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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静置车辆测试的桥

梁损伤定位方法，其特征是：在两轴车辆上安装

单个无线加速度传感器形成可移动测试装备，将

所述两轴车辆逐步置于桥梁的不同位置处进行

测试，获取所述两轴车辆与桥梁系统在环境激励

下的动力响应，通过傅里叶变换对所述动力响应

进行频谱分析，得到相应的频率，比较损伤前后

当两轴车辆处于不同位置处的系统频率变化曲

线，确定桥梁损伤位置。本发明方法实施方便、效

率高，且结果直观，有效解决了传统的损伤定位

方法需要大量测试传感器、测试麻烦和数据处理

难度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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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静置车辆测试的桥梁损伤定位方法，其特征是：在两轴车辆上安装单个无

线加速度传感器形成可移动测试装备，将所述两轴车辆逐步置于桥梁的不同位置处进行测

试，获取所述两轴车辆与桥梁系统在环境激励下的动力响应，通过傅里叶变换对所述动力

响应进行频谱分析，得到相应的频率，比较损伤前后当两轴车辆处于不同位置处的系统频

率变化曲线，按如下方式确定桥梁损伤位置：

损伤前测试：将所述两轴车辆逐步置于N个区间，在每个区间上，均形成一个损伤前两

轴车辆-桥梁系统，通过检测获得N个关于损伤前两轴车辆-桥梁系统的损伤前一阶频率Fiu，

其中，上标u表示未损状态，下标i表示区间号，下标i＝1,2,…N；

损伤后测试：按照与损伤前测试相同的方法进行损伤后测试，通过检测获得N个关于损

伤后两轴车辆-桥梁系统的损伤后一阶频率Fid，上标d表示损伤状态；

则，损伤前后各区间相对频率差FDi由式(1)所表征：

频率差曲率FDCi由式(2)所表征：

定义损伤定位指标DLIi如式(3)所表征：

以损伤定位指标DLIi为纵坐标，以区间N为横坐标，绘制DLIi-N曲线，DLIi-N曲线中峰值

所在区间即为损伤区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静置车辆测试的桥梁损伤定位方法，其特征是包含以下

步骤：

步骤1、选择两轴车辆，将单个无线加速度传感器置于所述两轴车辆上，形成可移动测

试装备，所述两轴车辆的质量M的大小依据如下原则一进行确定：

原则一：能够使得两轴车辆-桥梁系统的频率相比于桥梁频率本身具有可测的区别，要

求车辆与桥梁质量比不小于1％；

步骤2、根据所述两轴车辆的轴距Lt，将长度为L的待测试桥梁等间距划分为N个区间，并

有：Lt＝L/N；

步骤3、将所述两轴车辆逐步置于桥梁的各个区间进行测试，获取两轴车辆-桥梁系统

在环境激励下的动力响应；

步骤4、通过傅里叶变换，对所获得的动力响应进行频谱分析，识别频率；

步骤5、根据损伤前后当两轴车辆处于不同位置处的系统频率变化，计算损伤定位指标

DLI，确定桥梁损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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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静置车辆测试的桥梁损伤定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梁结构监测与检测领域，更具体地说是一种基于静置车辆测试的桥梁

损伤定位方法，识别结果可用于评价桥梁的安全状态。

背景技术

[0002] 桥梁是交通工程中的关键性枢纽。在后续服役过程中，桥梁因受到各种复杂环境，

如台风、地震、洪水、腐蚀、爆炸等的侵蚀，以及不断增加的车辆载重和交通流量的长期反复

作用。材料老化疲劳、损伤不断积累，性能逐渐劣化，进而对桥梁结构的安全运营带来巨大

的隐患，由此也凸显了桥梁结构运营过程中状态监测和损伤识别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0003] 目前，对桥梁结构进行健康监测已成为土木工程学者致力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其中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对结构的损伤进行识别。利用损伤导致的结构动力特

性和动力响应的改变来识别损伤在土木行业受到了广泛关注。通常，这些基于动力的损伤

识别方法按照是否需要模型可以归结于两大类：一是基于有限元模型的方法，二是无模型

方法。对于第一类方法，通常需要根据设计图纸建立桥梁的有限元模型，作为损伤识别的参

照。然而实际的土木工程结构往往处于复杂环境中，有限元建模难度大，结果的不确定性也

较大。第二类方法，无模型的损伤识别方法不依赖于模型，不需要建立复杂的结构模型，从

而减少了计算工作量，也避免了由建模带来的误差，但是，此类方法需要较为复杂的信号处

理手段，因此难以推广应用。基于动力的损伤识别方法中按照采集信号的传感器所处的位

置，可以归结为直接法和间接法两大类；在直接法中，传感器采集桥梁本身的动力响应，属

于传统的方法，通常需要大量的传感器，导致现场工作量巨大，数据处理复杂，实施不方便；

间接法中，传感器采集桥梁上车辆的动力响应，可以通过单个安装于车辆上的传感器采集

到的信号，进行损伤识别，实施方便，具有较大的应用前景，但需要较复杂的信号处理手段。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是为避免上述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基于静置车辆测试的

桥梁损伤定位方法，通过测试两轴车辆逐步置于桥梁的不同位置处频率确定桥梁损伤位

置，以解决传统方法需要有限元模型、实施不方便、数据处理难度大和需要大量传感器的问

题。

[0005] 本发明为解决技术问题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本发明基于静置车辆测试的桥梁损伤定位方法的特点是：在两轴车辆上安装单个

无线加速度传感器形成可移动测试装备，将所述两轴车辆逐步置于桥梁的不同位置处进行

测试，获取所述两轴车辆与桥梁系统在环境激励下的动力响应，通过傅里叶变换对所述动

力响应进行频谱分析，得到相应的频率，比较损伤前后当两轴车辆处于不同位置处的系统

频率变化曲线，确定桥梁损伤位置。

[0007] 本发明基于静置车辆测试的桥梁损伤定位方法的特点也在于包含以下步骤：

[0008] 步骤1、选择两轴车辆，将单个无线加速度传感器置于所述两轴车辆上，形成可移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09839440 B

3



动测试装备，所述两轴车辆的质量M的大小依据如下原则一进行确定：

[0009] 原则一：能够使得两轴车辆-桥梁系统的频率相比于桥梁频率本身具有可测的区

别，要求车辆与桥梁质量比不小于1％；

[0010] 步骤2、根据所述两轴车辆的轴距Lt，将长度为L的待测试桥梁等间距划分为N个区

间，并有：Lt＝L/N；

[0011] 步骤3、将所述两轴车辆逐步置于桥梁的各个区间进行测试，获取两轴车辆-桥梁

系统在环境激励下的动力响应；

[0012] 步骤4、通过傅里叶变换，对所获得的动力响应进行频谱分析，识别频率；

[0013] 步骤5、根据损伤前后当两轴车辆处于不同位置处的系统频率变化，计算损伤定位

指标DLI，确定桥梁损伤位置。

[0014] 本发明基于静置车辆测试的梁结构损伤定位方法的特点也在于按如下方式确定

桥梁损伤位置：

[0015] 损伤前测试：将所述两轴车辆逐步置于N个区间，在每个区间上，均形成一个损伤

前两轴车辆-桥梁系统，通过检测获得N个关于损伤前两轴车辆-桥梁系统的一阶频率

其中，上标u表示未损状态，下标i表示区间号，下标i＝1,2,…N；

[0016] 损伤后测试：按照与损伤前测试相同的方法进行损伤后测试，通过检测获得N个关

于损伤后两轴车辆-桥梁系统的一阶频率Fid，上标d表示损伤状态；

[0017] 则，损伤前后各区间相对频率差FDi由式(1)所表征：

[0018]

[0019] 频率差曲率FDCi由式(2)所表征：

[0020]

[0021] 定义损伤定位指标DLIi如式(3)所表征：

[0022]

[0023] 以损伤定位指标DLIi为纵坐标，以区间N为横坐标，绘制DLIi-N曲线，DLIi-N曲线中

峰值所在区间即为损伤区间。

[0024] 本发明是在两轴车辆上安装单个无线加速度传感器，将两轴车辆逐步置于桥梁的

不同位置处进行测试，获取两轴车辆-桥梁系统在环境激励下的动力响应，再通过傅里叶变

换进行频谱分析，得到相应的频率，画出损伤前后当两轴车辆处于不同位置处的系统频率

变化曲线，确定桥梁损伤位置；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益效果体现在：

[0025] 1、本发明采用单个加速度传感器进行测试，通过移动两轴车辆的位置，避免了测

试过程中需要将多个传感器布置于结构上导致的测试过程中的设备数量和工作量巨大、实

施不方便、难度过高的问题。

[0026] 2、本发明很好地利用了两轴车辆-桥梁系统频率变化与损伤位置相关的特点，通

过频率测试定位损伤，整个过程采用传统经典的傅里叶变换进行信号处理，数据分析过程

简单，仅仅依据一阶频率，大大提高了定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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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3、本发明仅需要测试损伤前后，两轴车辆置于桥梁的不同位置时的系统频率，不

需要建立有限元模型，相比于传统需要有限元模型的方法，具有更好的适用性。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利用本发明方法进行损伤定位的过程示意图；

[0029] 图2为简支梁模型；

[0030] 图3为随机激励简支梁的典型动力响应；

[0031] 图4为随机激励简支梁的典型动力响应的频谱图；

[0032] 图5为单损伤简支梁定位结果；

[0033] 图6为双损伤简支梁定位结果；

[0034] 图7为两跨连续梁模型；

[0035] 图8为单损伤两跨连续梁定位结果；

[0036] 图9为双损伤两跨连续梁定位结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参见图1，本实施例中基于静置车辆测试的桥梁损伤定位方法是在两轴车辆a上安

装单个无线加速度传感器A形成可移动测试装备，将两轴车辆逐步置于桥梁的不同位置处

进行测试，获取两轴车辆与桥梁系统在环境激励下的动力响应，通过傅里叶变换对动力响

应进行频谱分析，得到相应的频率，比较损伤前后当两轴车辆处于不同位置处的系统频率

变化曲线，确定桥梁损伤位置。

[0038] 具体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基于静置车辆测试的桥梁损伤定位方法按如步骤进

行：

[0039] 步骤1、选择两轴车辆a，将单个无线加速度传感器A置于两轴车辆a上，形成可移动

测试装备，两轴车辆a的质量M的大小依据如下原则一进行确定：原则一：能够使得两轴车

辆-桥梁系统的频率相比于桥梁频率本身具有可测的区别，要求车辆与桥梁质量比不小于

1％。

[0040] 步骤2、根据两轴车辆a的轴距Lt，将长度为L的待测试桥梁等间距划分为N个区间，

并有：Lt＝L/N。

[0041] 步骤3、将两轴车辆a逐步置于桥梁的各个区间进行测试，图1中示出了两轴车辆a

在桥梁的区间1、区间2、区间i、区间N-1和区间N进行测试，获取两轴车辆-桥梁系统在环境

激励下的动力响应。

[0042] 步骤4、通过傅里叶变换，对所获得的动力响应进行频谱分析，识别频率。

[0043] 步骤5、根据损伤前后当两轴车辆处于不同位置处的系统频率变化，计算损伤定位

指标DLI，确定桥梁损伤位置。

[0044] 两轴车辆静置后，其与桥梁形成的两轴车辆-桥梁系统的频率将发生改变，在损伤

位置处的频率的改变与其它位置处有显著的不同；因此，本实施例中按如下方式确定桥梁

损伤位置：

[0045] 损伤前测试：将两轴车辆逐步置于N个区间，在每个区间上，均形成一个损伤前两

轴车辆-桥梁系统，通过检测获得N个关于损伤前两轴车辆-桥梁系统的损伤前一阶频率F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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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上标u表示未损状态，下标i表示区间号，下标i＝1,2,…N。

[0046] 损伤后测试：按照与损伤前测试相同的方法进行损伤后测试，通过检测获得N个关

于损伤后两轴车辆-桥梁系统的损伤后一阶频率Fid，上标d表示损伤状态。

[0047] 则，损伤前后各区间相对频率差FDi由式(1)所表征：

[0048]

[0049] 频率差曲率FDCi由式(2)所表征：

[0050]

[0051] 定义损伤定位指标DLIi如式(3)所表征：

[0052]

[0053] 以损伤定位指标DLIi为纵坐标，以区间N为横坐标，绘制DLIi-N曲线，DLIi-N曲线中

峰值所在区间即为损伤区间。

[0054] 实施例1：

[0055] 图2所示简支梁长度为20m，弹性模量为7.5×1010N/m2，密度为2.7×103kg/m3，横截

面为正方形截面，边长为0.2m，等间距划分为30个区间。采用数值模拟的手段，划分为20个

平面欧拉梁单元模拟，采样频率为100Hz，时间为200s。采用随机激励，通过Newmark-β法计

算该梁的动力响应。本实施例考虑如下两种工况：

[0056] (1)单损伤工况：区间17，截面刚度折减为原始值的70％；

[0057] (2)双损伤工况：区间12，截面刚度折减为原始值的80％；区间20，截面刚度折减为

原始值的75％。

[0058] 识别步骤：

[0059] S1：选择质量为50kg的两轴车辆a；

[0060] S2：设置两轴车辆停放位置30个，等距离分布；

[0061] S3：选择单个无线加速度传感器，置于两轴车辆上，形成可移动的测试装备；

[0062] S4：将两轴车辆逐步置于桥梁的各个区间，在每个区间形成两轴车辆-等截面梁系

统，获取两轴车辆-桥梁系统在环境激励下的动力响应，典型的加速度动力响应如图3所示；

[0063] S5：通过傅里叶变换，对所获得的动力响应进行频谱分析，典型频谱图如图4所示，

峰值明显，识别频率；

[0064] S6：计算损伤定位指标DLI，确定桥梁损伤位置。单损伤工况和双损伤工况下的定

位结果分别如图5和图6所示。

[0065] 实施例2：

[0066] 图7所示的两跨连续梁悬臂梁，各跨长度为15m，其它参数、求解方法和识别过程与

实施例1相同，同样考虑两种工况：

[0067] (1)单损伤工况：区间23，截面刚度折减为原始值的80％；

[0068] (2)双损伤工况，区间10，截面刚度折减为原始值的70％，区间23，截面刚度折减为

原始值的75％。单损伤工况和双损伤工况下的定位结果分别如图8和图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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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实施例1和实施例2验证了本发明方法采用单个加速度传感器测试，通过移动两轴

车辆的位置，测量多个系统频率，通过构建的定位指标能有效实现损伤定位；本发明有效解

决了传统的损伤识别方法测试过程中的设备数量、数据处理难度大和需要有限元模型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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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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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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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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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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