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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焊缝多轴应力可控施加

的疲劳试验装置及其应用方法，包括焊缝轴向初

始应力施加系统、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系

统、横向铰接系统、杠杆式传力系统、高度可调基

座和安全悬挂式疲劳加载系统；基于上述装置的

应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粘贴初始加载控制应

变片；安装试件；焊缝轴向初始应力预施加；垂直

焊缝方向初始应力预施加；焊缝多轴应力的疲劳

加载。本发明能够模拟钢结构焊缝多轴应力焊缝

轴向初始应力和垂直于焊缝向初始应力的施加，

并确保所施加初始应力大小的精确可控，基于本

发明试验装置和应用方法得到的试验结果可精

确反映焊缝在多轴应力状态下的疲劳性能，试验

结果更接近实际运营状况，为提高疲劳试验结果

精度提供支撑。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7页  附图7页

CN 110044738 A

2019.07.23

CN
 1
10
04
47
38
 A



1.一种焊缝多轴应力可控施加的疲劳试验装置，包括底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上表

面的一侧固定有机架，所述的机架上表面固定有试件，所述试件的一端与机架固定，另一端

悬空；试件悬空端的下方设有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所述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

力施加系统的底部与底板固定，顶部与试件连接；所述试件的宽度方向对称设有焊缝轴向

初始应力施加系统，所述焊缝轴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的侧面与机架固定；所述试件悬空端

的端部固定有横向铰接系统；横向铰接系统与杠杆式传力系统连接，所述的杠杆式传力系

统沿试件的长度方向设置，其端部连接有安全悬挂式疲劳加载系统，所述的杠杆式传力系

统还穿过高度可调基座，其贯穿方向与试件宽度方向平行；所述的高度可调基座设置在底

板上表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焊缝多轴应力可控施加的疲劳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焊缝轴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包括固定框架，所述固定框架的侧面与机架连接，固定框架的

正面设有弹簧限位板，所述弹簧限位板的一端与调节螺杆连接，另一端通过弹簧与轴向压

力板连接，所述的轴向压力板与试件侧面接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焊缝多轴应力可控施加的疲劳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包括底座，所述的底座与底板固定，底座上固定有螺纹杆，

螺纹杆上设有上固定螺帽与下固定螺帽，上固定螺帽与下固定螺帽之间设有弹簧连接滑

块，所述弹簧连接滑块的上表面设有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弹簧，垂直焊缝方向初始

应力施加弹簧的顶部连接有螺帽，螺帽上方设有弹簧固定螺母，所述的弹簧固定螺母及螺

帽与试件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焊缝多轴应力可控施加的疲劳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横向铰接系统包括对称分布的固定外壳，并通过固定外壳与试件连接，所述的固定外壳之

间设有FRP连接板，FRP连接板的上下表面均固定有若干滚轮，所述滚轮的两端均与固定外

壳侧面的滚轮限位孔连接，FRP连接板的一端插入水平限位块中，另一端设有FRP板固定孔，

通过FRP板固定孔与杠杆式传力系统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焊缝多轴应力可控施加的疲劳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杠杆式传力系统包括支撑杆、轴承、阻力杆和动力杆，所述的阻力杆一端与FRP连接板连接，

另一端与轴承连接；所述的动力杆一端与轴承连接，另一端与疲劳试验机连接；所述的轴承

之间贯穿有支撑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焊缝多轴应力可控施加的疲劳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高度可调基座包括基座上部和基座下部，所述的基座上部包括支撑杆通过孔和基座调位杆

通过孔，所述的支撑杆通过孔用于穿过支撑杆，所述的基座下部包括主基座，主基座上表面

固定有基座调位杆，所述的基座调位杆穿过基座调位杆通过孔将基座上部和基座下部连

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焊缝多轴应力可控施加的疲劳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安全悬挂式疲劳加载系统包括支撑架、悬臂、疲劳试验机与横向连接垫板，所述的疲劳试验

机通过横向连接垫板与动力杆连接，疲劳试验机的顶部连接悬臂，悬臂的一端与支撑架固

定。

8.基于权利要求1至7任一项所述的焊缝多轴应力可控施加的疲劳试验装置的应用方

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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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粘贴初始加载控制应变片：在所关注的焊缝应力测点部位粘贴三向应变花，其中0°

的应变片与焊缝水平，90°的应变片与焊缝垂直；

(2)安装试验装置及试件，将初始加载控制应变片与应变仪连接，并进行数据调试；

(3)焊缝轴向初始应力预施加：同步调整试件两侧的焊缝轴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通过

应变仪测量得到所施加的焊缝轴向初始应力大小，待焊缝轴向初始应力值达到试验要求

后，测量两侧调节螺帽的旋进距离，作为所需施加焊缝轴向应力的初始参数；

(4)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预施加，包括：

垂直于焊缝方向初始拉应力预施加：通过调整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实现

试件端部的下挠，通过应变仪测量得到垂直于焊缝方向的初始应力，待垂直焊缝方向初始

应力值达到试验要求后，记录上固定螺帽的旋进位移，作为所需施加垂直于焊缝方向应力

的初始参数；

垂直于焊缝方向初始压应力预施加：通过调整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实现

试件端部的上挠，通过应变仪测量得到垂直于焊缝方向的初始应力，待垂直焊缝方向初始

应力值达到试验要求后，记录下固定螺帽的旋进位移，作为所需施加垂直于焊缝方向应力

的初始参数；

(5)焊缝多轴应力的疲劳加载：对试件焊缝部位进行打磨，依据试验需求粘贴应变片，

并与应变仪连接，依据预施加得到的焊缝轴向应力初始参数、垂直于焊缝方向应力初始参

数，完成对试件两侧焊缝轴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的调整，

得到所需的焊缝多轴应力状态，启动疲劳试验机并调制所需加载频率，开始基于焊缝多轴

应力状态的疲劳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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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缝多轴应力可控施加的疲劳试验装置及其应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疲劳试验装置及其应用方法，尤其涉及一种焊缝多轴应力可控施

加的疲劳试验装置及其应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钢结构在道路桥梁、民用建筑、海上平台等结构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由

于钢结构部件复杂，焊接仍是各部件连接的最主要的方式。但对于一个整体结构而言，焊接

工作量巨大，焊接缺陷(如焊瘤、夹杂等)难以避免。在焊接残余应力、外界反复荷载的耦合

作用下，焊缝疲劳开裂现象时有发生。例如，国内多座跨江钢桥钢箱梁焊缝的疲劳裂纹已达

千条以上。疲劳裂纹的不断扩展将危害局部构件及整体结构安全，严重时甚至将导致结构

破坏，对人民安全及社会财产造成巨大危害。因此，通过试验手段，明晰钢结构焊缝的疲劳

性能，是当前工程界的研究热点之一。

[0003] 钢结构焊缝局部构造复杂，局部应力状态常呈现多轴应力状态；同时，在运营荷

载、风荷载等耦合作用下，局部应力特征更为复杂。目前最能精确反映焊缝局部受力状态的

疲劳试验方法是节段试件加载法，即等比例建造实际结构的节段模型，然后采用MTS等大型

液压伺服机进行疲劳加载。此方法虽然可以得到较为精确的试验结果，但人力、物力成本巨

大，且疲劳试验由于自身的离散性，往往需要同时开展多个试件的疲劳试验，该方法难以得

到实际应用。因此，有效采用替代方案开展疲劳试验，是目前主要的解决途径。专利“机械型

试件疲劳试验机及其试验方法(201110416431.2)”、“考虑钢桥面板与铺装耦合作用的疲劳

试验装置(201611159177.1)”等提出了基于振动型疲劳加载方法的疲劳试验装置，但均无

法实现可控多轴疲劳应力的加载。所得试验结果尽管能够较好地反映单轴应力状态下的疲

劳性能，但无法代表结构实际的多轴疲劳性能。

[0004] 可见，如何有效、可控地实现焊缝多轴应力状态的施加，并有效开展疲劳试验，已

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焊缝多轴应力可控施加的疲劳试验装置及其应

用方法，该装置及方法可有效实现焊缝应力状态的可控施加，有效得到焊缝多轴应力状态

下的疲劳性能，为实际工程提供参考。

[0006] 技术方案：本发明包括底板，所述底板上表面的一侧固定有机架，所述的机架上表

面固定有试件，所述试件的一端与机架固定，另一端悬空；试件悬空端的下方设有垂直焊缝

方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所述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的底部与底板固定，顶部与

试件连接；所述试件的宽度方向对称设有焊缝轴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所述焊缝轴向初始

应力施加系统的侧面与机架固定；所述试件悬空端的端部固定有横向铰接系统；横向铰接

系统与杠杆式传力系统连接，所述的杠杆式传力系统沿试件的长度方向设置，其端部连接

有安全悬挂式疲劳加载系统，所述的杠杆式传力系统还穿过高度可调基座，其贯穿方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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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件宽度方向平行；所述的高度可调基座设置在底板上表面。

[0007] 所述的焊缝轴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包括固定框架，所述固定框架的侧面与机架连

接，固定框架的正面设有弹簧限位板，所述弹簧限位板的一端与调节螺杆连接，另一端通过

弹簧与轴向压力板连接，所述的轴向压力板与试件侧面接触，通过调整调节螺杆端部的调

节螺帽，使弹簧限位板不断压缩弹簧，可实现焊缝初始轴向应力的施加。

[0008] 所述的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包括底座，所述的底座与底板固定，底座

上固定有螺纹杆，螺纹杆上设有上固定螺帽与下固定螺帽，上固定螺帽与下固定螺帽之间

设有弹簧连接滑块，所述弹簧连接滑块的上表面设有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弹簧，垂

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弹簧的顶部连接有螺帽，螺帽上方设有弹簧固定螺母，所述的弹

簧固定螺母及螺帽与试件连接，通过调节弹簧连接滑块在螺纹杆上的位置，可以实现加载

试件的向上或向下挠曲，从而实现垂直于焊缝方向初始应力的施加。

[0009] 所述的横向铰接系统包括对称分布的固定外壳，并通过固定外壳与试件连接，所

述的固定外壳之间设有FRP连接板，FRP连接板的上下表面均固定有若干滚轮，所述滚轮的

两端均与固定外壳侧面的滚轮限位孔连接，通过自由转动实现对FRP连接板竖向位移的约

束而不约束水平位移，FRP连接板的一端插入水平限位块中，另一端设有FRP板固定孔，通过

FRP板固定孔与杠杆式传力系统连接。

[0010] 所述的杠杆式传力系统包括支撑杆、轴承、阻力杆和动力杆，所述的阻力杆一端与

FRP连接板连接，另一端与轴承连接；所述的动力杆一端与轴承连接，另一端与疲劳试验机

连接；所述的轴承之间贯穿有支撑杆，动力杆长度可定制，从而通过杠杆原理获得所施加疲

劳荷载，满足不同的试验需求。

[0011] 所述的高度可调基座包括基座上部和基座下部，所述的基座上部包括支撑杆通过

孔和基座调位杆通过孔，所述的支撑杆通过孔用于穿过支撑杆，基座调位杆通过孔可实现

基座上部的竖向移动，从而调整杠杆式传力系统的高度，实现不同试件类型的加载需求；所

述的基座下部包括主基座，主基座上表面固定有基座调位杆，所述的基座调位杆穿过基座

调位杆通过孔将基座上部和基座下部连接。

[0012] 所述的安全悬挂式疲劳加载系统包括支撑架、悬臂、疲劳试验机与横向连接垫板，

所述的疲劳试验机通过横向连接垫板与动力杆连接，对于两个动力杆而言起到横向连接的

作用，保证两个动力杆的同步，疲劳试验机的顶部连接悬臂，悬臂的一端与支撑架固定。

[0013] 一种焊缝多轴应力可控施加的疲劳试验装置的应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4] (1)粘贴初始加载控制应变片：在所关注的焊缝应力测点部位粘贴三向应变花，其

中0°的应变片与焊缝水平，90°的应变片与焊缝垂直；

[0015] (2)安装试验装置及试件，将初始加载控制应变片与应变仪连接，并进行数据调

试；

[0016] (3)焊缝轴向初始应力预施加：同步调整试件两侧的焊缝轴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

通过应变仪测量得到所施加的焊缝轴向初始应力大小，待焊缝轴向初始应力值达到试验要

求后，测量两侧调节螺帽的旋进距离，作为所需施加焊缝轴向应力的初始参数；

[0017] (4)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预施加，包括：

[0018] 垂直于焊缝方向初始拉应力预施加：通过调整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

实现试件端部的下挠，通过应变仪测量得到垂直于焊缝方向的初始应力，待垂直焊缝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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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应力值达到试验要求后，记录上固定螺帽的旋进位移，作为所需施加垂直于焊缝方向

应力的初始参数；

[0019] 垂直于焊缝方向初始压应力预施加：通过调整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

实现试件端部的上挠，通过应变仪测量得到垂直于焊缝方向的初始应力，待垂直焊缝方向

初始应力值达到试验要求后，记录下固定螺帽的旋进位移，作为所需施加垂直于焊缝方向

应力的初始参数；

[0020] (5)焊缝多轴应力的疲劳加载：对试件焊缝部位进行打磨，依据试验需求粘贴应变

片，并与应变仪连接，依据预施加得到的焊缝轴向应力初始参数、垂直于焊缝方向应力初始

参数，完成对试件两侧焊缝轴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的调

整，得到所需的焊缝多轴应力状态，启动疲劳试验机并调制所需加载频率，开始基于焊缝多

轴应力状态的疲劳试验。

[0021] 有益效果：1、本发明能够模拟钢结构焊缝多轴应力(焊缝轴向初始应力和垂直于

焊缝向初始应力)的施加，并确保所施加初始应力大小的精确可控；2、本发明能够依据杠杆

原理实现对疲劳荷载大小的调整，满足不同试件的加载需求；3、本发明可有效避免反复搬

运、连接疲劳试验机造成的不便，简化试验过程；4、本发明可有效避免疲劳试验机因试件断

裂而砸到地上造成的损伤；5、本发明得到的试验结果可精确反映焊缝在多轴应力状态下的

疲劳性能，试验结果更接近实际运营状况，为提高疲劳试验结果精度、可信度提供支持。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中焊缝轴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的拆解示意图；

[0024] 图3是本发明中杠杆式传力系统的示意图；

[0025] 图4是本发明中疲劳试验机及横向连接垫板的示意图；

[0026] 图5是本发明中高度可调基座的基座上部示意图；

[0027] 图6是本发明中高度可调基座的基座下部示意图；

[0028] 图7是本发明中支撑架和悬臂的示意图；

[0029] 图8是本发明中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的示意图；

[0030] 图9是本发明中横向铰接系统的拆解示意图；

[0031] 图10是加载试件的示意图；

[0032] 图11是施加轴向初始应力后焊缝轴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示意图；

[0033] 图12是施加垂直焊缝方向初始拉应力后的装置示意图；

[0034] 图13是施加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压应力后的装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6] 如图1至图13所示，本发明包括焊缝轴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

力施加系统、横向铰接系统、杠杆式传力系统、高度可调基座和安全悬挂式疲劳加载系统。

[0037] 如图1所示，本发明包括底板1，底板1上表面的左侧通过高强螺栓与机架2固定，机

架2上表面固定有试件3，试件3的左侧通过八枚高强螺栓固定于机架2上，另一端悬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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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所示，试件3的左侧设有八个与机架连接用的螺栓孔31，右侧设有四个与横向铰接系统连

接用的螺栓孔32、一个与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连接用的螺栓孔33，其中，与垂直

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连接用的螺栓孔33位于与横向铰接系统连接用的螺栓孔32的

右侧。试件3右侧悬空端的下方设有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

力施加系统的底部与底板1固定，顶部与试件3连接；试件3的宽度方向对称设有焊缝轴向初

始应力施加系统，焊缝轴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的左侧与机架2固定；试件3悬空端的端部固

定有两个横向铰接系统；横向铰接系统与杠杆式传力系统连接，杠杆式传力系统沿试件3的

长度方向设置，其端部连接有安全悬挂式疲劳加载系统，杠杆式传力系统还穿过高度可调

基座，其贯穿方向与试件3宽度方向平行；高度可调基座设置在底板1上表面。

[0038] 如图2所示，焊缝轴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包括固定框架41、调节螺杆42、轴向压力

板43、弹簧44、弹簧限位板45、调节螺帽46及螺栓孔47。固定框架41的内部为中空结构，其左

侧面开有四个螺栓孔47，用于将固定框架41与机架2牢固连接。固定框架41的正面设有弹簧

限位板45，弹簧限位板45的底端与调节螺杆42连接，并可在调节螺杆42上自由滑动，调节螺

杆42伸出弹簧限位板45右侧的端部连接有调节螺帽46，弹簧限位板45的顶端通过弹簧44与

轴向压力板43连接。轴向压力板43顶紧试件3的侧面，通过调整调节螺帽46，使弹簧限位板

45不断压缩弹簧，可实现焊缝初始轴向应力的施加。

[0039] 如图8所示，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包括底座151、螺纹杆152、下固定螺

帽153、弹簧连接滑块154、上固定螺帽155、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弹簧156、弹簧固定

螺母157及螺帽158。底座151通过螺栓与底板1固定，底座151上表面的中央固定有螺纹杆

152，螺纹杆152上设有上固定螺帽155与下固定螺帽153，上固定螺帽155与下固定螺帽153

之间设有弹簧连接滑块154，弹簧连接滑块154的上表面设有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弹

簧156，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弹簧156的顶部连接有螺帽158，螺帽158上方设有弹簧

固定螺母157。弹簧连接滑块154可在螺纹杆152上自由滑动，通过下固定螺帽153与上固定

螺帽155限制其在螺纹杆152上的位置，从而实现对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弹簧156的

拉伸或压缩。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弹簧156通过弹簧固定螺母157及螺帽158与试件3

连接。通过调节弹簧连接滑块154在螺纹杆152上的位置，可以实现试件3的向上或向下挠

曲，从而实现垂直于焊缝方向初始应力的施加。

[0040] 如图9所示，横向铰接系统包括固定外壳51、FRP连接板52、滚轮限位孔53、固定螺

栓孔54、水平限位块55、水平限位块插销孔56、滚轮57及FRP板固定孔58。固定外壳51两侧的

底部均设有一个固定螺栓孔54，通过固定螺栓孔54与试件3连接。两个对称的固定外壳51之

间设有FRP连接板52，FRP连接板52的上下表面均固定有若干滚轮57，滚轮57的两端均与固

定外壳51侧面的滚轮限位孔53连接，通过自由转动实现对FRP连接板竖向位移的约束而不

约束水平位移，因为，FRP连接板52的上下表面分别与滚轮57接触，因此FRP连接板52可以在

滚轮57内部平行滑动，而无法产生竖直方向的移动。FRP连接板52的一端插入水平限位块55

中，水平限位块55上设有两个水平限位块插销孔56，通过插销将水平限位块55与FRP连接板

52固定，可有效防止加载过程中FRP连接板52脱离固定外壳51。FRP连接板52另一端设有FRP

板固定孔58，通过FRP板固定孔58与杠杆式传力系统连接。本发明在试件3的端部连接有两

套横向铰接系统，并沿试件3的宽度方向对称分布。通过FRP连接板52的水平自由位移，可避

免疲劳试验机11转动过程中产生的水平力对试验结果的影响。因为，疲劳试验机11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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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力通过FRP连接板52传递给试件3。但由于FRP连接板52在水平方向可以自由移动，即不

传递作用力，因此疲劳试验机11产生的水平向作用力对试件3没有影响，仅竖直方向的作用

力会施加于试件3上。

[0041] 如图3所示，杠杆式传力系统包括支撑杆61、轴承62、阻力杆63和动力杆65。轴承62

两侧带有连接板，分别与阻力杆63、动力杆65连接。阻力杆63通过固定孔64与横向铰接系统

中的FRP连接板52连接，另一端与轴承62连接；动力杆65一端与轴承62连接，另一端与疲劳

试验机11连接；轴承62之间贯穿有支撑杆61。动力杆63的长度可定制，从而通过杠杆原理获

得所施加疲劳荷载，满足不同的试验需求。杠杆式传力系统沿试件3的长度方向设置，其中，

支撑杆61与阻力杆63及动力杆65的方向垂直，并穿过高度可调基座中的基座上部71。

[0042] 如图5和图6所示，高度可调基座包括基座上部71和基座下部81，基座上部71包括

支撑杆通过孔72和基座调位杆通过孔73，支撑杆通过孔72用于穿过支撑杆61。基座下部81

包括主基座，主基座上表面固定有两个基座调位杆82，基座调位杆82穿过基座调位杆通过

孔73，将基座上部71和基座下部81连接。基座上部71的位置可通过基座调位杆82、调位杆上

螺母83、调位杆下螺母84及千斤顶9进行升降调整，实现基座上部71的竖向移动，从而调整

杠杆式传力系统的高度，实现不同试件类型的加载需求。如图1所示，基座下部81设置在底

板1上，基座下部81的上方连接有基座上部71，基座上部71与基座下部81之间还连接有千斤

顶9，用于调节基座上部71的高度。

[0043] 安全悬挂式疲劳加载系统包括支撑架13、悬臂14、疲劳试验机11、横向连接垫板10

和安全绳12。疲劳试验机11的外壳带有耳环112，可通过安全绳12与悬臂14连接，防止实验

过程中疲劳试验机11砸下。如图4所示，横向连接垫板10的底部设有四个第一螺栓孔101，疲

劳试验机11对应的位置设有四个第二螺栓孔111，通过疲劳试验机11与横向连接垫板10上

的螺栓孔将疲劳试验机11及横向连接垫板10与动力杆65连接，对于两个动力杆65而言，横

向连接垫板10起到横向连接的作用，保证两个动力杆65的同步。疲劳试验机11的顶部连接

悬臂14，悬臂14的一端设有四个第三螺栓孔141，对应的，支撑架13的顶部也设有相同的四

个第四螺栓孔131，通过螺栓孔将悬臂14与支撑架13固定，如图7所示。

[0044] 一种焊缝多轴应力可控施加的疲劳试验装置的应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5] (1)粘贴初始加载控制应变片：在所关注的焊缝应力测点部位(如距离焊趾10mm的

名义应力测点)粘贴三向应变花，其中0°的应变片与焊缝水平，用于检测平行于焊缝方向的

初始应力，90°的应变片与焊缝垂直，90°的应变片有两个，分别用于检测垂直于焊缝方向的

初始拉应力和初始压应力；

[0046] (2)安装试验装置及试件：按照试验步骤将试件安装到位，通过调整高度可调基座

上部的高度，将阻力杆、横向铰接系统、试件相连，将焊缝轴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按要求安

装到位，将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安装到位，其中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弹

簧通过弹簧固定螺母及螺帽与加载试件连接，完成上述步骤后，将初始加载控制应变片与

应变仪连接，并进行数据调试，确保其正常工作；

[0047] (3)焊缝轴向初始应力预施加：同步调整试件两侧焊缝轴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的

调节螺帽，并同时观测0°应变片的读数，调整过程中确保两侧调节螺帽的旋进位移相同，通

过应变仪测量得到所施加的焊缝轴向初始应力大小，待焊缝轴向初始应力值达到试验要求

后，测量两侧调节螺帽的旋进距离，作为本实验所需施加焊缝轴向应力的初始参数，该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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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可解除焊缝轴向应力的施加，开始下一步操作；

[0048] (4)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预施加，包括：

[0049] 垂直于焊缝方向初始拉应力预施加：将下固定螺帽调至螺纹杆底部，然后转动上

固定螺帽使之推动弹簧连接滑块下移，从而拉伸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弹簧，实现试

件端部的下挠。调整期间不断观测90°方向应变片的读数，通过应变仪测量得到垂直于焊缝

方向的初始应力，待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值达到试验要求后，记录上固定螺帽的旋进位

移，作为本实验所需施加垂直于焊缝方向应力的初始参数；

[0050] 垂直于焊缝方向初始压应力预施加：将上固定螺帽调至螺纹杆上部，然后转动下

固定螺帽使之推动弹簧连接滑块上移，从而拉伸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弹簧，实现试

件端部的上挠。调整期间不断观测90°方向应变片的读数，通过应变仪测量得到垂直于焊缝

方向的初始应力，待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值达到试验要求后，记录下固定螺帽的旋进位

移，作为本实验所需施加垂直于焊缝方向应力的初始参数；

[0051] (5)焊缝多轴应力的疲劳加载：对试件焊缝部位进行打磨，依据试验需求粘贴应变

片，如名义应力测点、热点应力测点等，并与应变仪连接，依据预施加得到的焊缝轴向应力

初始参数、垂直于焊缝方向应力初始参数，完成对试件两侧焊缝轴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垂

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的调整，得到所需的焊缝多轴应力状态，随后连接安全绳，启

动疲劳试验机并调制所需加载频率，开始基于焊缝多轴应力状态的疲劳试验。

[0052] 实施例一：焊缝轴向初始应力及垂直焊缝方向初始拉应力的疲劳加载

[0053] 参见图1至图12，按要求完成机架、试件、焊缝轴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垂直焊缝方

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横向铰接系统、杠杆式传力系统、高度可调基座和安全悬挂式疲劳加

载系统的安装。

[0054] 在所关注的焊缝应力测点部位，如距离焊趾10mm的名义应力测点粘贴三向应变

花，其中0°的应变片与焊缝水平，90°的应变片与焊缝垂直。

[0055] 同步调整试件两侧焊缝轴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的调节螺帽46，并同时观测0°应变

片的读数，调整过程中确保两侧调节螺帽46的旋进位移相同。通过应变仪测量得到所施加

的焊缝轴向初始应力大小，待焊缝轴向初始应力值达到试验要求后，测量两侧调节螺帽46

的旋进距离，作为本实验所需施加焊缝轴向应力的初始参数。

[0056] 将下固定螺帽153调至螺纹杆152底部，然后转动上固定螺帽155使之推动弹簧连

接滑块154下移，从而拉伸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弹簧156，实现试件3端部的下挠。调

整期间不断观测90°方向应变片的读数，通过应变仪测量得到垂直于焊缝方向的初始应力，

待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值达到试验要求后，记录下上固定螺帽155的旋进位移，作为本实

验所需施加垂直于焊缝方向应力的初始参数。该步骤完成后解除垂直于焊缝方向初始应力

的施加，开始试件的正式加载。

[0057] 对试件焊缝部位进行打磨，依据试验需求粘贴应变片如名义应力测点、热点应力

测点等，并与应变仪连接。依据预施加得到的焊缝轴向应力初始参数、垂直于焊缝方向应力

初始参数，完成对试件两侧焊缝轴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

的调整，得到所需的焊缝多轴应力状态。随后连接安全绳12，启动疲劳试验机11并调制所需

加载频率，开始基于焊缝多轴应力状态的疲劳试验。

[0058] 实施例二：焊缝轴向初始应力及垂直焊缝向初始压应力的疲劳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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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参见图1至图11与图13，按要求完成机架、试件、焊缝轴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垂直

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横向铰接系统、杠杆式传力系统、高度可调基座和安全悬挂式

疲劳加载系统的安装。

[0060] 在所关注的焊缝应力测点部位如距离焊趾10mm的名义应力测点粘贴三向应变花，

其中0°的应变片与焊缝水平，90°的应变片与焊缝垂直。

[0061] 同步调整试件两侧焊缝轴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的调节螺帽46，并同时观测0°应变

片的读数，调整过程中确保两侧调节螺帽46的旋进位移相同。通过应变仪测量得到所施加

的焊缝轴向初始应力大小，待焊缝轴向初始应力值达到试验要求后，测量两侧调节螺帽46

的旋进距离，作为本实验所需施加焊缝轴向应力的初始参数。

[0062] 将上固定螺帽155调至螺纹杆152上部，然后转动下固定螺帽153使之推动弹簧连

接滑块154上移，从而拉伸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弹簧156，实现试件3端部的上挠。调

整期间不断观测90°方向应变片的读数，通过应变仪测量得到垂直于焊缝方向的初始应力，

待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值达到试验要求后，记录下固定螺帽153的旋进位移，作为本实验

所需施加垂直于焊缝方向应力的初始参数。该步骤完成后解除垂直于焊缝方向初始应力的

施加，开始试件的正式加载。

[0063] 对试件焊缝部位进行打磨，依据试验需求粘贴应变片如名义应力测点、热点应力

测点等，并与应变仪连接。依据预施加得到的焊缝轴向应力初始参数、垂直于焊缝方向应力

初始参数，完成对试件两侧焊缝轴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垂直焊缝方向初始应力施加系统

的调整，得到所需的焊缝多轴应力状态。随后连接安全绳12，启动疲劳试验机11并调制所需

加载频率，开始基于焊缝多轴应力状态的疲劳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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