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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落锤式钢丝绳冲击破坏

试验装置及方法，由固定立桩、钢丝绳连接件、预

紧系统、冲击系统、测量系统组成，钢丝绳的两端

绳头通过钢丝绳连接件固定在左右两侧的固定

立桩上，设置在左侧固定立桩上的预紧系统施力

拉紧钢丝绳，设置在钢丝绳中点处的冲击系统由

上而下对钢丝绳进行冲击，钢丝绳上及旁侧设置

测量系统进行张力振动检测分析。本发明可以实

现钢丝绳受不同预紧力下的绳体表面落锤横向

冲击工况，并检测及分析钢丝绳的张力振动等动

态响应以及钢丝绳的损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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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落锤式钢丝绳冲击破坏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由固定立桩、钢丝绳连接件、预

紧系统、冲击系统、测量系统组成，钢丝绳的两端绳头通过钢丝绳连接件固定在左右两侧的

固定立桩上，设置在左侧固定立桩上的预紧系统施力拉紧钢丝绳，设置在钢丝绳中点处的

冲击系统由上而下对钢丝绳进行冲击，钢丝绳上及旁侧设置测量系统进行张力振动检测分

析；

所述预紧系统包括自锁的蜗轮蜗杆减速器、梯形丝杠，所述梯形丝杠穿过左侧固定立

桩上的通孔与之形成间隙配合，梯形丝杠外端配合连接蜗轮蜗杆减速器，蜗轮蜗杆减速器

的蜗轮通过推球轴承与左侧固定立桩构成旋转副；所述蜗轮蜗杆减速器由电机驱动，带动

梯形丝杠轴向转动，拉紧固定在其上的钢丝绳左端；

所述冲击系统包括导轨、电葫芦、触发器、落锤，两个圆钢导轨位于整绳中点位置两侧

地面固定，顶部相连且下方固连有电葫芦；重锤通过导靴与导轨形成垂直方向移动副，重锤

顶部固定吊环，吊环挂在触发器上；所述触发器包括触发板及其上的触发挂钩和复位弹簧，

触发挂钩与触发板形成铰链，触发挂钩上端开孔并连接触发绳，触发绳另一端固定在与底

部钢丝绳试样等高处；触发挂钩上端一侧固连复位弹簧，复位弹簧另一端固定在触发板上，

吊环挂在触发挂钩下侧弯曲处，触发板上部连接细钢丝绳，细钢丝绳缠绕在电葫芦上；

所述测量系统包括左右两侧各设置的拉力传感器、三向加速度传感器，以及高速摄像

机、采集分析系统：两个拉力传感器分别固连在钢丝绳连接件与固定立桩之间，测量钢丝绳

两端的张力变化；两个三向加速度传感器分别固连在钢丝绳的左端、右端，测量冲击横波到

达该测点的时刻；高速摄像机置于钢丝绳一侧，拍摄落锤冲击过程钢丝绳的变形，后期通过

采集分析系统进行视频分析获得钢丝绳振动位移波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落锤式钢丝绳冲击破坏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触发绳一端固

定在与底部钢丝绳试样等高处，根据需要的冲击速度计算重锤位移，预留相同长度的触发

绳；通过遥控器控制电葫芦旋转带动细钢丝绳上提，细钢丝绳带动触发器向上，触发器上升

至触发绳拉直后，触发绳将重锤顶部的固定吊环从触发挂钩上拉脱，则重锤自由落体向下

冲击；吊环拉脱后，下放触发器，触发挂钩在弹簧的拉力下复位，继续进行悬挂吊环，下一次

实验中电葫芦下放触发器挂上底部重锤再向上提升重复动作。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落锤式钢丝绳冲击破坏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立桩

包括相向设置左侧固定立桩和右侧固定立桩，间距大于钢丝绳长度1.5m，固定立桩与地面

固定牢靠。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落锤式钢丝绳冲击破坏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钢丝绳连

接件为两只钢丝绳楔形连接块，钢丝绳两端绳头分别穿过两只钢丝绳楔形连接块与两侧固

定立桩固连；其中，钢丝绳楔形连接块的外端通过圆柱销外螺纹吊环连接拉力传感器的一

端，拉力传感器的另一端通过圆柱销外螺纹吊环连接右侧固定立桩或左侧固定立桩上的梯

形丝杠，所有吊环均形成铰链。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落锤式钢丝绳冲击破坏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预紧系统

包括电机、蜗轮蜗杆减速器、梯形丝杠、推球轴承，控制电机旋转带动蜗杆，蜗杆带动涡轮旋

转，涡轮与梯形丝杠螺纹连接，使梯形丝杠轴向运动拉紧钢丝绳，其中蜗轮通过推球轴承被

左侧立桩支撑旋转，待测量系统显示钢丝绳拉力达到预定值，电机停转。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落锤式钢丝绳冲击破坏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电机停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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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梯形丝杠、蜗轮蜗杆自锁，蜗轮不可逆向带动蜗杆旋转；蜗轮蜗杆自锁的条件满足：蜗

轮副摩擦系数不低于0.06，螺旋角小于3度29分11秒。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落锤式钢丝绳冲击破坏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轨顶部

通过四根斜拉钢丝与地面固连；重锤底部冲击接触部分作一小圆台，防止冲击瞬时圆柱边

缘切伤钢丝绳。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落锤式钢丝绳冲击破坏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高速摄像

机的摄像帧率在1000fps以上。

9.根据权利要求1至8任一所述的落锤式钢丝绳冲击破坏试验装置的工作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通过电葫芦将重锤抬起脱离试验钢丝绳表面，调节预紧系统使钢丝绳松弛，检查各

连接件牢固性，开启采集分析系统实时采集记录各传感器数值；再调节预紧系统拉紧钢丝

绳，待拉力传感器的张力达到预定张力后停机，保持钢丝绳张力稳定；

2)通过自由落体运动公式l＝0.5*gt2及v＝gt，根据需要的冲击速度计算重锤需要的下

落位移，调整触发绳预留相同长度；

3)开启高速摄像机录像，通过遥控电葫芦提升重锤直到触发绳拉紧并拉脱触发挂钩，

重锤下落并冲击钢丝绳，此时复位弹簧已将触发挂钩复位；

4)待各传感器采集数值平稳后，停止本次数据采集，并保存数据；在进行下一次冲击试

验时，首先利用电葫芦将触发器下放并挂上重锤，并重复以上操作。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落锤式钢丝绳冲击破坏试验装置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

技术指标如下：

试样：钢丝绳，直径8-12mm，长度5-10m；

钢丝绳预张力：0-3t；

落锤质量：20-30kg；

冲击瞬时速度：0-10m/s；

张力分析范围：0-10t；

振幅分析范围：0-±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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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落锤式钢丝绳冲击破坏试验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钢丝绳冲击破坏检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落锤式钢丝绳冲击破坏

试验装置及方法，可以实现钢丝绳预张紧后的径向落锤外部冲击，用来研究钢丝绳受冲击

后动态响应及破坏机制。

背景技术

[0002] 钢丝绳由高强度柔韧钢丝捻制而成，具备优良的拉伸弯曲性能，在提吊、运输等诸

多工程作业领域内应用广泛，而由于其典型的柔韧性和高强度特性，在特殊的工程防护领

域也有重要的应用，如道路护栏、军舰阻拦索等，钢丝绳负责拦截运动构件并使其减速停

车，将设备动能吸收为自身弹性势能从而避免设备与其他物体产生高速碰撞损害。在其工

作过程中，钢丝绳将承受巨大的横向碰撞冲击，在绳索类高速公路护栏发生交通事故时，车

辆对护栏钢丝绳的直接碰撞，冲击时速在60-120km/h左右；而在航母舰载机阻拦索工况中，

阻拦钢丝绳拦截机体的瞬时速度可达200km/h以上。钢丝绳的拦截性能包括被拦截体的破

坏程度、减速时间、停车位移以及钢丝绳本身的受力和破坏状态，相关参数不仅与冲击体的

速度、质量、形状以及碰撞位置等有关系，还与钢丝绳本身的预紧状态、冲击次数以及属性

参数有关，特别是对舰载机阻拦索的使用状态，要求一定的耐冲击次数和苛刻的拦截可靠

性性，而冲击次数的极限直接与钢丝绳内部的破坏程度相关。因此，研制一种钢丝绳冲击破

坏试验方法及装置，开展钢丝绳预紧后落锤冲击的动态响应及破坏机制实验研究，对于探

寻钢丝绳预紧状态、属性参数以及冲击体速度、质量等与钢丝绳拦截性能和损伤机理的作

用关系，进一步提高钢丝绳的冲击耐受性和拦截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

[0003] 目前对于钢丝绳冲击破坏的研究较少，相近的有，专利号为CN201410728399.5公

布了一种用于千米深井缠绕提升钢丝绳冲击摩擦试验系统，该装置实现了两个旋转轮绳的

接触碰撞，用于研究绳与绳表面冲击碰撞损伤机制，但该装置主要模拟缠绕式提升机摩擦

轮绳槽内的绳与绳的摩擦，与苛刻的防护钢丝绳所受外部剧烈冲击明显不同；专利号为

CN201820173515.5公布了一种生产工程用高效钢丝绳冲击切断设备，该装置实现了钢丝绳

的快速冲击切断，且保证了切面的光滑，但该装置应用工况为切断，未涉及钢丝绳的拦截性

能；专利号为CN201410271323.4一种摩擦衬垫-提升钢丝绳动态摩擦传动试验装置及方法，

整机模拟了摩擦式提升机的运转形式，其中激振机构和钢丝绳和状态监测机构可实现提升

容器的横纵向激振及其张力、振动监测，但该装置为钢丝绳缠绕运动，钢丝绳同样未受到横

向剧烈冲击。现有钢丝绳冲击张力振动装置或方法存在的问题主要为：针对拦截用钢丝绳

的苛刻冲击应用工况未见体现，所述的应用工况均未涉及钢丝绳的拦截性能检测和冲击破

坏分析。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落锤式钢丝绳冲击

破坏试验装置及方法，可以实现钢丝绳受不同预紧力下的绳体表面落锤横向冲击工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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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及分析钢丝绳的张力振动等动态响应以及钢丝绳的损伤机制。

[0005] 技术方案：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落锤式钢丝绳冲击破坏试验装置主要由固定立桩、钢丝绳连接件、预紧系统、冲击

系统、测量系统组成。固定立桩分为左右两个，分别用于固定钢丝绳两端，保证立桩间距大

于试验钢丝绳长度1.5m左右，为拉力传感器等留有安装空间，立桩应与地面固定牢靠，满足

钢丝绳预紧力及弹射过程立桩不变形、不晃动；钢丝绳连接件为两只钢丝绳专用楔形块，分

别与钢丝绳两端绳头相连，楔形块可保证钢丝绳越拉越紧，避免冲击过程的绳头松动。

[0007] 预紧系统包括电机、带自锁功能的蜗轮蜗杆减速器、梯形丝杠、推球轴承，控制电

机旋转带动蜗杆，蜗杆带动蜗轮旋转，蜗轮与丝杠螺纹连接，使丝杠轴向运动拉紧试验钢丝

绳，其中蜗轮通过推球轴承被左侧立桩支撑旋转，待测量系统显示钢丝绳拉力达到预定值，

电机停转，一方面梯形丝杠带有一定自锁能力，另一方面蜗轮蜗杆自锁，即蜗轮不可逆向带

动蜗杆旋转，使钢丝绳预紧张力的保持分担到丝杠和蜗轮蜗杆的齿间摩擦力，而不会传递

到驱动电机而造成过载损毁，蜗轮蜗杆自锁的条件需满足：蜗轮副摩擦系数不低于0.06，螺

旋角(导程角)小于3°29′11″。

[0008] 冲击系统包括导轨、落锤、触发器、电葫芦以及绳索、挂钩等连接件，采用两根圆钢

垂直树立在实验钢丝绳中点位置的两侧，并用钢板使导轨的两端焊接，底部固定在地面，由

于导轨较高，采用四根细钢丝绳从导轨顶部分别向前后左右四个方向拉紧，并固定在地面

上，保证导轨稳定可靠。落锤采用圆柱形铸铁块，落锤底部冲击接触部分作一小圆台，防止

冲击瞬时圆柱边缘切伤钢丝绳，落锤顶部两侧连接两个导靴，分别套在两个导轨上，限制落

锤在垂直方向运动，落锤顶部中心连接吊环。吊环挂在触发挂钩底部弯曲处，触发挂钩与触

发板形成铰链连接，挂钩上部开孔并连接触发尼龙绳，上部一侧连接复位弹簧，复位弹簧可

使触发挂钩在落锤脱离后复位以便下一次实验继续悬挂落锤。触发板上部连接细钢丝绳

(直径3mm左右)，细钢丝绳缠绕在电葫芦上，通过遥控器可控制电葫芦旋转带动细钢丝绳而

带动触发板上提，则触发板上的触发挂钩挂着重锤向上提起，从而实现将冲击后落在底部

的重锤向上提升，其中触发尼龙绳下端固定于与钢丝绳等高，当提升到一定位置后，尼龙绳

被拉紧，继续提升则尼龙绳拉开触发挂钩使吊环脱离，重锤即开始自由落体冲击下方钢丝

绳，尼龙绳的收紧长度即重锤下落位移，由自由落体加速度可获得冲击碰撞的瞬时速度。

[0009] 测量系统包括传感器、高速摄像机以及采集分析系统，拉力传感器两侧分别通过

螺纹配合与吊环连接，吊环通过圆柱销与立桩或楔形块相连，两侧拉力传感器分别测量绳

两端的张力变化。三向加速度传感器通过螺钉连接固连在试验钢丝绳的左端、右端，为保证

连接可靠性，三向加速度传感器与钢丝绳直接垫有摩擦衬垫，三向加速度传感器测量冲击

横波到达该测点的时刻。高速摄像机置于钢丝绳一侧，摄像帧率1000fps以上，用以拍摄落

锤冲击过程钢丝绳的变形，后期通过视频分析获得钢丝绳振动位移波形。

[0010]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落锤式钢丝绳冲击破坏试验方法及装置，采用高位重锤自由

落体冲击钢丝绳实现了较强的冲击烈度，包括较大的质量和速度；采用螺旋丝杠实现钢丝

绳不同载荷下的预紧，两对圆锥滚子轴承的使用保证了其拉伸支撑强度；采用电葫芦与触

发器的配合使落锤冲击具有瞬时性、可控性并保证了操作的快捷、安全性；采用了自锁功能

的丝杠和蜗轮蜗杆，实现了快速加载和预紧力保持；采用了拉力传感器、多点加速度传感器

以及高速摄像的综合方法测试钢丝绳动态响应，实现了钢丝绳受冲击弹射后的张力振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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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响应过程的实时精确检测和分析。

[0011] 技术指标如下：

[0012] 试样：钢丝绳，直径8-12mm，长度5-10m

[0013] 钢丝绳预张力：0-3t，可调；

[0014] 落锤质量：20-30kg，可调；

[0015] 冲击瞬时速度：0-10m/s,可调；

[0016] 张力分析范围：0-10t；

[0017] 振幅分析范围：0-±30mm。

附图说明

[0018] 图1、2为本发明专利结构图；

[0019] 图3、4、5、6为本发明专利的实施效果图。

[0020] 图中，1、预紧电机2、蜗杆3、涡轮4、推力轴承5、左端立桩6、梯形丝杠7、左端拉力传

感器8、左端三向加速度传感器9、高速摄像机10、导轨11、重锤12、电葫芦13、触发绳14、钢丝

绳试样15、固定衬垫16、右端三向加速度传感器17、钢丝绳楔形连接块18、右端拉力传感器

19、外螺纹吊环20、连接销21、右端立桩22、斜拉钢丝23、导靴24、吊环25、触发挂钩26、触发

板27、复位弹簧28、提升钢丝绳。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22] 一种落锤式钢丝绳冲击破坏试验装置主要由固定立桩、钢丝绳连接件、预紧系统、

冲击系统、测量系统组成。左侧固定立桩5和右侧固定立桩21用于支撑整个钢丝绳机构，试

验钢丝绳14两端绳头分别穿入钢丝绳专用楔形块17，左右楔形块通过圆柱销20及外螺纹吊

环19分别连接拉力传感器7、18，右侧拉力传感器通过一套圆柱销外螺纹吊环19与固定立桩

21连接，左侧拉力传感器通过另一套圆柱销外螺纹吊环19与梯形丝杠6连接，所有圆柱销外

螺纹吊环均形成铰链，拉力传感器用以测量左右两端钢丝绳张力。梯形丝杠穿过左侧立桩5

通孔形成间隙配合，梯形丝杠6与带有内螺纹孔的蜗轮3形成螺纹配合，蜗轮3通过推球轴承

4与固定立桩5构成旋转副，蜗轮3与蜗杆2配合并由电机1驱动。圆钢导轨10固定于地面，并

位于整绳中点位置，重锤11通过导靴23与导轨形成垂直方向移动副，重锤顶部固定吊环24，

吊环挂在触发挂钩25下侧弯曲处，触发挂钩25与触发板26形成铰链，触发挂钩25上端开孔

并连接触发绳13，触发绳13另一端固定在与底部试验钢丝绳14等高处，通过自由落体运动

公式l＝0.5*gt2及v＝gt，根据需要的冲击速度计算重锤11位移，即可预留相应长度的触发

绳(预留时重锤11位于底部，并考虑减去重锤本身高度等来保证精确的自由落体高度)触发

挂钩25上端一侧固连复位弹簧27，弹簧另一端固定在触发板26上，触发挂钩25与触发板26

在触发挂钩形状弯折位置形成铰链连接，触发板26上部固连在细钢丝绳28上，细钢丝绳28

缠绕在电葫芦12上的卷筒内，电葫芦12固定在导轨10的顶部，导轨10顶部通过四根斜拉钢

丝22与地面固连，四个方向各一根保证系统的稳定性。三向加速度传感器8、16分别通过固

定衬垫15固定在钢丝绳14左右端用以测量振动到达的时间点，高速摄像机9固定于钢丝绳

14一侧测量某点振动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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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在实验中，首先控制电葫芦12旋转，带动触发板26上提，触发板上的触发挂钩25挂

着重锤11顶部的吊环24，将重锤11稍抬起(刚脱离试验钢丝绳14表面)通过电机1和蜗轮蜗

杆2、3调节丝杠6使钢丝绳14松弛，检查各连接件牢固性，然后开启采集系统实时采集记录

各传感器数值，通过控制电机1驱动向左拉紧钢丝绳14，待拉力传感器7和18的张力达到预

定张力后停机，丝杠及蜗轮蜗杆自锁保持钢丝绳张力。根据设定的冲击速度计算出需要的

下落位移，调整尼龙触发绳13的预留长度，并使触发绳13均匀摆放在无杂物的平面上以保

证提升时不挂物、不打结。开启高速摄像机9录像，通过遥控电葫芦12提升重锤11直到触发

绳13拉紧并拉脱触发挂钩25，重锤11下落并冲击钢丝绳14，此时复位弹簧27已将触发挂钩

25复位。待各传感器采集数值平稳后，停止本次数据采集，并保存数据。在进行下一次冲击

试验时，首先利用电葫芦12将触发器下放并挂上重锤11，并重复以上操作，达到一定冲击次

数后，取下试验钢丝绳进行拉伸破断实验。

[0024] 技术指标如下：

[0025] 试样：钢丝绳，直径8-12mm，长度5-10m；

[0026] 钢丝绳预张力：0-3t，可调；

[0027] 落锤质量：20-30kg，可调；

[0028] 冲击瞬时速度：0-10m/s，可调；

[0029] 张力分析范围：0-10t；

[0030] 振幅分析范围：0-±30mm。

[0031] 实施例

[0032] 本专利中分析内容为钢丝绳预紧力为3t，冲击瞬时速度为10m/s，高速摄像拍摄钢

丝绳落锤视频截图如图3(中点位置)，视频跟踪处理所得振动位移如图4，可以看出，冲击后

钢丝绳振动为均匀的振荡衰减振动。将拉力传感器采集的钢丝绳张力信号绘制如图5，钢丝

绳张力出现瞬时冲击峰值，且钢丝绳剩余预紧张力损失为原来的80％左右，将加速度传感

器采集振动信号绘制如图6，可以获得两侧位置由于冲击导致的峰值波动。

[0033] 通过获得的钢丝绳落锤冲击后的张力振动变化规律表明，本发明装置及分析方法

的实施效果切实有效，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003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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