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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测量技术领域，并公开了一种预

防测头触碰格架的测量装置，包括测头，所述测

头上安装有应变片和与所述应变片连接的信号

转换装置；用于放置格架的工作台以及安装所述

测头的滑动小车，在测头上安装有电极，在所述

测头上设有用于检测电流的检测电路。技术效果

是在测头与格架发生接触时，检测电路发生信号

和报警，即停止测量，能有效防止测头与格架发

生碰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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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预防测头触碰格架的测量装置的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预防测头触碰格架的

测量装置，包括测头，所述测头上安装有应变片和与所述应变片连接的信号转换装置，所述

测头包括套体I、套体Ⅱ和伸缩头，所述伸缩头可相对于套体Ⅱ转动；用于放置格架的工作

台以及安装所述测头的滑动小车，所述滑动小车上设置有用于上下移动所述测头的升降装

置，所述测头上安装有电极，在所述测头上设有用于检测电流的检测装置和报警装置，当所

述测头接触格架时，检测装置触发报警装置发出警报，测量方法包括以下测量步骤：90：将

格架安装上电极；

91：将安装完电极的格架固定在工作台上，将测头移动到所述格架上方，并将测头的伸

缩头处于合拢状态；

92：调整测头的位置，使测头对准所测栅元；

93：向下移动测头，测头进入所测栅元；

94：判断测头是否与格架发生接触，当所述测头接触格架，检测装置触发报警装置发出

警报；

941：如报警装置未发生报警，测头进入所测栅元并张开伸缩头，进行测量；942：如报警

装置发生报警，同时向电机发出指令，指示电机停止运转或者反转，并再从步骤92开始；

95：测头的伸缩头合拢，离开所测栅元，完成一次测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防测头触碰格架的测量装置的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报警装置为蜂鸣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防测头触碰格架的测量装置的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工作台上设有定位块和夹紧机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预防测头触碰格架的测量装置的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

每个格架采用三块所述定位块和两个所述夹紧机构来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防测头触碰格架的测量装置的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套体I和套体Ⅱ为一体成型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防测头触碰格架的测量装置的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测头上的电极安装在套体Ⅱ上，检测电路安装在套体Ⅱ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防测头触碰格架的测量装置的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测头还包括推杆、连杆I和连杆Ⅱ，所述推杆、连杆I和连杆Ⅱ连接于所述伸缩头上的一

点。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预防测头触碰格架的测量装置的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测头还包括压杆和压头，所述压杆一端连接于所述推杆，另一端连接于所述压头，在所

述压头和所述推杆之间还设有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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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预防测头触碰格架的测量装置的测量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测量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到一种预防测头触碰格架的测量装置的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核工业中需要用到格架来固定燃料棒，这对格架中起夹持作用的弹簧要求非常

高，即夹持力不能太大，如果太大容易夹破燃料棒，发生核泄漏，又不能太小，否则对燃料棒

起不到夹持作用。所以在格架使用之前，必须对其弹簧的夹持力做检测。

[0003] 中国专利CN204301905U就公开了一种测量格架中弹簧夹持力的仪器，其主要采用

应变片来探测弹簧的夹持力，并由信号转化模块进行数据的读取，从而获得弹簧的夹持力。

这种测量仪器在测量过程，在位置对准时有时因为误差或者操作失误，不能精准对齐。这样

造成的后果是测头会与格架发生激烈碰撞，进而损坏格架或者测头。另外，该专利中测头还

容易与格架中弹簧发生碰撞。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解决现有技术中测头会与格架发生碰撞，造成格架或者

测头损坏的技术问题。

[0005]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首要目的，本发明公开一种预防测头触碰格架的测量装置，包

括测头，所述测头上安装有应变片和与所述应变片连接的信号转换装置；用于放置格架的

工作台以及安装所述测头的滑动小车，在测头上安装有电极，在所述测头上设有用于检测

电流的检测装置和报警装置，当所述测头接触格架时，检测装置触发报警装置发出警报，所

述检测装置可以是检测电路。所述滑动小车上设置有升降装置，用于将所述测头向下送入

格架的栅元中和提升测量完成后的测头，以离开栅元。所述滑动小车中的升降装置可以是

本领域技术中现有升降装置，升降装置由电机驱动。所述滑动小车可以在工作台行走，以测

量不同的栅元。与本装置相配合的，需要在所测格架上安装电极，在测量时，一旦所述测头

与格架发生碰撞，检测电路发现接触电阻为零时(测头与格架接触)，停止测量，发出报警信

号。这样就能有效的防止测头继续下降，与格架碰撞导致测头受到的阻力过大,引起损坏格

架或者测头的现象发生。进一步的，所述报警步骤中使用蜂鸣器来报警，当然也可以使用其

他装置来报警，如闪烁灯。

[0006] 在首要目的基础上，为了防止在测量过程，格架发生位置移动，延长测量时间。在

所述工作台上设有定位装置和夹紧机构。所述定位装置可根据格架的形状来设定，而夹紧

机构则由气缸来驱动。

[0007] 在首要目的基础上，为了对格架取得更好的固定效果，每个格架采用三块所述定

位块和两个所述夹紧机构来固定，这样在测量过程，格架不会轻易发生移动。

[0008] 在首要目的基础上，为了防止测头在测量中的机械部分和电子部分发生互相影

响，所述测头包括套体I和套体Ⅱ，所述套体I和套体Ⅱ为一体成型的，进一步的所述测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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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极安装在套体Ⅱ上，所述检测电路安装在套体Ⅱ上。

[0009] 本发明的次要目的是解决现有技术中测头在测量过程容易与格架中弹簧发生碰

撞，损坏弹簧。

[0010] 为此，所述测头设有伸缩头，所述伸缩头可相对于套体Ⅱ转动，也就是所述伸缩头

可以张开和合拢。测头尺寸可小于栅元弹簧与钢凸间的最小距离。当测头完全插入栅元格

后再张开到设定的尺寸。从而避免了弹簧因与测头碰撞而损坏。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测头还包括推杆、连杆I和连杆Ⅱ，所述推杆、连杆I和连杆Ⅱ连接

于所述伸缩头上的一点，推杆、连杆I和连杆Ⅱ组成一能实现所述伸缩头开合的连杆机构。

[0012] 进一步的，还包括压杆和压头，所述压杆一端连接于所述推杆，另一端连接于所述

压头，在所述压头和所述压杆之间还设有弹簧。可以按押压头来实现所述伸缩头的张开和

闭合，弹簧能在外力去掉后使所述伸缩头回到收拢状态。

[0013] 本发明还公开了预防测头触碰格架的测量装置的使用方法，其步骤为：

[0014] 将格架安装上电极，与测头上的电极相配合使用；

[0015] 将安装完电极的格架固定在工作台上，通过滑动小车将测头移动到所述格架上

方，并将测头的伸缩头处于合拢状态，即不向所述压头施加外力；

[0016] 调整测头的位置，使测头对准所测栅元；

[0017] 向下移动测头，测头进入所测栅元；

[0018] 判断测头是否与格架发生接触，这一步是预防测头与格架碰撞的关键；

[0019] 如检测装置未发生报警，测头进入所测栅元并张开伸缩头，进行测量；

[0020] 当所述测头接触格架，所述测头的检测电路导通，触发检测装置发出警报报警装

置发生报警，同时向电机发出指令，指示电机停止运转或者反转，电机反转即将测头向上提

升，并再重新调整调整测头的位置，使测头对准所测栅元，当所述测头接触格架，所述测头

的检测电路导通，触发检测装置发出警报；

[0021] 获得弹簧的夹持力后，测头的伸缩头合拢，离开所测栅元，完成一次测量。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3] (1)在测头和格架上安装电极，在测头与格架发生接触时，检测电路发生信号，即

停止测量，能有效防止测头与格架发生碰撞现象。

[0024] (2)机械部分和电路部分相互隔绝，互不影响。

[0025] (3)夹紧机构和定位装置能将格架快速准确固定。

[0026] (4)测头设有伸缩头，在测量时还能避免测头与弹簧的碰撞。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一种预防测头触碰格架的测量装置的正视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一种预防测头触碰格架的测量装置的俯视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一种预防测头触碰格架的测量装置的测头内部构造图；

[0030] 图4为本发明一种预防测头触碰格架的测量装置的工作流程图。

[0031] 图中标记：

[0032] 1-滑动小车，2-工作台，3-轨道I，4-格架，5-定位块，6-夹紧机构，7-轨道Ⅱ，8-电

控柜，9-测头，9a-压头，9b-弹簧，9c-压杆，9d-套体I，9e-应变片，9f-推杆，9g-伸缩头，9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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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杆Ⅱ，9i-连杆I，9j-套体Ⅱ。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参见图1-3，一种预防测头触碰格架的测量装置，包含滑动小车1和工作台2，在工

作台2上平行设置有轨道I3和轨道Ⅱ7，滑动小车1可以在轨道I3和轨道Ⅱ7上行走，以测量

不同位置的格架4栅元。测头9安装在滑动小车1上，测头9跟随滑动小车1移动而移动。格架4

通过定位块5定位在工作台上，从图2中可以看出每块格架4都三块定位块5进行定位的。格

架4除了用定位块5定位外，还有设有夹紧机构6，夹紧机构6用来夹紧格架4，使其在测量过

程中不能发生移动。本实施例中，每块格架4设有两个夹紧机构6，一个夹紧格架4的中心部

位，一个夹紧格架4的边角，本实施例中夹紧机构6通过气缸(图中未显示)来驱动。工作台2

下方电控柜，用来安装控制滑动小车1的行走电气部分。测头9上安装有应变片9e和与应变

片9e连接的信号转换装置,即将应变量转换为电讯号并显示出来。在测头9上安装有电极并

在测头9上设有用于检测电流的检测电路。所述滑动小车1上设置有升降装置，升降装置由

电机驱动，电机正转带动测头9下降，反转则带动测头9上升。用于将所述测头9向下送入格

架4的栅元中和提升测量完成后的测头9，以离开栅元。为了防止测头在测量中的机械部分

和电子部分发生互相影响，所述测头9包括套体I9d和套体Ⅱ9j，套体I9d和套体Ⅱ9j为一体

成型的。电极安装在套体Ⅱ9j上，用于检测电极中电流的检测电路安装在套体I9d上。请参

见图3，测头9设有伸缩头9g，伸缩头9g可相对于套体Ⅱ9j转动，也就是所述伸缩头9g可以张

开和合拢。测头9的尺寸小于栅元弹簧与钢凸间的最小距离。当测头9完全插入栅元格后再

张开到设定的尺寸。从而避免了弹簧因与测头碰撞而损坏。测头9还包括推杆9f、连杆I9i和

连杆Ⅱ9h，推杆9f、连杆I9i和连杆Ⅱ9h连接于所述伸缩头9g上的一点，连杆Ⅱ9h还连接于

伸缩头9g另一点，连杆I9i连接于套体Ⅱ9j。推杆9f、连杆I9i和连杆Ⅱ9h组成一能实现所述

伸缩头9g开合的连杆机构。本实施例中测头9还包括压杆9c和压头9a，所述压杆9c一端连接

于推杆9f，另一端连接于压头9a，在压头9a和所述压杆9c之间还设有弹簧9b。可以按押压头

9a来实现所述伸缩头9g的张开和闭合，弹簧9b能在外力去掉后使所述伸缩头9g回到收拢状

态。

[0034] 与本装置相配合的，需要在所测格架4上安装电极，在测量时，一旦所述测头与格

架发生碰撞，检测电路发现接触电阻为零时(测头与格架接触)，停止测量，发出报警信号。

这样就能有效的防止测头9与格架4碰撞,损坏格架4或者测头9的现象发生。

[0035] 从图4可以看出预防测头触碰格架的测量装置的使用方法，首先执行步骤90将格

架4安装上电极，与测头上的电极相配合使用；安装完电极后，执行步骤91即将安装完电极

的格架固定在工作台上，通过滑动小车将测头移动到所述格架上方，并将测头的伸缩头处

于合拢状态，即不向所述压头施加外力；在执行步骤92即调整测头的位置，使测头对准所测

栅元；步骤90、91和92为准备工作。步骤93为向下移动测头，测头进入所测栅元，开始正式测

量。步骤94为判断步骤即判断测头是否与格架发生接触，这一步是预防测头与格架碰撞的

关键；根据判断结果有步骤941如检测装置未发生报警，测头进入所测栅元并张开伸缩头，

进行测量，还有步骤942如检测装置发生报警，则向电机发出指令，指示电机停止运转或者

反转，电机反转即将测头向上提升，这时在回到步骤92即并再重新调整调整测头的位置，使

测头对准所测栅元。所述报警步骤942中使用蜂鸣器来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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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步骤95为测头9未与格架4发生碰撞，顺利测量后，收起测头9，也就是获得弹簧的

夹持力后，测头9的伸缩头9g合拢，离开所测栅元，完成一次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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