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10003986.2

(22)申请日 2015.01.0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461209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5.05.13

(73)专利权人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

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地址 210029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

225号

(72)发明人 陈发展　严根华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尚德技研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378

代理人 严勇刚　陈晓平

(51)Int.Cl.

E02B 1/02(2006.01)

E02B 7/2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136320 Y,1993.06.16,

CN 103362104 A,2013.10.23,

CN 102169072 A,2011.08.31,

顾蕴诫.摩擦特性和闸门的安全运用.《水力

建设与管理》.2001,

李国庆等.天桥水电站泄洪洞工作闸门启闭

力原型观测成果分析.《水力水电技术》.2005,第

36卷(第10期),

郑登有.链轮闸门设计问题的探讨.《水力发

电学报》.1996,(第1期),

审查员 陈玲

 

(54)发明名称

一种计算闸门启闭力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

试验装置和方法

(57)摘要

一种计算闸门启闭力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

试验装置和方法，是为测试支撑材料和水封材料

的摩擦特性提供一种试验装置和方法，并提供一

种基于此设备获得的摩擦特性计算闸门启闭力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本装置包括：支撑部

分、平动部分、垂直加压部分、加水试验组件、拉

力测量部分和其他组件；支撑部分为基础，支撑

其他各部分以及试件；平动部分安装在支撑部分

上，拉动试件在水平方向滑动；垂直加压部分安

装在平动部分上给试件加压，加水试验组件安装

在支撑部分上为试件加水，拉力测量部分安装在

支撑部分上，测量水平拉力。属于水利工程模型

试验领域。本发明利用试验方法给出了比较接近

真实情况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测试和计算方法；

通过本试验方法给出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及其

启闭力计算值给出了启闭机最小安全容量，节省

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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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计算闸门启闭力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装置包括：

支撑部分、平动部分、垂直加压部分、加水试验组件、拉力测量部分和其他组件；支撑部分为

基础，支撑其他各部分以及试件；平动部分安装在支撑部分上，拉动试件在水平方向滑动；

垂直加压部分安装在平动部分上给试件加压，加水试验组件安装在支撑部分上为试件加

水，拉力测量部分安装在支撑部分上，测量水平拉力

所述的支撑部分包括：

支架，边撑，撑杆，内撑，导杆，上梁，底梁，试件台垫，托架，电机安装板；

所述的平动部分包括：

行程开关座，绳轮架，绳轮，钢丝绳，钢丝绳夹，夹头座，齿条支撑，齿条，绳轮架垫，平动

齿轮，平动电机变速器，齿条座；

所述的垂直加压部分包括：

横担，升降齿轮，电机齿轮，下左旋螺杆，上右旋螺杆，重力钢，升降电机，试件台，升降

块，压杆，极限开关座；

所述的加水试验组件包括：

放水阀，积水盘；

所述拉力测量部分包括：

拉头，拉力传感器，连接器，试件；

所述的其他组件包括：

后右挡板，左后挡板，控制盒，前右挡板升降板垫，前左挡板，罩壳，o型密封圈。

2.一种计算闸门启闭力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试验方法，其特征在于：使用权利要求1所

述的一种计算闸门启闭力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试验装置进行试验；

在水平台面上固定闸门选用的支撑材料试验段，用重力梁模拟门槽滑轨，并在重力梁

上方设置精确加压装置，模拟该支撑段在闸门运行情况下所承受的实际压强，(M1)计算支

撑段在闸门运行时摩擦特性，再(M2)模拟闸门启动运行速度及方式，获得在全模拟方式下

的摩擦系数。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计算闸门启闭力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试验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M1)计算支撑段在闸门运行时摩擦特性是指：

(1)对于日常使用闸门：首先对支撑材料试验段进行疲劳试验：在设计工况压强下，进

行有水状态疲劳摩擦，摩擦1000次；其次测量支撑材料试验段摩擦特性：设置支撑材料试验

段为运行工况实际压强；所述的实际压强是指校核工况时闸门水封处的总水头压强；在所

述压强下，执行摩擦特性试验30次，记录拉力过程线，取30次过程线中最大值作为计算支撑

段在闸门运行时摩擦特性的拉力值f；发明人经多次试验后发现，此方法所获得的拉力值f

大于并最为接近日常用闸门的拉力值；

(2)对于事故启用门：首先对支撑材料试验段进行连续加压试验：在校核工况压力下，

进行有水状态加压，连续加压时间为15天；其次是测量支撑材料试验段摩擦特性：设置支撑

材料试验段为校核工况实际压强，执行摩擦特性试验30次，记录拉力过程线，取30次过程线

中最大值作为计算支撑段在闸门运行时摩擦特性的拉力值f；发明人经多次试验后发现，此

方法所获得的拉力值f大于并最为接近事故启用门的拉力值。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计算闸门启闭力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试验方法，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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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所述的(M2)模拟闸门启动运行速度及方式，获得在全模拟方式下的摩擦系数是指：

对于闸门而言，不同的启闭机容量，闸门被提起打开的过程是不同的，因此本发明中采

用反馈分析方法设置支撑材料试验段运行方式，具体而言包括：

a、初步设定启闭机容量，计算方法为：

理论启闭力＝f+G+净动水作用力；利用理论启闭力选取启闭机容量，根据启闭机容量

获得选用启闭机的启闭力F1；

上述的f为(M1)中获得的拉力值，G是闸门重力，净动水作用力通过模型试验测得；

由于试验过程中没有闸门参与，也没有净动水作用力参与，因此试验装置的拉力值为：

f1＝选用启闭机的启闭力F1-G-净动水作用力；

b、设定试验装置拉力值为f1，按照(M1)方法进行测试，记录拉力过程线；

c、在所记录的拉力过程线上选择最大拉力作为试验装置拉力值f1重复步骤b；

d、当两次记录的拉力过程线最大拉力值差小于3％时，结束试验，取最后两次测得的拉

力过程线中最大值作为摩擦力fend；

e、利用公式μ＝fend/N计算摩擦系数；

f、启闭机容量＝fend+G+净动水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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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计算闸门启闭力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试验装置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计算闸门启闭力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试验装置和方法，尤其是一

种同时模拟水利工程闸门滑块、滚轮、链轮、水封等各部分摩擦的试验方法，属于水利工程

试验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水利工程闸门的支撑和止水新材料不断涌现，其摩擦特性各有不同。材料的摩擦

特性对闸门启闭力的精确计算产生很大影响。在现有技术中，测量摩擦系数的方法就是常

规的正压力与拉力的比值。但是水利工程的闸门一般在高压、高湿的环境中长期使用，而且

支撑和水封材料断面形状不规则，使用常规手段测得的材料摩擦系数不能真实反映在高

压、高湿、复杂接触面条件下的实际摩擦特性。有些复杂高分子材料，在超过一定压力下甚

至会进入压力非线性区。在闸门设计过程中，启闭机容量的计算主要参考闸门支撑材料和

水封材料的摩擦特性，因此若闸门支撑摩擦特性不能准确获取，在闸门启闭力计算中将缺

少关键数据，无法完成启闭机的选型；或者由于摩擦特性测量不准确，启闭机选择不当引发

工程事故和经济损失。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一种计算闸门启闭力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试验装置和方法正是为测试支

撑材料和水封材料的摩擦特性提供一种试验装置和方法，并提供一种基于此设备获得的摩

擦特性计算闸门启闭力的方法。

[0004] 具体而言本装置包括：支撑部分、平动部分、垂直加压部分、加水试验组件、拉力测

量部分和其他组件；支撑部分为基础，支撑其他各部分以及试件；平动部分安装在支撑部分

上，拉动试件在水平方向滑动；垂直加压部分安装在平动部分上给试件加压，加水试验组件

安装在支撑部分上为试件加水，拉力测量部分安装在支撑部分上，测量水平拉力；

[0005] 所述的支撑部分包括：

[0006] 支架，边撑，撑杆(边)，撑杆(中)，内撑，导杆，上梁，底梁，试件台垫，托架，电机安

装板；

[0007] 所述的平动部分包括：

[0008] 行程开关座，绳轮架(左下)，绳轮架(左上)，绳轮，钢丝绳，钢丝绳夹(8mm)，钢丝绳

夹(6mm)，夹头座，齿条支撑，齿条，绳轮架垫，绳轮架(左)，平动齿轮，平动电机变速器，齿条

座；

[0009] 所述的垂直加压部分包括：

[0010] 横担，升降齿轮，电机齿轮，下左旋螺杆，上右旋螺杆，重力钢，升降电机，试件台，

升降块，压杆，极限开关座(下)，极限开关座(上)；

[0011] 所述的加水试验组件包括：

[0012] 放水阀，积水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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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所述拉力测量部分包括：

[0014] 拉头，拉力传感器，连接器，试件；

[0015] 所述的其他组件包括：

[0016] 后右挡板，左后挡板，控制盒，前右挡板升降板垫，前左挡板，罩壳，o型密封圈

(A012)，o型密封圈(A016)。

[0017] 在水平台面上固定闸门选用的支撑材料试验段，用重力梁模拟门槽滑轨，并在重

力梁上方设置精确加压装置，模拟该支撑段在闸门运行情况下所承受的实际压强，(M1)计

算支撑段在闸门运行时摩擦特性，再(M2)模拟闸门启动运行速度及方式，获得在全模拟方

式下的摩擦系数。

[0018] 所述的(M1)计算支撑段在闸门运行时摩擦特性是指：

[0019] (1)对于日常使用闸门：首先对支撑材料试验段进行疲劳试验：在设计工况压强

下，进行有水状态疲劳摩擦，摩擦1000次；其次测量支撑材料试验段摩擦特性：设置支撑材

料试验段为运行工况实际压强；所述的实际压强是指校核工况时闸门水封处的总水头压

强；在所述压强下，执行摩擦特性试验30次，记录拉力过程线，取30次过程线中最大值作为

计算支撑段在闸门运行时摩擦特性的拉力值f；发明人经多次试验后发现，此方法所获得的

拉力值f大于并最为接近日常用闸门的拉力值；

[0020] (2)对于事故启用门：首先对支撑材料试验段进行连续加压试验：在校核工况压力

下，进行有水状态加压，连续加压时间为15天；其次是测量支撑材料试验段摩擦特性：设置

支撑材料试验段为校核工况实际压强，执行摩擦特性试验30次，记录拉力过程线，取30次过

程线中最大值作为计算支撑段在闸门运行时摩擦特性的拉力值f；发明人经多次试验后发

现，此方法所获得的拉力值f大于并最为接近事故启用门的拉力值；

[0021] 所述的(M2)模拟闸门启动运行速度及方式，获得在全模拟方式下的摩擦系数是

指：

[0022] 对于闸门而言，不同的启闭机容量，闸门被提开的过程是不同的，因此本发明中采

用反馈分析方法设置支撑材料试验段运行方式，具体而言包括：

[0023] a、初步设定启闭机容量，计算方法为：

[0024] 理论启闭力＝f+G+净动水作用力；利用理论启闭力选取启闭机容量，根据启闭机

容量获得选用启闭机的启闭力F1；

[0025] 上述的f为(M1)中获得的拉力值，G是闸门重力，净动水作用力通过模型试验测得；

[0026] 由于试验过程中没有闸门参与，也没有净动水作用力参与，因此试验装置的拉力

值为：

[0027] f1＝选用启闭机的启闭力F1-G-净动水作用力；

[0028] b、设定试验装置拉力值为f1，对于日常使用闸门按照(1)步骤进行测试，对于事故

启用门按照(2)步骤进行测试，记录拉力过程线；

[0029] c、在所记录的拉力过程线上选择最大拉力作为试验装置拉力值f1重复步骤b；

[0030] d、当两次记录的拉力过程线最大拉力值差小于3％时，结束试验，取最后两次测得

的拉力过程线中最大值作为摩擦力fend；

[0031] e、利用公式μ＝fend/N计算摩擦系数；

[0032] f、启闭机容量＝fend+G+净动水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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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本发明有如下有益效果：

[0034] (1)本发明利用试验方法给出了比较接近真实情况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测试和计

算方法；

[0035] (2)通过本试验方法给出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及其启闭力计算值给出了启闭机最

小安全容量，节省了投资。

附图说明

[0036] 图1计算闸门启闭力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试验装置无盖正视图；

[0037] 图2计算闸门启闭力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试验装置无盖后视图；

[0038] 图3计算闸门启闭力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试验装置无盖俯视图；

[0039] 图4计算闸门启闭力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试验装置无盖侧视图；

[0040] 图5计算闸门启闭力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试验装置加盖另一方向侧视图；

[0041] 图6计算闸门启闭力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试验装置加盖后正视图；

[0042] 图7计算闸门启闭力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试验装置I位置放大图；

[0043] 图8计算闸门启闭力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试验装置上后左视角立体图；

[0044] 图9计算闸门启闭力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试验装置上前右视角立体图；

[0045] 图10计算闸门启闭力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试验装置下前左视角立体图；

[0046] 图11计算闸门启闭力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试验装置下后左视角立体图；

[0047] 图12计算闸门启闭力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试验装置加罩壳上后左视角立体图。

[0048] 1支架，2后右挡板，3边撑，4撑杆(边)，5导杆，6升降齿轮，7撑杆(中)，8极限开关座

(下)，9下左旋螺杆，10横担，11内撑，12行程开关座，13放水阀，14左后挡板，15积水盘，16绳

轮架(左下)，17绳轮架(左上)，18绳轮，19钢丝绳，20钢丝绳夹(8mm)，21钢丝绳夹(6mm)，22

夹头座，23齿条支撑，24齿条，25上右旋螺杆，26上梁，27绳轮架(左)，28底梁，29重力钢，30

控制盒，31电机齿轮，32升降电机，33平动齿轮，34平动电机变速器，35拉头，36拉力传感器，

37连接器，38o型密封圈(A012)，39前右挡板升降板垫，40试件台垫，41o型密封圈(A016)，43

试件，44齿条座，45极限开关座(上)，46试件台，47前左挡板，48绳轮架垫，49托架，50压杆，

51电机安装板，52升降块，53罩壳，54重力梁。

具体实施方式

[0049]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50] 本发明一种计算闸门启闭力的闸门支撑摩擦特性试验装置和方法正是为测试支

撑材料和水封材料的摩擦特性提供一种试验装置和方法，并提供一种基于此设备获得的摩

擦特性计算闸门启闭力的方法。

[0051] 具体而言本装置包括：支撑部分、平动部分、垂直加压部分、加水试验组件、拉力测

量部分和其他组件；支撑部分为基础，支撑其他各部分以及试件；平动部分安装在支撑部分

上，拉动试件在水平方向滑动；垂直加压部分安装在平动部分上给试件加压，加水试验组件

安装在支撑部分上为试件加水，拉力测量部分安装在支撑部分上，测量水平拉力；

[0052] 所述的支撑部分包括：

[0053] 支架1，边撑3，撑杆(边)4，撑杆(中)7，内撑11，导杆5，上梁26，底梁28，试件台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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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托架49，电机安装板51；

[0054] 所述的平动部分包括：

[0055] 行程开关座12，绳轮架(左下)16，绳轮架(左上)17，绳轮18，钢丝绳19，钢丝绳夹

(8mm)20，钢丝绳夹(6mm)21，夹头座22，齿条支撑23，齿条24，绳轮架垫48，绳轮架(左)27，平

动齿轮33，平动电机变速器34，齿条座44；

[0056] 所述的垂直加压部分包括：

[0057] 横担10，升降齿轮6，电机齿轮31，下左旋螺杆9，上右旋螺杆25，重力钢29，升降电

机32，试件台46，升降块52，压杆50，极限开关座(下)8，极限开关座(上)45；

[0058] 所述的加水试验组件包括：

[0059] 放水阀13，积水盘15；

[0060] 所述拉力测量部分包括：

[0061] 拉头35，拉力传感器36，连接器37，试件43；

[0062] 所述的其他组件包括：

[0063] 后右挡板2，左后挡板14，控制盒30，前右挡板升降板垫39，前左挡板47，罩壳53，o

型密封圈(A012)38，o型密封圈(A016)41。

[0064] 将闸门选用的支撑材料试验段作为试件43放置在试件台46上，用重力梁54模拟门

槽滑轨，并在重力梁54上方设置精确加压装置，模拟该支撑材料试验段在闸门运行情况下

所承受的实际压强，(M1)测试并计算支撑材料试验段在闸门运行时摩擦特性，(M2)模拟闸

门启动运行速度及方式，获得在全模拟方式下的摩擦系数。

[0065] 所述的(M1)测试并计算支撑材料试验段在闸门运行时摩擦特性是指：

[0066] (1)对于日常使用闸门：首先对支撑材料试验段(支撑段)进行疲劳试验：在设计工

况压强下1.78MPa，进行有水状态疲劳摩擦，摩擦1000次；其次测量支撑材料试验段摩擦特

性：设置支撑材料试验段为运行工况实际压强1.78MPa；所述的实际压强是指设计工况时闸

门水封处的总水头压强；在所述压强下，执行摩擦特性试验30次，记录拉力过程线，取30次

过程线中最大值作为计算支撑段在闸门运行时摩擦特性的拉力值f日常＝203kN；计算整个闸

门的摩擦力为：Ft日常＝20f日常＝4060kN，实测原型闸门的摩擦力为：Fp日常＝3798kN；发明人经

多次试验后发现，此方法所获得的拉力值Ft日常大于并最为接近日常用闸门的拉力值；

[0067] (2)对于事故启用门：首先对支撑材料试验段进行连续加压试验：在校核工况压强

下1.95MPa，进行有水状态加压，连续加压时间为15天；其次是测量支撑材料试验段摩擦特

性：设置支撑材料试验段为校核工况实际压强1.95MPa，执行摩擦特性试验30次，记录拉力

过程线，取30次过程线中最大值作为计算支撑段在闸门运行时摩擦特性的拉力值f事故＝

227kN；计算整个闸门的摩擦力为：Ft事故＝20f＝4540kN，实测原型闸门的摩擦力为：Fp事故＝

4250kN；发明人经多次试验后发现，此方法所获得的拉力值Ft事故大于并最为接近事故启用

门的拉力值；

[0068] 所述的(M2)模拟闸门启动运行速度及方式，获得在全模拟方式下的摩擦系数是

指：

[0069] 对于闸门而言，不同的启闭机容量，闸门被提开的过程是不同的，因此本发明中采

用反馈分析方法设置支撑材料试验段运行方式，具体而言包括：

[0070] a、初步设定启闭机容量，计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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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理论启闭力F＝f+G+净动水作用力；利用理论启闭力选取启闭机容量，根据启闭机

容量获得选用启闭机的启闭力F1；

[0072] 对于日常使用闸门上述的f为(M1)中获得的拉力值4060kN，G是闸门重力1200kN，

净动水作用力11153kN通过模型试验测得；理论启闭力＝4060+1200+11153＝16413kN；选用

的启闭机的启闭力F1＝18000kN；

[0073] 由于试验过程中没有闸门参与，也没有净动水作用力参与，因此试验装置的拉力

值为：

[0074] f1＝选用启闭机的启闭力F1-G-净动水作用力；f1＝18000-1200-11153＝5647kN；

[0075] 对于事故启用闸门上述的f为(M2)中获得的拉力值4250kN，G是闸门重力980kN，净

动水作用力10167kN通过模型试验测得；理论启闭力＝4250+980+10167＝15397kN；选用的

启闭机的启闭力F1＝16000kN；

[0076] 由于试验过程中没有闸门参与，也没有净动水作用力参与，因此试验装置的拉力

值为：

[0077] f1＝选用启闭机的启闭力F1-G-净动水作用力；f1＝16000-980-10167＝4853kN

[0078] b、对于日常使用闸门，设定试验装置拉力值为f1＝5647kN，按照(1)步骤进行测

试，对于事故启用门，设定试验装置拉力值为f1＝4853kN按照(2)步骤进行测试，记录拉力

过程线；

[0079] c、在所记录的拉力过程线上选择最大拉力作为试验装置拉力值f1重复步骤b，

[0080] 对于日常使用闸门f1＝5742kN，对于事故启用门f1＝4894kN；

[0081] d、当两次记录的拉力过程线最大拉力值差小于3％时，结束试验，取最后两次测得

的拉力过程线中最大值作为摩擦力fend；

[0082] 对于日常使用闸门(5742-5647)/5647＝1.7％<3％，所以fend＝5742kN；对于事故

启用门(4894-4853)/4853＝0.8％<3％，所以fend＝4894kN；

[0083] e、利用公式μ＝fend/N计算摩擦系数；

[0084] 对于日常使用闸门μ＝fend/N＝5742kN/(1.78MPa×20m2)＝0.161

[0085] 对于事故启用闸门μ＝fend/N＝4894kN/(1.92MPa×12m2)＝0.212

[0086] f、对于日常使用闸门：启闭机启闭力＝fend+G+净动水作用力＝5742+1200+11153

＝18095kN，因此日常使用闸门启闭机容量为18200kN；

[0087] 对于事故启用闸门：启闭机启闭力＝fend+G+净动水作用力＝4894+980+10167＝

16041kN，因此事故启用闸门启闭机容量为16200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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