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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温超导带材液氦温区
下循环弯曲和载流特性测试装置。装置由传动装
置、
导电装置、
绝热层和基础骨架组成，
其中传动
装置是核心部分。传动装置包括电机、
电机连接
轴、
联轴器、
蜗杆、
涡轮、
旋转轴、
旋转台基板和正
齿轮。
电机连接轴两端通过联轴器与电机和蜗杆
相连，
电机将带动蜗杆涡轮转动，
第一旋转台基
板通过第一旋转轴与涡轮相连，
第一正齿轮和第
二正齿轮通过第二旋转轴和第三旋转轴与第一
旋转台基板和第二旋转台基板相连，
带材压在两
旋转台基板上的铜压板和G10压块之间，
因此涡
轮的转动会使第一旋转台基板和第二旋转台基
板发生反向旋转，
进而带动带材发生弯曲。通过
测得带材两端的电压及电流，
根据U‑I曲线便可
得到带材在所处弯曲半径下的临界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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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高温超导带材液氦温区下循环弯曲和载流特性测试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传
动装置、
导电装置、
绝热层(300)和基础骨架；
其中，
所述传动装置包括电 机 (101) 、电 机连接轴(102) 、联轴器 (103) 、蜗杆 (104) 、涡轮
(105)、第一旋转轴(1061)、第二旋转轴(1062)、第一旋转台基板(1071)、第二旋转台基板
(1072)、第一正齿轮(1081)和第二正齿轮(1082) ；
电机连接轴(102)两端通过联轴器(103)
分别与电机(101)和蜗杆(104)相连；
涡轮(105)和蜗杆(104)之间相互耦合；
第一旋转台基
板(1071)通过第一旋转轴(1061)与涡轮(105)相连；
所述第一正齿轮(1081)通过第二旋转
轴(1062)与第一旋转台基板(1071)相连；
所述第二正齿轮(1082)通过第三旋转轴(1063)与
第二旋转台基板(1072)相连；
第一旋转台基板(1071)上设置有第一G10压块(4071)和第一铜压板(2041) ，
所述第一
G10压块(4071)安装在第一旋转台基板(1071)和第一铜压板(2041)之间；
所述第二G10压块
(4072)安装在第二旋转台基板(1072)和第二铜压板(2042)之间；
带材从两铜压板和两G10
压块中间穿过，
第一铜压板(2041)将带材中间部分压在第一G10压块(4071)上，
第二铜压板
(2042) 将带材中间部分压在第二G10压块 (4072)上 ；第一正齿轮 (1081) 与第二正齿轮
(1082)相互耦合，
使得第一旋转台基板(1071)能够带动第二旋转台基板(1072)同时发生转
动；
从而使所述带材发生弯曲；
所述导电装置包括铜管(201)、铜编织带(202)、第一铜引线板(2031)、第二铜引线板
(2032)、第一铜压板(2041)和第二铜压板(2042) ，用于对带材进行通电 ；
所述铜管(201)外
接电流引线，
底部与铜编织带(202) 相连；
所述第一铜引线板(2031)安装在第一G10垫板
(4061)上；
所述第二铜引线板(2032)安装在第二G10垫板(4062)上；
铜编织带(202)固定在
两铜引线板之上；
所述绝热层(300)为多层绝热材料堆叠而成 ，
安装在第一中间隔离板(4031) 和盖板
(402)之间，
用于减少液氦的泄漏；
所述基础骨架包括不锈钢管(401)、
盖板(402)、第一中间隔离板(4031)、第二中间隔离
板(4032)、底板(404)、
吊环螺栓(405)、第一G10垫板(4061)、第二G10垫板(4062)、第一G10
压块(4071)、第二G10压块(4072)、第一侧板(4081)、第二侧板(4082)、第三侧板(4083)、第
四侧板(4084)、
限位块(409)和铜管绝缘套(411) ，用于固定整个装置；
不锈钢管(401)两端
分别与底板(404)和盖板(402)相连，
起到整个装置固定的作用；
吊环螺栓(405)安装在盖板
(402) 之上 ，用于连接行车来移动装置 ；第一侧板 (4081) 、第二侧板 (4082) 、第三侧板
(4083)、第四侧板(4084)、第一G10垫板(4061)和第二G10垫板(4062)都安装在底板(404)之
上；
铜管绝缘套(411)安装在铜管(201)和盖板(402)之间；
所述限位块(409)一端固定在第
一侧板(4081)之上，
另一端用于蜗杆(104)的限位，
防止蜗杆(104)发生横向抖动；
电机(101)安装在盖板(402)之上，
电机连接轴(102)横穿第一中间隔离板(4031)和第
二中间隔离板(4032)。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温超导带材液氦温区下循环弯曲和载流特性测试装
置，
其特征在于：
电机(101)将带动蜗杆(104)旋转，
进而带动涡轮(105)转动，
带材压在旋转
台基板上的铜压板和G10压块之间，
因此涡轮(105)的转动会使第一旋转台基板(1071)和第
二旋转台基板(1072)发生反向旋转，
进而带动带材发生弯曲；
带材的两端固定分别在两铜
引线板和两G10垫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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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温超导带材液氦温区下循环弯曲和载流特性测试装
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涡轮(105)通过第一旋转轴安装在第一侧板(4081)和第二侧板(4082)
之间；
所述蜗杆(104)一端连接联轴器(103)，
一端通过无油轴套安装在底板(404)之上。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温超导带材液氦温区下循环弯曲和载流特性测试装
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旋转台基板(1071)通过第一旋转轴(1061)和第二旋转轴(1062)
安装在第二侧板(4082)和第三侧板(4083)之间；
所述第二旋转台基板(1072)通过第三旋转轴(1063)和第四旋转轴(1064)安装在第二
侧板(4082)和第四侧板(4084)之间。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温超导带材液氦温区下循环弯曲和载流特性测试装
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侧板 (4081) 、第二侧板 (4082) 、第三侧板 (4083) 和第四侧板
(4084)通过螺钉固定在底板(404)之上，
第三侧板(4083)和第四侧板(4084)相邻放置，
第一
侧板(4081)和第二侧板(4082)前后平行放置；
所述限位块(409)一端通过螺钉固定在第一
侧板(4081)之上。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温超导带材液氦温区下循环弯曲和载流特性测试装
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盖板(402)的上方有方形小槽，
用于电机(101)的安装固定。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温超导带材液氦温区下循环弯曲和载流特性测试装
置，
其特征在于：
铜管(201)底部有个方板，
方板上有四个小孔，用于将铜管(201)安装在第
二中间隔离板(4032)之上；
铜管(201)外径10mm，
壁厚1 .5mm，
能承受400A的电流。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温超导带材液氦温区下循环弯曲和载流特性测试装
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铜管绝缘套(411)用于铜管(201)和盖板(402)之间的绝缘；
无油轴套分别安装在电机连接轴(102)和中间隔离板之间、蜗杆(104)和底板(404)之
间 ，用于加强蜗杆(104) 和电机连接轴(102)的固定；
所述中间隔离板为第一中间隔离板
(4031)和第二中间隔离板(4032)。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温超导带材液氦温区下循环弯曲和载流特性测试装
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G10垫板(4061)安装在底板(404)和第一铜引线板(2031)之间，
用
于底板(404) 和第一铜引线板(2031)之间的绝缘 ；
所述第二G10垫板(4062)安装在底板
(404)和第二铜引线板(2032)之间，
用于底板(404)和第二铜引线板(2032)之间的绝缘。
10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温超导带材液氦温区下循环弯曲和载流特性测试装
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绝热层(300)每层厚度40mm，
每层之间相距5mm，
一共10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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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温超导带材液氦温区下循环弯曲和载流特性测试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超导材料性能测量与测试技术领域，
尤其是一种高温超导带材液氦温
区下循环弯曲和载流特性测试装置，
用于高温超导带材液氦温区下循环弯曲下的电流性能
测试。
背景技术
[0002] 高温超导材料由于具有高临界温度、
高临界磁场及高载流能力等优势，
在超导电
缆、
高场磁体、加速器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而高温超导带材在实际应用当中，
往往
会发生多次反复弯曲，
带材弯曲会降低带材载流性能甚至导致带材失超，
而带材进过多次
弯曲后也可能出现疲劳失效，
因此需要对带材疲劳弯曲之后的载流性能进行测试。
[0003] 现有的带材临界电流测量方式，
只有改变带材形状，
放置在样品杆上来进行性能
测试，
这种方式并非很复杂，
但对于需要测试疲劳次数几百上千次之后的载流性能，
就显得
十分的繁琐和困难了。人为的弯曲很难把控应力的大小，
所以自动的对带材进行循环弯曲，
并且同时能实时测量出带材在该循环次数下的载流性能，
有利于进一步探究高温超导带材
性能以促进带材在各个领域的发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一种高温超导带材液氦温区下循环弯曲和载流特性测试装
置。通过装置中的传动装置，
可以远程操控带材在杜瓦内部循环弯曲，
通过导电装置，
可以
对带材进行通电以及测试出带材的临界电流，
因此通过该装置可以实现带材的循环弯曲和
载流性能测试一体化。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高温超导带材液氦温区下循环弯曲和载流特性测试装置，
包括传动装置、导
电装置、
绝热层和基础骨架；
[0007] 所述传动装置包括电机、
电机连接轴、联轴器、蜗杆、涡轮、第一旋转轴、第二旋转
轴、
第一旋转台基板、
第二旋转台基板、
第一正齿轮和第二正齿轮；
[0008] 电机连接轴两端通过联轴器分别与电机和蜗杆相连；
涡轮和蜗杆之间相互耦合；
第一旋转台基板通过第一旋转轴与涡轮相连；
所述第一正齿轮通过第二旋转轴与第一旋转
台基板相连；
所述第二正齿轮通过第三旋转轴与第二旋转台基板相连；
[0009] 第一旋转台基板上设置有第一G10压块和第一铜压板，
所述第一G10压块安装在第
一旋转台基板和第一铜压板之间；,所述第二G10压块安装在第二旋转台基板和第二铜压板
之间；
带材从两铜压板和两G10压块中间穿过，
第一铜压板将带材中间部分压在第一G10压
块上，
第二铜压板将带材中间部分压在第二G10压块上；
[0010] 第一正齿轮与第二正齿轮相互耦合，
使得第一旋转台基板能够带动第二旋转台基
板同时发生转动；
从而使所述带材发生弯曲。
[0011] 所述导电装置包括铜管、
铜编织带、第一铜引线板、第二铜引线板、第一铜压板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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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铜压板，用于对带材进行通电 ；
所述铜管外接电流引线，
底部与铜编织带相连；
所述第
一铜引线板安装在第一G10垫板上，
所述第二铜引线板安装在第二G10垫板上。铜编织带固
定在两铜引线板之上。
带材的两端分别固定在两铜引线板和两G10垫板之间。
[0012] 所述绝热层为多层绝热材料堆叠而成，
安装在第一中间隔离板和盖板之间，用于
减少液氦的泄漏。
[0013] 所述基础骨架包括不锈钢管、
盖板、第一中间隔离板、第二中间隔离板、
底板、
吊环
螺栓、第一G10垫板、第二G10垫板、第一G10压块、第二G10压块、第一侧板、第二侧板、第三侧
板、第四侧板、
限位块和铜管绝缘套，用于固定整个装置。不锈钢管两端分别与底板和盖板
相连，
起到整个装置固定的作用；
吊环螺栓安装在盖板之上，用于连接行车来移动装置；
第
一侧板、第二侧板、第三侧板、第四侧板、第一G10垫板和第二G10垫板都安装在底板之上；
铜
管绝缘套安装在铜管和盖板之间；
所述限位块一端固定在第一侧板之上，
另一端用于蜗杆
的限位，
防止蜗杆发生横向抖动。
[0014] 电机安装在盖板之上，
电机连接轴横穿第一中间隔离板和第二中间隔离板。
[0015] 所述G10压块安装在旋转台基板和铜压板之间，
用于铜压板和旋转台基板之间的
绝缘。
[0016] G10压块是采用G10材料做的一块板。
G10垫板是采用G10材料做的一块板。
[0017] 进一步地，
所述电机连接轴两端通过联轴器与电机和蜗杆相连，
因此电机将带动
第一正齿轮和
蜗杆旋转，
进而带动涡轮转动，
第一旋转台基板通过第一旋转轴与涡轮相连，
第二正齿轮通过第二旋转轴和第三旋转轴分别与第一旋转台基板和第二旋转台基板相连，
两旋转台基板上各有一个G10压块和一个铜压板；
带材压在铜压板和G10压块之间，
因此涡
轮的转动会使第一旋转台基板和第二旋转台基板发生反向旋转，
进而带动带材发生弯曲。
[0018] 进一步地，
所述涡轮通过第一旋转轴安装在第一侧板和第二侧板之间；
所述蜗杆
与涡轮进行配合，
一端连接联轴器，
一端通过无油轴套安装在底板之上。
[0019] 进一步地，
所述第一旋转台基板通过第一旋转轴和第二旋转轴安装在第二侧板和
第三侧板之间；
第二旋转台基板通过第三旋转轴和第四旋转轴安装在第二侧板和第四侧板
之间。
[0020] 进一步地，
所述第一正齿轮通过第二旋转轴与第一旋转台基板相连；
第二正齿轮
通过第三旋转轴与第二旋转台基板相连；
第一正齿轮与第二正齿轮相互耦合，
使得第一旋
转台基板能够带动第二旋转台基板同时发生转动。
[0021] 进一步地，
所述第一侧板、第二侧板、第三侧板和第四侧板通过螺钉固定在底板之
上。
[0022] 进一步地，
所述限位块一端通过螺钉固定在第一侧板之上，另一端用于蜗杆的限
位，
防止蜗杆发生横向抖动。
[0023] 进一步地，
所述盖板的上方有方形小槽，
用于电机的安装固定。
[0024] 进一步地，
所述铜管外接电流引线，
底部与铜编织带相连，
铜管底部有个方板，
方
板上有四个小孔，
用于将铜管安装在第二中间隔离板之上。铜管外径10mm，
壁厚1 .5mm，
能承
受400A的电流。
[0025] 进一步地，
所述铜管绝缘套安装在铜管和盖板之间，
用于铜管和盖板之间的绝缘。
[0026] 进一步地，
所述无油轴套分别安装在电机连接轴和中间隔离板之间、蜗杆和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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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用于加强蜗杆和电机连接轴的固定。
[0027] 进一步地，
所述G10压块安装在旋转台基板和铜压板之间，
用于铜压板和旋转台基
板之间的绝缘。
[0028] 进一步地，
所述G10垫板安装在底板和铜引线板之间，
用于底板和铜引线板之间的
绝缘。
[0029] 进一步地，
所述铜引线板安装在G10垫板上，用于连接铜编织带和固定带材两端。
铜编织带若直接与铜压板相连，
在铜压板旋转过程中，
会出现铜编织带晃动的现象，
增加了
装置的不稳定性，
因此增加了铜引线板，
铜引线板不会摆动，
铜编织带会稳定的固定在上
方。
带材两端穿过铜压板和G10压块之间，
固定在铜引线板和G10垫板之间。
[0030] 进一步地，
所述绝热层安装在第一中间隔离板和盖板之间，
每层厚度40mm，
每层之
间相距5mm，
一共10层。绝热层的半径和中间隔离板都为290mm，
比所匹配的杜瓦小10mm，
可
以极大的减小液氦的泄漏，
节约成本。
[0031] 进一步地，
所述吊环螺栓安装在盖板之上，用于连接行车；
由于本装置体积较大，
高度达1 .6m，
需要通过行车来将装置放进杜瓦当中。
[0032] 进一步地，
底板以上20mm为低温区，
在测试过程中会浸泡在液氦当中。低温区的装
置包括传动装置中的蜗杆、
涡轮、
旋转轴、
旋转台基板和正齿轮，
导电装置中的铜编织带、铜
G10垫板、
G10压块、侧板、
限位块和无油轴套。低
引线板和铜压板，
还有基础骨架中的底板、
温区为装置的核心区域，
带材固定在该区域，
通过电机控制带材的弯曲；
通过测得带材弯曲
部分的电压和通过的电流，
根据失超判据就能测得带材的临界电流。
[0033] 本发明相较于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在于：
[0034] 本发明装置可实现液氦环境测试，
装置顶端有盖板，
可与低温杜瓦来进行配合。
[0035] 本发明装置可实现带材自动循环弯曲，
对带材所受应变的把控更加精准。
[0036] 本发明装置可实现远距离带材自动循环弯曲，
经过一定次数疲劳弯曲后的带材在
测得临界电流之后，
可以再次启动电机来测下一组数据，
即一个流程便可测得多组数据。
附图说明
[0037] 图1、
图2、
图3为本发明装置中的低温区；
[0038] 图4为装置整体视图。
[0039] 图中，
[0040] 101‑电机、
102‑电机连接轴、
103‑联轴器、
104‑蜗杆、
105‑涡轮、
1061‑第一旋转轴、
1062‑第二旋转轴、
1063‑第三旋转轴、
1064‑第四旋转轴、
1071‑第一旋转台基板、
1072‑第二
旋转台基板、
1081‑第一正齿轮、
1082‑第二正齿轮；
[0041] 201‑铜管、
202‑铜编织带、
2031‑第一铜引线板、
2032‑第二铜引线板、
2041‑第一铜
压板、
2042‑第二铜压板；
[0042] 300‑绝热层；
[0043] 401‑不锈钢管、
402‑盖板、4031‑第一中间隔离板、4032‑第二中间隔离板、404‑底
板、
405‑吊环螺栓、
4061‑第一G10垫板、
4062‑第二G10垫板、
4071‑第一G10压块、
4072‑第二
G10压块、4081‑第一侧板、4082‑第二侧板、4083‑第三侧板、4084‑第四侧板、409‑限位块、
410‑无油轴套、
411‑铜管绝缘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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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现有技术和实施例
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0045] 本发明公开一种高温超导带材液氦温区下循环弯曲和载流特性测试装置，
包括传
动装置、导电装置、绝热层300和基础骨架，
如图1‑4所示。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
如图1
和图2，
为本发明装置中的低温区视图，
隐藏了一根不锈钢管401和一根铜编织带202以便于
观察。
图3为本发明装置中低温区视图的截面图。低温区的装置包括传动装置中的蜗杆104、
涡轮105、第一旋转轴1061、第二旋转轴1062、第三旋转轴1063、第四旋转轴1064、第一旋转
台基板1071、第二旋转台基板1072和第一正齿轮1081、第二正齿轮1082，
导电装置中的铜编
织带202、第一铜引线板2031、第二铜引线板2032、第一铜压板2041和第二铜压板2042，
还有
基础骨架中的底板404、第一G10垫板4061、第二G10垫板4062、第一G10压块4071、第二G10压
块4072、第一侧板4081、第二侧板4082、第三侧板4083、第四侧板4084、
限位块409和无油轴
G10压块是采用G10材料做的一块板。
G10垫板是采用G10材料做的一块板。
套410。本发明中，
[0046] 传动装置、
导电装置、绝热层300和基础骨架的元件相互穿插，
通过基础骨架中的
四根不锈钢管401将整个装置连接固定，
并用螺母进行预紧。
[0047] 所述导电装置，
用于对带材进行通电 ，
包括铜管201、铜编织带202、铜引线板203和
铜压板204。导电装置中的铜管201一端穿过盖板402外接电源，
另一端穿过第二中间隔离板
4032与铜编织带202相连。铜编织带202通过螺栓固定在两铜引线板之上。所述第一G10压块
(4071)安装在第一旋转台基板(1071)和第一铜压板(2041)之间；
所述第二G10压块(4072)
安装在第二旋转台基板(1072)和第二铜压板(2042)之间；
带材从两铜压板和两G10压块中
间穿过，
第一铜压板(2041)将带材中间部分压在第一G10压块(4071)上，
第二铜压板(2042)
将带材中间部分压在第二G10压块(4072)上。
[0048] 所述第一铜引线板2031安装在第一G10垫板4061上，
所述第二铜引线板2032安装
在第二G10垫板4062上，
用于连接铜编织带202和固定带材两端。
[0049] 传动装置中的电机101安装在盖板402之上，
电机连接轴102横穿第一中间隔离板
4031和第二中间隔离板4032，
其两端通过联轴器103分别与电机101和蜗杆104相连，
涡轮
105和蜗杆104之间相互耦合，
因此电机101将带动蜗杆104旋转，
进而带动涡轮105转动，
第
一旋转台基板1071通过第一旋转轴1061与涡轮105相连。第一正齿轮1081通过第二旋转轴
1062与第一旋转台基板1071相连。第二正齿轮1082通过第三旋转轴1063与第二旋转台基板
1072相连。
[0050] 第一旋转台基板1071上固定有第一G10压块4071和第一铜压板2041，
第二旋转台
基板1072上固定有第二G10压块4072和第二铜压板2042；
所述第一G10压块4071安装在第一
旋转台基板1071和第一铜压板2041之间 ；
所述第二G10压块4072安装在第二旋转台基板
1072和第二铜压板2042之间；
带材从两铜压板和两G10压块中间穿过，
第一铜压板2041将带
材中间部分压在第一G10压块4071上，
第二铜压板2042将带材中间部分压在第二G10压块
4072上。
[0051] 第一正齿轮1081与第二正齿轮1082之间相互耦合。
两铜压板和两G10压块都固定
在旋转台基板之上，
因此涡轮105的转动会使第一旋转台基板1071和第二旋转台基板1072
发生反向旋转，
进而带动所述带材发生弯曲。
7

CN 114167182 A

说

明

书

5/6 页

所述第一G10压块4071安装在第一旋转台基板1071和第一铜压板2041之间，用于
第一铜压板2041和第一旋转台基板1071之间的绝缘；
所述第二G10压块4072安装在第二旋
转台基板1072和第二铜压板2042之间，
用于第二铜压板2042和第二旋转台基板1072之间的
绝缘。所述第一G10垫板4061安装在底板404和第一铜引线板2031之间，
用于底板404和第一
铜引线板2031之间的绝缘；
所述第二G10垫板4062安装在底板404和第二铜引线板2032之
间，
用于底板404和第二铜引线板2032之间的绝缘。
[0053] 所述涡轮105通过第一旋转轴1061安装在第一侧板4081和第二侧板4082之间。
所
述蜗杆104与涡轮105进行配合，
一端连接联轴器103，
一端通过无油轴套410安装在底板404
之上。
[0054] 所述第一旋转台基板1071通过第一旋转轴1061和第二旋转轴1062安装在第二侧
板4082和第三侧板4083之间。所述第二旋转台基板1072通过第三旋转轴1063和第四旋转轴
1064安装在第二侧板4082和第四侧板4084之间。
[0055] 绝热层300安装在第一中间隔离板4031和盖板402之间，
每层厚度40mm，
每层之间
相距5mm，
一共10层。
[0056] 基础骨架中的不锈钢管401两端分别与底板404和盖板402相连，
起到整个装置固
定的作用。
吊环螺栓405安装在盖板402之上，用于连接行车来移动装置。第一侧板4081、第
二侧板4082、第三侧板4083、第四侧板4084、第一G10垫板4061、第二G10垫板4062都安装在
底板404之上。所述第一侧板4081、第二侧板4082、第三侧板4083和第四侧板4084通过螺钉
固定在底板404之上。第三侧板4083和第四侧板4084相邻放置，
第一侧板4081和第二侧板
4082前后平行放置。铜管绝缘套411安装在铜管201和盖板402之间，
用于铜管201和盖板402
之间的绝缘。
[0057] 所述限位块409一端通过螺钉固定在第一侧板4081之上，
另一端用于蜗杆104的限
位，
防止蜗杆104发生横向抖动。
[0058] 图4为装置整体视图，
低温区处于装置的最底端，
包括底板404及以上20mm。在测试
过程中，
装置放到液氦容器之中后，
该区域将浸泡在液氦当中。低温区之上是第二中间隔离
板4032，
铜管201固定在该上面。第一中间隔离板4031和第二中间隔离板4032有一定的减少
液氦蒸发的作用，
并且与横穿两者的不锈钢管401起到了稳定装置结构的作用。绝缘层300
处在第一中间隔离板4031的上方，
上方紧接着是盖板402，
盖板402上面安装有电机101和吊
环螺栓405，
吊环螺栓405用于外接行车，
以将装置移动到低温容器中。所述盖板402的上方
有方形小槽，
用于电机101的安装固定。
由于本装置体积较大，
高度达1 .6m，
需要通过行车来
将装置放进杜瓦当中。
[0059] 所述铜管201外接电流引线，
底部与铜编织带202相连，
铜管201底部有个方板，
方
板上有四个小孔，
用于将铜管201安装在第二中间隔离板4032之上。铜管201外径10mm，
壁厚
1 .5mm，
能承受400A的电流。
[0060] 无油轴套410分别安装在电机连接轴102和中间隔离板之间、
蜗杆104和底板404之
间，
用于加强蜗杆104和电机连接轴102的固定。
[0061] 在本装置的使用过程中，
首先将带材的两端固定在两边的铜引线板和G10垫板之
间，
并且通过螺栓将铜编织带202分别固定在两铜引线板之上。然后将带材的中间固定在两
铜压板和两G10压块之间，
带材便安装完毕。将装置整体放置到低温容器中，
在铜管201上通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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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电源，
启动电机101便可进行带材的弯曲和临界电流的测试。
[0062] 尽管上面对本发明说明性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
以便于本技术领域的技术
人员理解本发明，
且应该清楚，
本发明不限于具体实施方式的范围，
对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讲，
只要各种变化在所附的权利要求限定和确定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
这些
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一切利用本发明构思的发明创造均在保护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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