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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承压设备耐压试验自动加载

控制系统，属于控制系统技术领域，包括测量模

块、分析计算终端、压力控制模块、数据采集记录

模块、远程监控模块、摄像头，测量模块用于承压

设备耐压试验时承压设备的压力值进和应力变

化的测量与采集，并将测量到的压力值和应变传

输给分析计算终端，分析计算终端用于将测量得

到的压力值与人工输入的数值得到的工艺曲线

进行比较，并且根据应变计算得出应力值，本发

明科学合理，使用安全方便，压力控制模块用于

使试压泵根据对比的结果控制电磁阀的开关，数

据采集记录模块用于以固定的采样频率完成数

据的采集并存储，摄像头用于对耐压实验过程进

行视频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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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压设备耐压试验自动加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测量模块、分析计算终端、

压力控制模块、数据采集记录模块、远程监控模块、摄像头；

所述测量模块用于承压设备耐压试验时承压设备的压力值进和应力变化的测量与采

集，并将测量到的压力值和应变传输给分析计算终端；

所述分析计算终端用于将测量得到的压力值与人工输入的数值得到的工艺曲线进行

比较，并且根据应变结合承压设备的材料的弹性模量计算得出应力值；

所述压力控制模块用于使试压泵根据对比的结果控制电磁阀的开关，并将对比的结果

传给数据采集记录模块；

所述数据采集记录模块用于以固定的采样频率完成压力值以及应力值数据的采集存

储；

所述摄像头用于对耐压实验过程进行视频采集，并将采集到的画面存入分析计算终

端；

所述远程监控模块用于让第三方客户或者授权账号用户既可以远程实时监督耐压试

验过程又能观看到回放视频；

所述测量模块与分析计算终端之间通过电性连接传输电信号，所述分析计算终端与压

力控制模块之间通过电性连接传输电信号，所述压力控制模块与数据采集记录模块之间通

过电性连接传输电信号，所述测量模块与数据采集记录模块通过电性连接传输电信号，所

述摄像头的输出端连接分析计算终端的输入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承压设备耐压试验自动加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

模块包括压力传感器、电阻应变片、压力表、触发单元；

所述压力传感器用于测量承压设备的压力；

所述电阻应变片粘贴在承压设备上，所述电阻应变片包括塑料薄膜、敏感栅和绝缘膜，

所述塑料薄膜、敏感栅和绝缘膜自下而上依次组合成电阻应变片；

所述压力表用于显示压力传感器测量到的压力值；

所述触发单元用于每秒触发一次压力传感器对压力值以及电阻应变片对应变的测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承压设备耐压试验自动加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

计算终端包括人机交互界面、数据分析模块、数据对比模块、数据库；

所述人机交互界面是用于输入试验参数并且能够控制的实验的紧急停止；

所述数据分析模块用于将输入的试验参数自动依据合理的升压速度编制好试压工艺

曲线，同时也将应变与该承压设备的材料的弹性模量结合计算出应变力的数值变化；

所述应变为a，所述承压设备的材料的弹性模量为b；

所述数据对比模块用于将根据工艺曲线提供数值与压力传感器数值进行比较；

所述数据库用于存储摄像头采集到的视频以及工艺曲线提供数值与压力传感器数值

比较结果；

所述分析计算终端分析出来的结果传输给压力控制模块。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承压设备耐压试验自动加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力

控制模块包括试压泵、压力缓冲罐、电磁阀、循环单元、和联动触动旁通阀；

所述试压泵用于根据分析计算终端传输来的对比结果的电信号，控制电磁阀是持续开

启还是关闭，所述压力缓冲罐用于减缓打压的过程中压力会出现持续震荡，所述电磁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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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控制承压设备内试验压力与升压时间，所述循环单元用于在每秒都循环一次试压泵对分

析计算终端传输来的电信号的进行分析的过程。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承压设备耐压试验自动加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

对比模块进行对比时，当压力传感器数值在某一时间点低于到工艺曲线上相同时间的数

值，意味着未达到工艺曲线的设定值，压力控制模块控制电磁阀开启进行补压，联动触动旁

通阀关闭，进行补压，让压力传感器感应的数值上升达到工艺曲线的设定值；

当压力传感器数值在某一时间点高于到工艺曲线上相同时间的数值，压力控制模块控

制电磁阀应当要关闭，联动触动旁通阀开启，让压力值回落到与工艺曲线上相同时间点的

数值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承压设备耐压试验自动加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人机

交互界面上面设置有设计压力、试验压力、升压时间、保压时间、试验介质的选择和紧急停

止功能键，所述人机交互界面能够在功能键上设置不同的数据合成工艺曲线与压力值进行

对比。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承压设备耐压试验自动加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紧急

停止功能键一旦按下试压泵将停止工作，电磁阀迅速切断，联动触动旁通阀开启，完成泄压

动作，当排除隐患需要重新试压时设置密码启动功能，需要相关安全责任人员输入密码后

方可再次启动系统。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承压设备耐压试验自动加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磁

阀的开启程度设置为手工可以自由调节，所述压力缓冲罐设置在试压泵与电磁阀之间，所

述压力缓冲罐采取多接口设计可以便于多台压力容器同时进行试压。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承压设备耐压试验自动加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

采集记录模块包括数据采集单元、数据存储单元、数据显示单元；

所述数据采集单元用于采集测量的压力值和测量的压力值与工艺曲线提供数值的对

比结果以及应变及应力值；

所述数据存储单元用于存储数据采集单元采集到的数据，所述数据显示单元用于将存

储的记录数据以打印的形式显示。

10.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承压设备耐压试验自动加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根据公式：

P=a*b

其中，P为应力值，并且根据按照GB150设计标准，应力值应小于0.9倍的该材料的屈服

强度，当应力值大于等于0.9倍的该材料的屈服强度表示该承压设备的在耐压试验中存在

安全隐患，当应力值小于0.9倍的该材料的屈服强度表示该承压设备的在耐压试验中不存

在安全隐患。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1721636 A

3



承压设备耐压试验自动加载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控制系统技术领域，具体是承压设备耐压试验自动加载控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江苏是我国的制造大省，而江苏制造的压力容器总量几乎可以占到全国制造压力

容器总量的三分之一之多，江苏南部、中部等地区，不同规模的容器制造单位众多，通过平

时工作的积累和相关企业的走访调研，发现省内绝大多数压力容器制造单位包括几家全国

排名靠前的制造单位对压力容器进行耐压试验时，几乎还全部是人工操作与控制为主，技

术与方法仍然停留在几十年前的状态，这些年的测量与控制技术的进步，并没有惠及到这

个传统制造业的重要环节。

[0003] 同时目前国内压力容器制造行业普遍处于粗放形管理水平，耐压试验的开展绝大

部分都依赖人工操作，精确性和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对于产量比较大的容器制造厂而言，逐

台完成容器的耐压试验需要大量的人力与时间的投入，因此在该环节需要一款将成熟的监

控与控制技术应用于耐压试验的终端设备，提高操作便利精确性的同时还能大大提高效

率，节省成本的同时还有利于规范耐压试验的工艺规程。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承压设备耐压试验自动加载控制系统，以解决现有技术中

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承压设备耐压试验自动加载控制系统，包括测量模块、分析计算终端、压力控制模块、

数据采集记录模块、远程监控模块、摄像头；

测量模块用于承压设备耐压试验时承压设备的压力值进和应力变化的测量与采集，并

将测量到的压力值和应变传输给分析计算终端；

分析计算终端用于将测量得到的压力值与人工输入的数值得到的工艺曲线进行比较，

并且根据应变结合承压设备的材料的弹性模量计算得出应力值；

压力控制模块用于使试压泵根据对比的结果控制电磁阀的开关，并将对比的结果传给

数据采集记录模块；

数据采集单元用于采集测量的压力值和测量的压力值与工艺曲线提供数值的对比结

果以及应变及应力值；

摄像头用于对耐压实验过程进行视频采集，并将采集到的画面存入分析计算终端；

远程监控模块用于让第三方客户或者授权账号用户既可以远程实时监督耐压试验过

程又能观看到回放视频。

[0006] 测量模块与分析计算终端之间通过电性连接传输电信号，分析计算终端与压力控

制模块之间通过电性连接传输电信号，压力控制模块与数据采集记录模块之间通过电性连

接传输电信号，测量模块与数据采集记录模块通过电性连接传输电信号，摄像头的输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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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分析计算终端的输入端。

[0007] 测量模块包括压力传感器、电阻应变片、压力表、触发单元  ；

压力传感器用于测量承压设备的压力；

电阻应变片粘贴在承压设备的强度计算不太方便的位置上，测量出进行耐压试验的压

力容器的应变变化，电阻应变片包括塑料薄膜、敏感栅和绝缘膜，塑料薄膜、敏感栅和绝缘

膜自下而上依次组合成电阻应变片；

压力表用于显示压力传感器测量到的压力值；

触发单元用于每秒触发一次压力传感器对压力值以及电阻应变片对应变的测量。

[0008] 分析计算终端包括人机交互界面、数据分析模块、数据对比模块、数据库；

人机交互界面是用于输入试验参数并且能够控制的实验的紧急停止；

数据分析模块用于将输入的试验参数自动依据合理的升压速度编制好试压工艺曲线，

同时也将应变与该承压设备的材料的弹性模量结合计算出应变力的数值变化，应变为a，承

压设备的材料的弹性模量为b；

数据对比模块用于将根据工艺曲线提供数值与压力传感器数值进行比较；

数据库用于存储摄像头采集到的视频以及工艺曲线提供数值与压力传感器数值比较

结果；

分析计算终端分析出来的结果传输给压力控制模块。

[0009] 压力控制模块包括试压泵、压力缓冲罐、电磁阀、循环单元、和联动触动旁通阀；

试压泵用于根据分析计算终端传输来的对比结果的电信号，控制电磁阀是持续开启还

是关闭，压力缓冲罐用于减缓打压的过程中压力会出现持续震荡，电磁阀用于控制承压设

备内试验压力与升压时间，循环单元用于在每秒都循环一次试压泵对分析计算终端传输来

的电信号的进行分析的过程。

[0010] 人机交互界面上面设置有设计压力、试验压力、升压时间、保压时间、试验介质的

选择和紧急停止功能键，人机交互界面能够在功能键上设置不同的数据合成工艺曲线与压

力值进行对比。

[0011] 应变为a，承压设备的材料的弹性模量为b；

根据公式：

P=a*b

其中，P为应力值，并且根据按照GB150设计标准，应力值应小于0.9倍的该材料的屈服

强度，当应力值大于等于0.9倍的该材料的屈服强度表示该承压设备的在耐压试验中存在

安全隐患，当应力值小于0.9倍的该材料的屈服强度表示该承压设备的在耐压试验中不存

在安全隐患。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压力传感器与触发单元能够以每秒一次的频率测量出来承压设备中的压力值，高频

率的压力值的采集能够让分析计算控制终端可以准确地分析出是否需要将电磁阀持续开

启或是关闭的结果。同时压力缓冲罐的存在能够将对承压设备造成的震荡减弱，并且满足

试压泵的试压上限。

[0013] 2、摄像头采集试压过程能够在分析计算终端连接上WIFI之后，第三方客户或者授

权账号用户既可以远程实时监督耐压试验过程，结合相关方位摄像头基本可以满足耐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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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控制要求，同时利用大数据存储可以完成以往打压数据、视频录像等相关文件的回放。同

时也能够帮助在试压过程结束之后回顾试压过程中的数据以及实验中细节。

[0014] 3、压力容器在耐压试验过程中必然存在应变变化，在进行耐压试验的承压设备上

安装的应变片能够更好的验证或者说测量耐压试验过程中该容器的应力水平，从而达到对

整台压力容器进行应力水平的监控，也是对原先压力容器制造的材料的检验，除了实现了

耐压试验还实现了应力应变测试方面的安全评价功能。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承压设备耐压试验自动加载控制系统的模块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承压设备耐压试验自动加载控制系统的流程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承压设备耐压试验自动加载控制系统的承压试验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7] 如图1-3所示，承压设备耐压试验自动加载控制系统，包括测量模块、分析计算终

端、压力控制模块、数据采集记录模块、远程监控模块、摄像头；

测量模块用于承压设备耐压试验时承压设备的压力值进和应力变化的测量与采集，并

将测量到的压力值和应变传输给分析计算终端；

分析计算终端用于将测量得到的压力值与人工输入的数值得到的工艺曲线进行比较，

并且根据应变结合承压设备的材料的弹性模量计算得出应力值；

压力控制模块用于使试压泵根据对比的结果控制电磁阀的开关，并将对比的结果传给

数据采集记录模块；

数据采集单元用于采集测量的压力值和测量的压力值与工艺曲线提供数值的对比结

果以及应变及应力值；

摄像头用于对耐压实验过程进行视频采集，并将采集到的画面存入分析计算终端；

远程监控模块用于让第三方客户或者授权账号用户既可以远程实时监督耐压试验过

程又能观看到回放视频。

[0018] 测量模块与分析计算终端之间通过电性连接传输电信号，分析计算终端与压力控

制模块之间通过电性连接传输电信号，压力控制模块与数据采集记录模块之间通过电性连

接传输电信号，测量模块与数据采集记录模块通过电性连接传输电信号，摄像头的输出端

连接分析计算终端的输入端。

[0019] 测量模块包括压力传感器、电阻应变片、压力表、触发单元  ；

压力传感器用于测量承压设备的压力；

电阻应变片粘贴在承压设备的强度计算不太方便的位置上，测量出进行耐压试验的压

力容器的应变变化，电阻应变片包括塑料薄膜、敏感栅和绝缘膜，所述塑料薄膜、敏感栅和

绝缘膜自下而上依次组合成电阻应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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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表用于显示压力传感器测量到的压力值；

触发单元用于每秒触发一次压力传感器对压力值以及电阻应变片对应变的测量。

[0020] 分析计算终端包括人机交互界面、数据分析模块、数据对比模块、数据库；

人机交互界面是用于输入试验参数并且能够控制的实验的紧急停止；

数据分析模块用于将输入的试验参数自动依据合理的升压速度编制好试压工艺曲线，

同时也将应变与该承压设备的材料的弹性模量结合计算出应变力的数值变化，应变为a，所

述承压设备的材料的弹性模量为b；

数据对比模块用于将根据工艺曲线提供数值与压力传感器数值进行比较；

数据库用于存储摄像头采集到的视频以及工艺曲线提供数值与压力传感器数值比较

结果；

分析计算终端分析出来的结果传输给压力控制模块。

[0021] 压力控制模块包括试压泵、压力缓冲罐、电磁阀、循环单元、和联动触动旁通阀；

试压泵用于根据分析计算终端传输来的对比结果的电信号，控制电磁阀是持续开启还

是关闭，压力缓冲罐用于减缓打压的过程中压力会出现持续震荡，电磁阀用于控制承压设

备内试验压力与升压时间，循环单元用于在每秒都循环一次试压泵对分析计算终端传输来

的电信号的进行分析的过程。

[0022] 人机交互界面上面设置有设计压力，试验压力，升压时间，保压时间，试验介质的

选择和紧急停止功能键，人机交互界面能够在功能键上设置不同的数据合成工艺曲线与压

力值进行对比。

[0023] 应变为a，承压设备的材料的弹性模量为b；

根据公式：

P=a*b

其中，P为应力值，并且根据按照GB150设计标准，应力值应小于0.9倍的该材料的屈服

强度，当应力值大于等于0.9倍的该材料的屈服强度表示该承压设备的在耐压试验中存在

安全隐患，当应力值小于0.9倍的该材料的屈服强度表示该承压设备的在耐压试验中不存

在安全隐患。

[0024] 实施例：

测量的应变为0.0005，承压设备的材料的弹性模量为2*105兆帕；

根据公式：

P=a*b=0.0005*2*105=100兆帕

其中，P为应力值，并且根据按照GB150设计标准，应力值应小于0.9倍的屈服强度，该材

料的屈服强度为235兆帕。

[0025] 235*0.9=211.5兆帕

根据上述应力值应小于0.9倍的屈服强度，将235乘以0.9得出211.5的计算结果，即应

力值应小于211.5兆帕，根据计算的结果得知应力值为100兆帕，100兆帕小于0.9倍的屈服

强度，可以得知承压设备的在进行耐压试验时不存在安全隐患。

[0026] 其余部分与上述一致。

[0027]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11721636 A

7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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