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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转臂式测力构架的垂向载

荷力系测试结构及其制作方法，是先在转臂式测

力构架上定义有高分离度载荷识别点区域，然后

在每个高分离度载荷识别点区域上粘贴多个应

变片，以构成多组全桥电路结构；将贴有应变片

的构架结构在多通道加载测力构架标定试验台

上进行静态标定，并逐一地对每个全桥电路结构

进行解耦计算，寻找到相互解耦精度最高的一组

或几组组桥结构，或者寻找到能够满足解耦精度

要求的一组或几组组桥结构；最后，根据最终确

定的组桥结构，完成测力构架的制作。采用本发

明提供的结构与方法，在测力构架的每一角组成

一个全桥电路，一方面使布线距离缩短，另一方

面增加全桥电路的数量，从而提高测试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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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转臂式测力构架的垂向载荷力系测试结构，该转臂式测力构架具有两根侧梁与

两根横梁，两根侧梁的两端构成该测力构架的四角，其特征在于：

在该四角上都定义有四个高分离度载荷识别点区域，分别为：

第一区域：侧梁上盖板外沿，并位于近侧横梁中心线到一系弹簧帽筒与侧梁过渡连接

处之间；

第二区域：侧梁下盖板外沿，并位于近侧横梁中心线到一系弹簧帽筒与侧梁过渡连接

处之间；

第三区域：侧梁上盖板内沿，并位于近侧横梁中心线到一系弹簧帽筒与侧梁过渡连接

处之间；

第四区域：侧梁下盖板内沿，并位于近侧横梁中心线到一系弹簧帽筒与侧梁过渡连接

处之间；

其中所谓的近侧横梁，是指与各区域所在角更为接近的那一根横梁；

在每个高分离度载荷识别点区域上粘贴至少一个应变片；称：第一区域上的应变片为

第一应变片，第二区域上的应变片为第二应变片，第三区域上的应变片为第三应变片，第四

区域上的应变片为第四应变片；同一个角上的一个第一应变片、一个第二应变片、一个第三

应变片以及一个第四应变片组成一个全桥电路结构；

该全桥电路结构中，第一应变片与第二应变片组成邻臂，第三应变片与第四应变片组

成邻臂，第一应变片与第三应变片组成对臂，第二应变片与第四应变片组成对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臂式测力构架的垂向载荷力系测试结构，其特征在于：在测

力构架的每个角布置有至少一组备用全桥电路结构。

3.一种转臂式测力构架的垂向载荷力系测试结构的制作方法，该转臂式测力构架具有

两根侧梁与两根横梁，两根侧梁的两端构成该测力构架的四角，其特征在于，该制作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

(1)在该四角上都定义有四个高分离度载荷识别点区域，分别为：

第一区域：侧梁上盖板外沿，并位于近侧横梁中心线到一系弹簧帽筒与侧梁过渡连接

处之间；

第二区域：侧梁下盖板外沿，并位于近侧横梁中心线到一系弹簧帽筒与侧梁过渡连接

处之间；

第三区域：侧梁上盖板内沿，并位于近侧横梁中心线到一系弹簧帽筒与侧梁过渡连接

处之间；

第四区域：侧梁下盖板内沿，并位于近侧横梁中心线到一系弹簧帽筒与侧梁过渡连接

处之间；

其中所谓的近侧横梁，是指与各区域所在角更为接近的那一根横梁；

(2)在每个高分离度载荷识别点区域上粘贴多个应变片；称：第一区域上的应变片为第

一应变片，第二区域上的应变片为第二应变片，第三区域上的应变片为第三应变片，第四区

域上的应变片为第四应变片；用同一个角上的任意一个第一应变片、任意一个第二应变片、

任意一个第三应变片以及任意一个第四应变片都能够组成一组全桥电路结构；

每个全桥电路结构中，第一应变片与第二应变片组成邻臂，第三应变片与第四应变片

组成邻臂，第一应变片与第三应变片组成对臂，第二应变片与第四应变片组成对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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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贴有应变片的构架结构在多通道加载测力构架标定试验台上进行静态标定，并

逐一地对每个全桥电路结构进行解耦计算，寻找到相互解耦精度最高的一组或几组组桥结

构，或者寻找到能够满足解耦精度要求的一组或几组组桥结构；

(4)根据最终确定的组桥结构，完成测力构架的制作。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转臂式测力构架的垂向载荷力系测试结构的制作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4)中，在测力构架的每个角布置有至少一组备用组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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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臂式测力构架的垂向载荷力系测试结构及其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对轨道车辆的转臂式测力构架的垂向载荷力系进行测试的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轨道车辆转向架垂向载荷力系包括浮沉载荷、侧滚载荷和扭转载荷。

[0003] 现有技术中，为轨道车辆转向架构架结构进行垂向载荷力系分析的时候，一种方

式是采用载荷直接测试法，即将转向架轴箱弹簧和定位转臂分别制作成独立的测力传感

器，同步测试轴箱弹簧和定位转臂在实际运用条件下的载荷-时间历程，并进行组合计算得

到构架结构的主要载荷。虽然该方法测量精度高，但测得的载荷与结构应变之间呈动态关

系。

[0004] 另一种方式是采用横梁测试法，即在构架横梁与侧梁连接处粘贴应变片，根据测

试需要组成浮沉、侧滚或扭转载荷全桥电路。虽然该方法解决了测得载荷与结构应变之间

的动态关系问题，但电路布线距离长，容易损坏，系统测试精度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转臂式测力构架的垂向载荷力系测试结构及其制作方

法，通过在测力构架的每一角组成一个全桥电路，一方面使布线距离缩短，另一方面增加全

桥电路的数量，从而提高测试精度。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转臂式测力构架的垂向载荷力系测试结构，该转臂式测力构架具有两根侧梁

与两根横梁，两根侧梁的两端构成该测力构架的四角，其特征在于：

[0008] 在该四角上都定义有四个高分离度载荷识别点区域，分别为：

[0009] 第一区域：侧梁上盖板外沿，并位于近侧横梁中心线到一系弹簧帽筒与侧梁过渡

连接处之间；

[0010] 第二区域：侧梁下盖板外沿，并位于近侧横梁中心线到一系弹簧帽筒与侧梁过渡

连接处之间；

[0011] 第三区域：侧梁上盖板内沿，并位于近侧横梁中心线到一系弹簧帽筒与侧梁过渡

连接处之间；

[0012] 第四区域：侧梁下盖板内沿，并位于近侧横梁中心线到一系弹簧帽筒与侧梁过渡

连接处之间；

[0013] 其中所谓的近侧横梁，是指与各区域所在角更为接近的那一根横梁；

[0014] 在每个高分离度载荷识别点区域上粘贴至少一个应变片；称：第一区域上的应变

片为第一应变片，第二区域上的应变片为第二应变片，第三区域上的应变片为第三应变片，

第四区域上的应变片为第四应变片；同一个角上的一个第一应变片、一个第二应变片、一个

第三应变片以及一个第四应变片组成一个全桥电路结构；

[0015] 该全桥电路结构中，第一应变片与第二应变片组成邻臂，第三应变片与第四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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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组成邻臂，第一应变片与第三应变片组成对臂，第二应变片与第四应变片组成对臂。

[0016] 所述的转臂式测力构架的垂向载荷力系测试结构，其中：在测力构架的每个角布

置有至少一组备用全桥电路结构。

[0017]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转臂式测力构架的垂向载荷力系测试结构的制作方法，该转臂

式测力构架具有两根侧梁与两根横梁，两根侧梁的两端构成该测力构架的四角，其特征在

于，该制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8] (1)在该四角上都定义有四个高分离度载荷识别点区域，分别为：

[0019] 第一区域：侧梁上盖板外沿，并位于近侧横梁中心线到一系弹簧帽筒与侧梁过渡

连接处之间；

[0020] 第二区域：侧梁下盖板外沿，并位于近侧横梁中心线到一系弹簧帽筒与侧梁过渡

连接处之间；

[0021] 第三区域：侧梁上盖板内沿，并位于近侧横梁中心线到一系弹簧帽筒与侧梁过渡

连接处之间；

[0022] 第四区域：侧梁下盖板内沿，并位于近侧横梁中心线到一系弹簧帽筒与侧梁过渡

连接处之间；

[0023] 其中所谓的近侧横梁，是指与各区域所在角更为接近的那一根横梁；

[0024] (2)在每个高分离度载荷识别点区域上粘贴多个应变片；称：第一区域上的应变片

为第一应变片，第二区域上的应变片为第二应变片，第三区域上的应变片为第三应变片，第

四区域上的应变片为第四应变片；用同一个角上的任意一个第一应变片、任意一个第二应

变片、任意一个第三应变片以及任意一个第四应变片都能够组成一组全桥电路结构；

[0025] 每个全桥电路结构中，第一应变片与第二应变片组成邻臂，第三应变片与第四应

变片组成邻臂，第一应变片与第三应变片组成对臂，第二应变片与第四应变片组成对臂；

[0026] (3)将贴有应变片的构架结构在多通道加载测力构架标定试验台上进行静态标

定，并逐一地对每个全桥电路结构进行解耦计算，寻找到相互解耦精度最高的一组或几组

组桥结构，或者寻找到能够满足解耦精度要求的一组或几组组桥结构；

[0027] (4)根据最终确定的组桥结构，完成测力构架的制作。

[0028] 所述的转臂式测力构架的垂向载荷力系测试结构的制作方法，其中：步骤(4)中，

在测力构架的每个角布置有至少一组备用组桥结构。

[0029] 本发明针对转臂定位式转向架构架的受力特性，在轴箱转臂上方的侧梁上盖板、

下盖板边缘粘贴应变片组成全桥电路，并在构架四角的对称位置处布置相同的四个全桥电

路分别四个位置的垂向载荷，然后进行组合计算得到浮沉、侧滚和扭转三种垂向载荷系，能

够极大地提高测试精度。

[0030] 本发明依据构架的运动特性，直接针对构架浮沉力系、侧滚力系、扭转力系测试需

要，设计了转向架测力构架；根据转臂定位式转向架的受力特性，在构架的四个垂向受力位

置设计了独立的全桥电路，在细致计算的基础上使得浮沉、侧滚、扭转三种组合测试力系具

有更大的响应水平，同时使其它力系产生的干扰响应比测试响应大约低两个数量级，以确

保各力系的解耦精度。转向架测力构架的提出既保证了测试精度，又使测得的载荷与结构

应变之间呈现较好的准静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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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CR400AF拖车测力构架的俯视示意图；

[0032] 图1A是CR400AF拖车测力构架的垂向载荷测试结构的桥路结构图；

[0033] 图2、图3是CR400AF拖车测力构架垂向载荷测试结构的应变片粘贴区域；

[0034] 图4是CR400BF拖车测力构架的俯视示意图；

[0035] 图4A是CR400BF拖车测力构架的垂向载荷测试结构的桥路结构图；

[0036] 图5、图6是CR400BF拖车测力构架垂向载荷测试结构的应变片粘贴区域。

[0037] 附图标记说明：1-第一应变片；2-第二应变片；3-第三应变片；4-第四应变片；Q1-

一位角；Q2-二位角；Q3-三位角；Q4-四位角；51-一系弹簧帽筒；71-横梁；81-侧梁上盖板外

沿；82-侧梁下盖板外沿；83-侧梁上盖板内沿；84-侧梁下盖板内沿；S1-范围；S2-范围。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结合附图，介绍转向架测力构架的制作方法如下：

[0039] (1)采用有限元方法建立转臂式测力构架的有限元模型，对构架结构施加模拟载

荷，针对垂向载荷力系在构架上设计应变组桥方式，确定测力构架高分离度载荷识别点区

域。

[0040] 该步骤(1)中，寻找构架上高分离度载荷识别点区域的具体过程与步骤，并不属于

本发明所要求保护的范围之内，也不会影响公众使用本发明来进行载荷测试，因此，本发明

不予赘述。

[0041] 本发明可以确定的是：如图1所示的典型的转臂式测力构架(以CR400AF拖车测力

构架为例)，具有两根侧梁与两根横梁71，两根侧梁的两端构成该测力构架的四角，该四角

分别命名为一位角Q1、二位角Q2、三位角Q3与四位角Q4，在每个角上都有四个高分离度载荷

识别点区域，分别为：

[0042] 第一区域：侧梁上盖板外沿81，并位于近侧横梁71中心线到一系弹簧帽筒51(如图

1所示)与侧梁过渡连接处之间(如范围S1所示)；

[0043] 第二区域：侧梁下盖板外沿82，并位于近侧横梁71中心线到一系弹簧帽筒51(如图

1所示)与侧梁过渡连接处之间(如范围S1所示)；

[0044] 第三区域：侧梁上盖板内沿83，并位于近侧横梁71中心线到一系弹簧帽筒51(如图

1所示)与侧梁过渡连接处之间(如范围S2所示)；

[0045] 第四区域：侧梁下盖板内沿84，并位于近侧横梁71中心线到一系弹簧帽筒51(如图

1所示)与侧梁过渡连接处之间(如范围S2所示)；

[0046] 其中所谓的近侧横梁，是指与各区域所在角更为接近的那一根横梁。

[0047] (2)在每个高分离度载荷识别点区域上粘贴多个应变片；称：第一区域上的应变片

为第一应变片1，第二区域上的应变片为第二应变片2，第三区域上的应变片为第三应变片

3，第四区域上的应变片为第四应变片4；由于第一应变片1、第二应变片2、第三应变片3以及

第四应变片4均有多个，因此用任意一个第一应变片1、任意一个第二应变片2、任意一个第

三应变片3以及任意一个第四应变片4都能够组成一组全桥电路结构；如图1A所示，每个全

桥电路结构中，第一应变片1与第二应变片2组成邻臂，第三应变片3与第四应变片4组成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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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第一应变片1与第三应变片3组成对臂，第二应变片2与第四应变片4组成对臂；

[0048] (3)将贴有应变片的构架结构在多通道加载测力构架专用标定试验台上进行静态

标定，并逐一地对每个全桥电路结构进行解耦计算，寻找到相互解耦精度最高的一组或几

组组桥结构，或者寻找到能够满足解耦精度要求的一组或几组组桥结构；

[0049] 其中，所谓解耦精度，是指全桥电路输出对于被测试力系的响应能力大小，以及其

他干扰力系(如横向载荷力系)对被测试力系在全桥电路上的影响能力。解耦精度高表示全

桥电路对被测试力系响应高，同时受干扰力系影响小。

[0050] (4)根据最终确定的组桥结构，完成测力构架的制作；即，清除多余应变片，并且，

有需要的话，在确定好的应变片粘贴位置重新粘贴应变片；若有需要的话，会在测力构架的

每个角布置至少一组备用组桥结构。

[0051] 请再参阅图4、图4A、图5、图6，是本发明应用于CR400BF拖车测力构架(另一种典型

的转臂式测力构架)时，所采用的结构与方法均与前一实施例相同，在此不予赘述。

[0052] 因此，可以认为，本发明提供的转臂式测力构架的垂向载荷力系测试结构及其制

作方法，可以应用于任何转臂式测力构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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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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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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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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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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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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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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