压升降机构实现货物的升降，利用驱动装置实

现叉车行驶。

叉车装置的功能部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各

类升降系统（即门架）；（2）各种取物工具（即属具）；

（3）门架液压管路系统。

叉车升降系统主要由门架、叉架、货叉、挡块架、

起重油缸、倾斜油缸、起重链条、软管滑轮组等组成。[1]

升降系统的液压系统是叉车液压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主要部件包括起升油缸、限速阀和切断阀。要

限制限速阀速度，必须先使门架下降速度达到设定值，

此时，阀芯移动，限速阀开始动作。如果门架空载下降，

下降速度达不到限速阀，可设置流量，使空载下降速

度与限速阀无关。如果关阀管破裂，限速阀就不能再

控制门架的速度。

叉车底盘通常由电气设备或液压传动系统的动力

源提供。在实际生产中，叉车要水平移动，传动系统

必须改变叉车的动力，以便控制叉车的速度，并提供

动力改变扭矩，从而控制传递的扭矩量，用叉车改变

运动方向，使其向前或向后行驶。转向功能可调整叉

车的行驶方向，叉车使用后轮进行转向，转弯半径小，

转弯方便。它还可以原地旋转、旋转 90度或直线来回

移动。一个驱动系统最重要的任务是利用其内部结构

来传递车辆轮胎与地面之间的摩擦力，以保障叉车的

正常行驶。此外，驱动系统功能可以减少地面承载力

的影响，减少叉车行驶时的垂直运动。叉车整体减振

主要是通过车轮来实现的。通常，叉车驱动系统由车桥、

车架、车轮和悬架组成，但不能改变车架和轮子的形状，

只能改变驱动系统的悬挂系统。[2]

2 叉车的振源

叉车的振源主要是通过行驶过程中的凹陷路面

引起的振动和自身发动机的激振使车架产生共振，这

种共振的作用就像一个随机的激励信号，取决于车速

和转速。不同转速的发动机的激励是不同的（叉车振

动系统如图 1所示），振动系统受路面、叉车速度和

发动机转速的影响。在物理学中，可用加速度、相对

位移和力来表示，只有这三个因素都在一定的标准范

围内，才能保证操作者的舒适性和安全性。通常，

道路激励频率范围为 1Hz~20Hz，发动机频率范围为

25Hz~10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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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叉车的主体结构模态分析

3.1 模态的参数辨识应用

模态参数的使用和识别可以通过数学模型的开发

来识别，数学模型的广泛使用对于建模参数化和模块

化分析非常有用。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数

学模型，要尽可能真实、易懂和易于计算，这将极大

地影响未来的模态分析，然后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计

算视觉模型。这是因为模型是现实场景，只有结合现

实场景，才能赋予模型现实意义，更好地利用数学模型。

同时，还有其他特殊的计算和方法，如振动微分方程、

导纳圆辨识法、最小二乘迭代法等也可以应用到计算

的使用过程中。[3-4]

3.2 模态测试系统

创建数学模型后，下一步是执行实际测试，这是

验证初始工作的重要步骤。模态测试是完整的程序，

需要完整的步骤协调它们的工作。首先，需要创建一

个测试计划，这是顺利完成所有任务的前提。测试计

划包括应用原则、工作程序和人员任命以安装必要的

部件、设备和路线。准备工作完成后，根据前期准备

的实验测试计划，进一步组装测试系统，这一步非常

困难，可以获得最佳的实验效果，更贴近实际工作情况。

但这对精度的要求高，对涉及的组件和安装人员的要

求也非常高，这有助于实现理想的条件并进一步确保

测试的完整性。

3.3 车架模态测试

在叉车主结构中，叉车车架占据主要部分，因此

对叉车主设计的模态试验是必不可少的，叉车车架起

着支撑和稳定的作用。如果叉车没有车架，它会像没

有躯干的人一样散落在地上。因此，模态测试框架不

可替代，模态框架测试根据实际情况恢复支撑状态，

为了保持稳定性，整个框架的强度必须均匀，因此需

要在各个方向来回测试整个框架。两者都必须从左到

右找到，这是获得帧的完整频率响应的唯一方法。[5]然

后可以做进一步的工作并继续实验模态分析，除了车

架，还有一些振动频率细节需要检查。例如，挡泥板

的后壁和下摆式有标准化的测量程序，改进测量技术，

另外根据实际的要求测量每个关键部件的独特特性，

更好地分析和建议频率、振动数据即可，这是一种更

合适的技术减振方法。通过测量结果，可以看出挡泥

板和局部振动非常清晰，因此可以在减振任务中关注

它们，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减振解决方案。

4 叉车主体结构减振设计

4.1 主体结构优化办法

叉车的减振应该从叉车车身开始，应该有更准确

的实验数据，以便根据上面定义的实验模态分析步骤

和实际情况对叉车进行专门的减震技术完善。本文中

的减震技术在质量等参数方面对叉车整个动力系统进

行了有效的修改，提出了一种减震设计，从主体开始，

同时保持其他特性的优化和稳定性（如表 1）。结合上

述实验数据，需要验证改动的效果能够满足目前的预

期，并在做出适当改动后满足初始减振需求，因此工

作需要进一步的测试。矩阵和系统质量矩阵的评估以

及联合方程的计算将提高这些估计的准确性，以更好

地确定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6]

从以上模型模型分析的实际测试数据可以得出，

后壁和挡泥板的振动频率高于其他部分，影响了整车。

据说这是为了改进叉车后壁和挡泥板的减振技术，重

点是阻尼。在实际测试过程中，左右方向刚度具有较

大的增强作用。根据测试数据，后壁和挡泥板的振动

不得引起任何共振。这样，振动破坏就会大大减少，

可以消除一些自然波。因此，本试验方案在阻尼效果

上具有很大的优势，能够有效地抑制振动。此外，还

图 1 叉车振动系统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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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强叉车主体结构的减振，以进一步验证减振效果

的有效性。由于后壁和挡泥板是主要的阻尼因素，因

此也可以测试这两个部件的阻尼性能，并且可以通过

加强筋来有效地保护卡车的主体结构不受损坏。[7]

通过测试和分析，我们知道叉车系统振动较强的

原因：发动机部件（包括减速齿轮）通过 4个支点连

接到车架上。两个后支点设计通过橡胶密封件形成后

悬架结构，以减少发动机振动的影响。前两个枢轴点

通过后轴直接连接到车架，没有前悬架。接缝处加装

防振密封件，形成前悬挂结构。同时，后悬架结构采

用了复合盘状组合弹簧方案，实现了改进方法。现场

堆垛机的结构和安装方式设计如下：碟形弹簧根据材

料表现出相同的性能，主要方面是易于材料采购。按

材质可分为弹簧钢、不锈钢、耐热钢等优质钢材，均

可加工成碟形弹簧，具有变形小、载荷大、减震能力

强等优点。[8]它可以作为单件使用，也可以与多个部件

组合使用。前悬架由后两个枢轴点组成，将发动机部

件（包括减速齿轮）连接到车架上用橡胶密封件，后

桥与车架连接处的两个枢轴点添加了碟形弹簧或螺旋

弹簧。或者在原来的基础上加装，我们改进了碟形弹

簧的悬挂后，重新安排了参数测试，人体直接感受测

试，振动大大改善，减少了振动。此外，还应加强叉

车主体结构的减振，以进一步验证减振效果的有效性。

由于后壁和挡泥板是主要的阻尼因素，因此也可以测

试这两个部件的阻尼性能，并且可以通过加强筋有效

地保护卡车的主体结构不受损坏。[9]

4.2 优化后的振动测试

叉车的减振不能通过优化后的简单操作来实现，

减少叉车振动需要保持长期的效果。因此，为了在此

过程中优化叉车，后面需要进行振动测试。这一步不

能抹去之前的优化工作，而且由于叉车的一些后围板

和挡泥板部分是特殊的减震部件，需要在之前的优化

工作基础上进行额外的检查，所以实验原则是保持一

个变量，除了后围板和挡泥板外，零件必须与原始测

试叉车相同，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准确的测试结果。

事实上，在测试中发现了许多变化。首先，护顶架的

振动频率降低，周围部件的振动频率也显着降低，证

明了另一侧的减振效果。此外，振动频率不匹配，共

振效应大大降低甚至消失，从操作员的角度来看，提

高了效率。总体而言，叉车振动的影响明显，叉车的

舒适性也发生了显着变化。[10]

5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说本文所研究的叉车减振的主要

设计模式和减震设计具有实用价值。随着叉车的不断

升级和叉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日益普及，物流为人

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便利，减少了人力物力，但存在

的振动问题，又会使得叉车的平均寿命变短。根据本

文描述的实际实验结果，已达到了初步的减振效果，

证明了整个实验的价值。减少叉车的振动是非常有必

要的，可有效提升作业效果和叉车相应性能，助力叉

车行业更上一层楼，为中国叉车行业淘汰低端市场铺

平道路，奠定了进军高端市场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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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模型改进前后固有频率比较表

模态阶数 1 2 3 4 5

改进前频率 24.21Hz 35.95Hz 63.94Hz 77.00Hz 97.35Hz

改进后频率 26.27Hz 41.21Hz 64.16Hz 90.92Hz 116.71H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