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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起重设备重量标定和试

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对起重机上的吊具进

行清扫；2)对载荷进行安全性检查；3)将吊具进

行空载起吊；4)根据需标定/试重的范围，选择相

应的载荷吊挂在吊具的钩头上，缓慢提升载荷，

使载荷离开地面或水面，并保持载荷处于静止状

态若干分钟；5)将载荷连同吊具的吊载总重量与

传感器的显示重量进行对比，若吊载总重量与传

感器的显示重量保持一致，则缓慢下降载荷并移

除，若吊载总重量与传感器的显示重量不一致，

则核查载荷连同吊具的重量以及传感器的灵敏

度，确认无误后再次按照上述步骤进行重量标

定。本发明实现一种可调节的、无需重复更换载

荷的方式来进行标定和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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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起重设备重量标定和试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对起重机上的吊具进行清扫；

2)对载荷进行安全性检查；

3)将吊具进行空载起吊；

4)根据需标定/试重的范围，选择相应的载荷吊挂在吊具的钩头上，缓慢提升载荷，使

载荷离开地面或水面，并保持载荷处于静止状态若干分钟；

5)将载荷连同吊具的吊载总重量与传感器的显示重量进行对比，若吊载总重量与传感

器的显示重量保持一致，则缓慢下降载荷并移除，若吊载总重量与传感器的显示重量不一

致，则核查载荷连同吊具的重量以及传感器的灵敏度，确认无误后再次按照上述步骤进行

重量标定。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起重设备重量标定和试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

中，对于标定/试重范围在10T～330T的，被吊载荷选用干式试重箱；

对于标定/试重范围在330T～4000T的，被吊载荷选用试重水箱；

对于标定/试重范围在4000T～17000T的，被吊载荷选用无动力驳船。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起重设备重量标定和试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干式试重

箱的自重为10T，通过在干式试重箱内增减5T或10T的配重块使其达到330T以下的固定吨

位。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起重设备重量标定和试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试重水箱

的自重为320T，通过将水注入到试重水箱内达到固定吨位。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起重设备重量标定和试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无动力驳

船的自重为3200T，通过往其分布的压载舱内注水使其最大重量达17000T。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起重设备重量标定和试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

中，清扫包括对各润滑点、轴承、销轴加注润滑油，并对机、电、液部件进行检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起重设备重量标定和试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

中，检查完毕后，还需准备相应的钢丝绳、卸扣。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起重设备重量标定和试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

中，将吊具进行空载起吊，具体为将钩头分别以快、慢两挡的速度提升以检查设备各部件是

否存在问题。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起重设备重量标定和试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

中，载荷离开地面或水面不小于一米，并保持载荷处于静止状态不小于五分钟。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起重设备重量标定和试重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步骤

6)，卸除载荷后，对起重设备进行全方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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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起重设备重量标定和试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起重设备的标定和试重，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起重设备重量标定和

试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伴随机械重工装备行业的不断发展，对起重设备的起重能力大小的要求也越来越

大。为保证起重机起吊的重量与屏幕显示的数值一致，需对其传感器进行标定工作，通常采

用的是用钢丝绳将已知吨位的载荷吊挂在起重机钩头下，待其悬空静止后进行标定。同时，

为了验证起重设备各机构的可靠性和金属结构的承载能力，需对起重设备进行试重。无论

是标定还是试重的过程，都是通过外加载荷来进行验证的。

[0003] 如今，机械重工装备向大型化方向深入发展，诸如目前振华重工所制造的世界重

大的全回转浮式起重机12000T浮吊，起重量高达12000T，在起重能力有了跨越式提升的同

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无法寻找到合适的标定和试重载荷。此外，不论是标定还是试

重，其标定或试重的过程是由小到大包含多个吨位的，采用传统的固体吊装方法，需根据不

同吨位频繁更换载荷。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缺陷，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起重设备重量标定和

试重方法，实现一种可调节的、无需重复更换载荷的方式来进行标定和试重。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起重设备重量标定和试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对起重机上的吊具进行清扫；

[0008] 2)对载荷进行安全性检查；

[0009] 3)将吊具进行空载起吊；

[0010] 4)根据需标定/试重的范围，选择相应的载荷吊挂在吊具的钩头上，缓慢提升载

荷，使载荷离开地面或水面，并保持载荷处于静止状态若干分钟；

[0011] 5)将载荷连同吊具的吊载总重量与传感器的显示重量进行对比，若吊载总重量与

传感器的显示重量保持一致，则缓慢下降载荷并移除，若吊载总重量与传感器的显示重量

不一致，则核查载荷连同吊具的重量以及传感器的灵敏度，确认无误后再次按照上述步骤

进行重量标定。

[0012] 所述步骤4)中，对于标定/试重范围在10T～330T的，被吊载荷选用干式试重箱；

[0013] 对于标定/试重范围在330T～4000T的，被吊载荷选用试重水箱；

[0014] 对于标定/试重范围在4000T～17000T的，被吊载荷选用无动力驳船。

[0015] 所述干式试重箱的自重为10T，通过在干式试重箱内增减5T或10T的配重块使其达

到330T以下的固定吨位。

[0016] 所述试重水箱的自重为320T，通过将水注入到试重水箱内达到固定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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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所述无动力驳船的自重为3200T，通过往其分布的压载舱内注水使其最大重量达

17000T。

[0018] 所述步骤1)中，清扫包括对各润滑点、轴承、销轴加注润滑油，并对机、电、液部件

进行检查。

[0019] 所述步骤2)中，检查完毕后，还需准备相应的钢丝绳、卸扣。

[0020] 所述步骤3)中，将吊具进行空载起吊，具体为将钩头分别以快、慢两挡的速度提升

以检查设备各部件是否存在问题。

[0021] 所述步骤4)中，载荷离开地面或水面不小于一米，并保持载荷处于静止状态不小

于五分钟。

[0022] 还包括步骤6)，卸除载荷后，对起重设备进行全方位检查。

[0023] 在上述的技术方案中，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起重设备重量标定和试重方法，具有

安全性高、适用范围广、成本低、可推广性强等特点。采用干式试重箱、水箱、驳船等载具可

有效避免因捆绑不牢导致的安全事故；最大试重吨位高达17000T，填补了起重行业大型吨

位载荷试验的空白；采用水箱或驳船进行载荷试验，可直接取用江、海水进行加注。可选择

不同的组合方式来满足所需试验吨位，无需频繁更换载荷，缩短了试验时间，节省了载荷使

用费、转运费及人工费等方面的成本；采用上述方案进行载荷试验的已应用于烟台打捞局

“德合轮”(5000T)、上海打捞局“创力轮”(4500T)、振华30轮(12000T)等项目，对于大型吨位

的起重类机器均可采用上述方法进行载荷试验。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用于标定/试重范围在10T～330T的，采用干式试重箱进行试验的示

意图；

[0025] 图2是图1中A向的示意图；

[0026] 图3是本发明用于标定/试重范围在330T～4000T的，采用单试重水箱进行试验的

示意图；

[0027] 图4是图3中B向的示意图；

[0028] 图5是本发明用于标定/试重范围在330T～4000T的，采用双试重水箱进行试验的

示意图；

[0029] 图6是图5中C向的示意图；

[0030] 图7是本发明用于标定/试重范围在4000T～17000T的，采用无动力驳船进行试验

的示意图；

[0031] 图8是图7中D向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33] 请结合图1至图2所示，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起重设备重量标定和试重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34] 1)对起重机上的吊具进行清扫，对各润滑点、轴承、销轴等部位加注润滑油，保证

灵活转动，并对机、电、液等部件进行检查，保证可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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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2)对载荷进行安全性检查，检查完毕后，还需准备相应的钢丝绳、卸扣等锁具，将

锁具与载荷连接起来；

[0036] 3)将吊具进行空载起吊，将吊具进行空载起吊，具体为将钩头分别以快、慢两挡的

速度提升以检查设备各部件是否存在问题，为标定/试重试验做好准备；

[0037] 4)根据需标定/试重的范围，选择相应的载荷吊挂在吊具的钩头上，缓慢提升载

荷，使载荷离开地面或水面不小于一米，并保持载荷处于静止状态不小于五分钟；

[0038] 5)将载荷连同吊具的吊载总重量与传感器的显示重量进行对比，若吊载总重量与

传感器的显示重量保持一致，则缓慢下降载荷并移除，若吊载总重量与传感器的显示重量

不一致，则核查载荷连同吊具的重量以及传感器的灵敏度，确认无误后再次按照上述步骤

进行重量标定；

[0039] 6)卸除载荷后，对起重设备进行全方位检查，验证在试重结束后是否有零部件受

到损坏或永久变形。

[0040] 如图1、图2所示，对于标定/试重范围在10T～330T的，被吊载荷选用干式试重箱。

[0041] 对于被标定无吊载重量不大于330T的，采用干式试重箱1和配重块2搭配的方式进

行重量配置，干式试重箱1的自重为10T，根据被标定物吊载重量，通过增加配重块2(通常为

5T和10T)使其达到被标定物吊载重量，进行标定/试重试验。

[0042] 如图3至图6所示，对于标定/试重范围在330T～4000T的，被吊载荷选用1000T试重

水箱3和水阀开闭来进行重量控制。1000T试重水箱3的自重为320T，根据被标定物吊载重

量，通过往1000T试重水箱3内注入或放出1000T试重水箱3内的淡水或江水使其达到吊载重

量，同时可选择单水箱、双水箱和四水箱等不同的组合吊载方式进行试验。

[0043] 如图7、图8所示，对于标定/试重范围在4000T～17000T的，被吊载荷选用无动力驳

船4。无动力驳船4具有重量和吊点分布均匀、舱位对称等特点，其自重为3200T，根据被标定

物吊载重量，通过往对称的舱位或边舱内注入或放出淡水或江水使其达到吊载重量后进行

试验。

[0044] 本技术领域中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认识到，以上的实施例仅是用来说明本发明，

而并非用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只要在本发明的实质精神范围内，对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变

化、变型都将落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书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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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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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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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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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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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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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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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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