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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横置钢丝绳弯曲弹射冲

击振动检测分析方法及装置，由固定立桩、钢丝

绳连接件、预紧系统、弯曲与触发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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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于钢丝绳两端绳头相连，楔形块

可保证钢丝绳越拉越紧，避免弹射过程的绳头松

动。本发明开发一种横置钢丝绳弯曲弹射冲击振

动检测分析方法及装置，可以实现钢丝绳受不同

预紧力、不同弯曲角度瞬间释放弹射工况，并检

测及分析钢丝绳的弹射张力及振动在绳弦上的

波动状态和传递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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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横置钢丝绳弯曲弹射冲击振动检测分析装置，其特征在于：由固定立桩、钢丝绳

连接件、预紧系统、弯曲与触发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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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钢丝绳旁侧的冲击系统对钢丝绳进行冲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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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蜗轮通过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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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述弯曲与触发系统固定于整绳中点位置地面的支撑座上，包括垂直设置的卡压丝杠

及与其上部的特制螺母，所述特制螺母中部安装有触发销轴；卡压丝杠通过两对圆锥滚子

轴承旋转安设在支撑座上，下端丝杠轴肩通过垫片顶在支撑座上，上端与特制螺母形成螺

纹传动副，钢丝绳贯穿其中；特制螺母上开有销孔，销孔内安装带环触发销轴，所述带环触

发销轴的环内固定触发绳，触发绳与外部施力单位连接负责抽离触发销轴；卡压丝杠上部

连接有弯曲驱动电机，驱动卡压丝杠旋转从而带动特制螺母沿垂直方向上下运动，使触发

销轴下压钢丝绳起到弯曲钢丝绳作用；

所述测量系统包括两端拉力传感器、三个三向加速度传感器以及采集分析系统：

每个拉力传感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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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三向加速度传感器固连在钢丝绳的左端、右端及中点位置相应构成三个测点，测

量冲击横波到达该三个测点的时刻；

采集分析系统为高速摄像机，置于钢丝绳一侧，测量钢丝绳某点振动位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横置钢丝绳弯曲弹射冲击振动检测分析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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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横置钢丝绳弯曲弹射冲击振动检测分析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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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横置钢丝绳弯曲弹射冲击振动检测分析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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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力球轴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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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推力球轴承被左侧立桩支撑旋转，待测试系统显示钢丝绳拉力达到预定值，电机停转。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横置钢丝绳弯曲弹射冲击振动检测分析装置，其特征在于：电

机停转后，所述梯形丝杠、蜗轮蜗杆减速器自锁，蜗轮不可逆向带动蜗杆旋转；蜗轮蜗杆减

速器自锁的条件满足：蜗轮副摩擦系数不低于0.06，螺旋角小于3度29分11秒。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横置钢丝绳弯曲弹射冲击振动检测分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触发销轴环内还固定有与支撑座连接的保护绳，将销轴飞出距离控制在1m以内；在钢丝

绳最大弯曲点，即与触发销轴接触区域缠绕有尼龙保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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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横置钢丝绳弯曲弹射冲击振动检测分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高速摄像机的摄像帧率在1000fps以上。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任一所述的横置钢丝绳弯曲弹射冲击振动检测分析装置的工作

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首先通过电机和蜗轮蜗杆调节梯形丝杠使钢丝绳松弛，并将钢丝绳置于触发销轴下

侧，开启弯曲驱动电机，使触发销轴下压钢丝绳到指定位置后停止，测量钢丝绳与水平线角

度；开启采集系统实时采集记录各传感器数值，

2）然后通过控制电机驱动蜗轮蜗杆旋转，带动梯形丝杠向左位移拉紧钢丝绳，待拉力

传感器的张力待达到预定张力后停机，梯形丝杠及蜗轮蜗杆自锁保持钢丝绳张力，开启高

速摄像机录像，通过触发绳迅速抽离触发销轴,钢丝绳释放弹射，并将持续10-20s左右振

颤；

3）最后，待拉力及加速度传感器采集数值平稳后，停止本次数据采集，并保存数据并分

析。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横置钢丝绳弯曲弹射冲击振动检测分析装置的工作方法，其

特征在于：技术指标如下：

钢丝绳：直径8-12mm，长度5-10m；

钢丝绳预张力：0-3t；

弹射角：0-5°；

张力分析范围：0-10t；

振幅分析范围：0-±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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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横置钢丝绳弯曲弹射冲击振动检测分析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振动检测分析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横置钢丝绳弯曲弹射冲击振动

检测分析方法及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钢丝绳由钢丝捻制成股，再由股捻制为整绳，典型的捻制螺旋结构使其具备优良

的拉伸弯曲性能，在诸多工程领域内应用广泛，如提吊、运输等，在一些特殊领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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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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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时速上升到100km/h；在航母舰载机阻拦索工况中，阻拦钢丝绳拦截机体瞬时速度

可达200km/h以上。由于钢丝绳的弹性冲击后必将对拦截物产生回弹，而回弹力度的大小不

仅取决于钢丝绳本身的性能和张紧状态，而且与拦截物速度、质量及碰撞角度均有关系。钢

丝绳碰撞后的回弹性能直接关系到钢丝绳所提升、固定或拦截的其他构件的稳定性和安全

性。因此,研制一种检测及分析钢丝绳弯曲弹射性能的方法及装置，开展钢丝绳预紧释放后

振颤过程的张力波动及振动力学响应分析研究，对于探寻钢丝绳张力及振动在绳弦上的波

动状态和传递形式，进一步提高钢丝绳结构件在苛刻冲击应用工况中的运行稳定可靠性具

有重要意义。

[0003] 目前对于钢丝绳弯曲弹射冲击振动检测研究较少，相近的有，专利号为

CN201710551454.1公布了一种钢丝绳横向空间振动测量的方法，通过高速摄像机采集钢丝

绳振动图像后经计算机处理得到钢丝绳形心振动轨迹，实现了非接触的测量方式和可调的

大检测量程，但无法体现出绳内振动及张力的波动传递，且应用工况未有弯曲预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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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体现瞬间释放弹射。

[0004] 现有钢丝绳冲击张力振动装置或方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对钢丝绳动态性能

的检测方法集中于绳体静止单点横向振动的监测，即静态分析，而实际的冲击过程中，冲击

振动是以绳弦波的形式沿绳弦动态传递的，因此无法获知整绳内波动传递数据；(2)所述的

应用工况多为正常的稳态运行过程，而在本技术领域，所针对的工况弯曲预紧弹射，具有较

强的瞬时动态特性，相对稳态运行工况的钢丝绳工况较复杂。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根据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开发一种横置钢丝

绳弯曲弹射冲击振动检测分析方法及装置，可以实现钢丝绳受不同预紧力、不同弯曲角度

瞬间释放弹射工况，并检测及分析钢丝绳的弹射张力及振动在绳弦上的波动状态和传递形

式。

[0006] 技术方案：横置钢丝绳弯曲弹射冲击振动装置主要由固定立桩、钢丝绳连接件、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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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系统、弯曲与触发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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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于钢丝绳两端绳头相连，楔形块可保证钢丝绳越拉越紧，避免弹射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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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力球轴承，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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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绳，其中蜗轮通过推力球轴承被左侧立桩支撑旋转，待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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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度29分11秒。

[0008] 弯曲及触发系统包括一套垂直的卡压丝杠及特制螺母，所述特制螺母中部安装有

触发销轴，丝杠通过两对圆锥滚子轴承可在支座上旋转，带动螺母沿垂直方向运动，圆锥滚

子轴承可承受轴向和径向载荷，适合本工况，特制螺母中部安装有触发销轴，销轴下压钢丝

绳，从而实现钢丝绳不同垂直位置的卡位，销轴带环，环中套麻绳，麻绳至少有两根，一根作

为触发绳，连接触发销轴与施力单位，另一根为保护绳，连接触发销轴和支撑座，保护绳距

离应将销轴飞出距离控制在1m以内，通过外力拉动触发绳头，触发销轴瞬间抽离，钢丝绳失

去卡压，在弯曲预张力的作用下瞬间弹起，实现释放弹射，触发销轴连接端的双绳可保证抽

离过程销轴的飞出距离，以确保操作人员或设备的安全。为避免触发销瞬间抽离高速刮擦

钢丝绳表面导致损伤，在钢丝绳最大弯曲点，即与触发销轴接触区域缠绕有尼龙保护套。

[0009] 测试系统包括两端拉力传感器及三个三向加速度传感器以及采集分析系统，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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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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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端及中点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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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拍摄释放弹射过程钢丝绳的冲击振动，后期通过视频分

析获得钢丝绳振动位移波形。

[0010]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横置钢丝绳弯曲弹射冲击振动检测分析方法及装置，采用螺

旋丝杠实现钢丝绳不同弯曲角度的预紧，两对圆锥滚子轴承的使用保证了各向支撑强度；

采用触发绳与销轴的配合使触发具有瞬时性，且不影响钢丝绳释放后的弹射振动，采用触

发绳和保护绳保证了操作安全、简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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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钢丝绳弯曲预紧弹射后的张力振动传导过程的实时精确检测和分析。

附图说明

[0011] 图1、2为本发明专利结构图；

[0012] 图3、4、5、6为本发明专利的实施效果图。

[0013] 1、预紧电机2、蜗杆3、涡轮4、推力轴承5、左侧固定立桩6、梯形丝杠7、左端拉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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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8、左端三向加速度传感器9、高速摄像机10、支撑座11、弯曲驱动电机12、卡位丝杠13、

中点三向加速度传感器14、钢丝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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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固定立桩22、触发销轴23、特

制螺母24、尼龙保护绳套25、圆锥滚子轴承26、垫片27、轴承盖28、触发绳29、保护绳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15] 如图1所示为一种横置钢丝绳弯曲弹射冲击振动装置主要由固定立桩、钢丝绳连

接件、预紧系统、弯曲与触发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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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梯形丝杠6

连接，所有吊环均形成铰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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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球轴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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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座10固定于地

面，并位于整绳中点位置，卡压丝杠12通过两对圆锥滚子轴承25安装在支撑座10上，卡压丝

杠12上端与弯曲驱动电机11连接，下端丝杠轴肩通过垫片26顶在支撑座10上，轴承盖27通

过螺栓固定在支撑座10上，起到防护轴承的作用。特制螺母23与卡压丝杠12形成螺纹传动

副，其上开有销孔，销孔内安装带环触发销轴22，卡压丝杠12旋转带动特制螺母23上下运

动，则触发销轴22下压钢丝绳14起到弯曲钢丝绳作用。触发销轴环内固定触发绳28以及保

护绳29，触发绳28与外部施力单位连接负责抽离触发销轴22，保护绳29与支撑座10连接负

责保护触发销轴22飞出造成碰撞伤害，尼龙保护绳套24负责保护触发销轴抽离过程刮伤钢

丝绳。三向加速度传感器8、13及16分别通过固定衬垫15固定在钢丝绳左端、中点及右端用

以测量振动到达的时间点，高速摄像机12固定于钢丝绳一侧测量钢丝绳某点振动位移。

[0016] 在实验中，首先通过预紧电机1和蜗轮蜗杆2、3调节梯形丝杠6使钢丝绳14松弛，并

将钢丝绳14置于触发销轴22下侧，开启弯曲驱动电机11，使触发销轴下压钢丝绳14到指定

位置后停止，测量钢丝绳与水平线角度。开启采集系统实时采集记录各传感器数值，然后通

过控制电机1驱动蜗轮蜗杆2、3旋转，带动梯形丝杠向左位移拉紧钢丝绳14，待拉力传感器7

和18的张力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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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高速摄像

机12录像，通过触发绳28迅速抽离触发销轴22,钢丝绳释放弹射，并将持续10-20s左右振

颤；最后，待拉力及加速度传感器采集数值平稳后，停止本次数据采集，并保存数据并分析。

[0017] 实施例

[0018] 技术指标如下：

[0019] 试样：钢丝绳，直径8-12mm，长度5-10m

[0020] 钢丝绳预张力：0-3t，可调；

[0021] 弹射角：0-5°，可调；

[0022] 张力分析范围：0-10t；

[0023] 振幅分析范围：0-±30mm。

[0024] 本专利中分析内容为钢丝绳预紧1T、且与水平线夹角为2°。高速摄像拍摄钢丝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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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射振动视频截图如图3(中点位置)，视频跟踪处理所得振动位移如图4，可以看出，释放弹

射后钢丝绳振动为均匀的振荡衰减振动，振幅均匀间隔性的大小变化。将拉力传感器采集

的钢丝绳张力信号绘制如图5，钢丝绳两侧张力均瞬间下跌并衰减，经3-4s波动过程基本恢

复稳定，两侧钢丝绳张力损失为原来的80％左右，将加速度传感器采集振动信号绘制如图

6，可以看出，中部传感器比左右两侧更快达到峰值，可根据峰值出现的时间差计算弹射波

的传递特性参数。

[0025] 通过获得的钢丝绳径向冲击后的张力振动传导变化规律表明，本发明装置及监测

分析方法的实施效果切实有效，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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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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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