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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谱整理方法、加载

方法及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谱整

理方法、加载方法及装置，先将装载机工作装置

简化为一个平面结构，建立动臂坐标系xoy，获得

铲斗与动臂的铰点A、摇臂与动臂的铰点D、动臂

油缸与动臂的铰点I在动臂坐标系下的铰点力载

荷时间历程；再在动臂板的中性面上选取结构

点，计算动臂坐标系下动臂板上结构点的弯矩

Mi；固定铲掘姿态下，装载机工作装置受到等效

外力F、动臂油缸对动臂的作用力FI和摇臂油缸

对摇臂的作用力FE，求解得到等效外力F的位置

和方向参数，再获取等效外力F的载荷时间历程，

编制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谱。本发明建立动

臂截面弯矩与等效外力的当量关系来绘制试验

谱，能同时考虑铲斗底板垂向载荷和水平载荷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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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谱整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装载机工作装置简化为一个平面结构，建立动臂坐标系xoy，并通过销轴传感器

获得铲斗与动臂的铰点A、摇臂与动臂的铰点D、动臂油缸与动臂的铰点I在动臂坐标系下的

铰点力载荷时间历程；

(2)在动臂板的中性面上选取结构点，计算动臂坐标系下动臂板上结构点的弯矩Mi；

(3)固定铲掘姿态下，装载机工作装置受到等效外力F、动臂油缸对动臂的作用力FI和摇

臂油缸对摇臂的作用力FE，求解得到等效外力F的位置和方向参数；

(4)根据等效外力F的位置和方向参数获取等效外力F的载荷时间历程；

(5)根据等效外力F的载荷时间历程编制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谱；

步骤(1)中动臂坐标系xoy以动臂两端铰接点连线为x轴，指向铲斗一端为x轴正方向，

垂直x轴向上为y轴正方向，以动臂与前车架铰接点为原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谱整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

中在动臂坐标系下获得的铰点力载荷时间历程包括：铰点A在x轴方向的分力FAx，在y轴方向

的分力FAy；铰点I在x轴方向的分力FIx，在y轴方向的分力FIy；铰点D在x轴方向的分力FDx，在y

轴方向的分力FDy；

步骤(2)中在动臂板前段、中间和后段的中性面上分别选取结构点，记为O1～O8，其弯矩

Mi的计算公式如下：

M1＝FAx·yA1-FAy·xA1                     (1)

M2＝-FAx·yA2-FAy·xA2                     (2)

M3＝-FAx·yA3-FAy·xA3                     (3)

M4＝-FAx·yA4-FAy·xA4                     (4)

M5＝-FAx·yA5-FAy·xA5+FDx·yD5-FDy·xD5             (5)

M6＝-FAx·yA6-FAy·xA6+FDx·yD6-FDy·xD6             (6)

M7＝-FAx·yA7-FAy·xA7+FDx·yD7-FDy·xD7-FIx·yI7-FIy·xI7     (7)

M8＝-FAx·yA8-FAy·xA8+FDx·yD8-FDy·xD8-FIx·yI8-FIy·xI8     (8)

式中，xAi和yAi分别为Oi点到力FAy和FAx作用线的垂直距离，xDi和yDi分别为Oi点到力FDy和

FDx作用线的垂直距离，xIi和yIi分别为Oi点到力FIy和FIx作用线的垂直距离，其中i＝1，2，…，

8。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谱整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

具体包括：

(301)设等效外力的位置和方向参数h和l和ξ；其中，h为等效外力作用点到铲斗与动臂

的铰点之间距离在水平X轴上的投影长度，l为等效外力作用点到铲斗与动臂的铰点之间距

离在竖直Y轴上的投影长度，ξ为等效外力作用线与水平X轴的夹角；

(302)动臂油缸对动臂的作用力FI和摇臂油缸对摇臂的作用力FE用等效外力F表示，

FE＝α·F                      (9)

FI＝β·F                     (10)

α和β均为系数；

(303)在铰点I的前后两段各取两个点的弯矩值得到n个作业循环下铲掘姿态时弯矩最

大值的均值Mmax，设选取的点分别为O2、O3、O6和O7，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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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分别为O2点到铰点A距离在水平X轴和竖直Y轴的投影； 和 分别为O3

点到铰点A距离在水平X轴和竖直Y轴的投影； 和 分别为O6点到铰点A距离在水平X轴

和竖直Y轴的投影； 和 分别为O7点到铰点A距离在水平X轴和竖直Y轴的投影； 和

分别为O6点到力FI和FE作用线的垂直距离； 和 分别为O7点到力FI和FE作用线的

垂直距离；

(304)联立式(9)～式(11)，解得等效外力F的位置和方向参数h、l和ξ。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谱整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

具体包括：根据等效外力F的位置和方向参数h、l和ξ绘制动臂截面弯矩图，从动臂截面弯矩

图中得出最大弯矩截面，利用该最大弯矩截面的结构点的弯矩得到等效外力F：如最大弯矩

截面为过点O5的截面，则：

根据不同时间下等效外力F值得到等效外力F的载荷时间历程。

5.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整理方法进行的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谱加载方法，其特征

在于：还包括以下步骤：

在保持装载机工作装置整体处于铲掘姿态下，将装载机工作装置整体绕当量外力作用

线与铲斗底板交点顺时针旋转，旋转后施加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谱的液压作动器相对

于地面呈垂直姿态，将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谱加载在装载机工作装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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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谱整理方法、加载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疲劳试验领域，具体涉及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谱整理方法、加载

方法及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工作装置是装载机主要的工作部件，也是装载机的直接受力部件，其结构性能及

疲劳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装载机的使用可靠性和寿命。装载机工作装置结构的疲劳断裂是

装载机工作装置结构破坏的主要原因，对装载机工作装置进行疲劳寿命试验是制定结构维

修保养计划以及保证结构基本使用时间的重要基础。而且疲劳台架试验时需要固定装载机

工作装置姿态，因此，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载荷谱整理与加载方法是疲劳寿命预测领

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0003] 目前，还没有一种适用于装载机工作装置的疲劳试验载荷谱整理与加载方法，这

是因为工作装置在装载机铲装作业过程中的姿态不断发生变化，二疲劳试验时需要将装载

机工作装置固定在某个姿态下，两者之间的矛盾难以协调。这里利用动臂截面弯矩等效原

则，将不同作业姿态下装载机工作装置的试验实测外载荷当量至固定姿态下，并采用数理

统计的方法编制了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载荷谱。现有的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加载

装置是标准“JB/T5958-1991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方法”提出的在铲斗中心斗尖处加载

垂向载荷，这种加载方法与加载装置只考虑了装载机工作装置所受垂向载荷的作用，没有

考虑装载机工作装置水平载荷的作用，并且只适用于单一机型。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供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谱

整理方法、加载方法及装置，适用于不同型号的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将装载机工作装置简化为一个平面结构，建立动臂坐标系xoy，并通过销轴传

感器获得铲斗与动臂的铰点A、摇臂与动臂的铰点D、动臂油缸与动臂的铰点I在动臂坐标系

下的铰点力载荷时间历程；

[0008] (2)在动臂板的中性面上选取结构点，计算动臂坐标系下动臂板上结构点的弯矩

Mi；

[0009] (3)固定铲掘姿态下，装载机工作装置受到等效外力F、动臂油缸对动臂的作用力

FI和摇臂油缸对摇臂的作用力FE，求解得到等效外力F的位置和方向参数；

[0010] (4)根据等效外力F的位置和方向参数获取等效外力F的载荷时间历程；

[0011] (5)根据等效外力F的载荷时间历程编制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谱。

[0012] 进一步地，步骤(1)中动臂坐标系xoy以动臂两端铰接点连线为x轴，指向铲斗一端

为x轴正方向，垂直x轴向上为y轴正方向，以动臂与前车架铰接点为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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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地，步骤(1)中在动臂坐标系下获得的铰点力载荷时间历程包括：铰点A在x

轴方向的分力FAx，在y轴方向的分力FAy；铰点I在x轴方向的分力FIx，在y轴方向的分力FIy；铰

点D在x轴方向的分力FDx，在y轴方向的分力FDy；

[0014] 步骤(2)中在动臂板前段、中间和后段的中性面上分别选取结构点，记为O1～O8，其

弯矩Mi的计算公式如下：

[0015] M1＝FAx·yA1-FAy·xA1    (1)

[0016] M2＝-FAx·yA2-FAy·xA2    (2)

[0017] M3＝-FAx·yA3-FAy·xA3    (3)

[0018] M4＝-FAx·yA4-FAy·xA4    (4)

[0019] M5＝-FAx·yA5-FAy·xA5+FDx·yD5-FDy·xD5    (5)

[0020] M6＝-FAx·yA6-FAy·xA6+FDx·yD6-FDy·xD6    (6)

[0021] M7＝-FAx·yA7-FAy·xA7+FDx·yD7-FDy·xD7-FIx·yI7-FIy·xI7    (7)

[0022] M8＝-FAx·yA8-FAy·xA8+FDx·yD8-FDy·xD8-FIx·yI8-FIy·xI8    (8)

[0023] 式中，xAi和yAi分别为Oi点到力FAy和FAx作用线的垂直距离，xDi和yDi分别为Oi点到力

FDy和FDx作用线的垂直距离，xIi和yIi分别为Oi点到力FIy和FIx作用线的垂直距离，其中i＝1，

2，…，8。

[0024] 进一步地，步骤(3)具体包括：

[0025] (301)设等效外力的位置和方向参数h和l和ξ；其中，h为等效外力作用点到铲斗与

动臂的铰点之间距离在水平X轴上的投影长度，l为等效外力作用点到铲斗与动臂的铰点之

间距离在竖直Y轴上的投影长度，ξ为等效外力作用线与水平X轴的夹角；

[0026] (302)动臂油缸对动臂的作用力FI和摇臂油缸对摇臂的作用力FE用等效外力F表

示，

[0027] FE＝α·F    (9)

[0028] FI＝β·F    (10)

[0029] α和β均为系数；

[0030] (303)在铰点I的前后两段各取两个点的弯矩值得到n个作业循环下铲掘姿态时弯

矩最大值的均值Mmax，设选取的点分别为O2、O3、O6和O7，则

[0031]

[0032] 和 分别为O2点到铰点A距离在水平X轴和竖直Y轴的投影； 和 分别

为O3点到铰点A距离在水平X轴和竖直Y轴的投影； 和 分别为O6点到铰点A距离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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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X轴和竖直Y轴的投影； 和 分别为O7点到铰点A距离在水平X轴和竖直Y轴的投影；

和 分别为O6点到力FI和FE作用线的垂直距离； 和 分别为O7点到力FI和FE作用

线的垂直距离；

[0033] (304)联立式(9)～式(11)，解得等效外力F的位置和方向参数h、l和ξ。

[0034] 进一步地，步骤(4)具体包括：根据等效外力F的位置和方向参数h、l和ξ绘制动臂

截面弯矩图，从动臂截面弯矩图中得出最大弯矩截面，利用该最大弯矩截面的结构点的弯

矩得到等效外力F：如最大弯矩截面为过点O5的截面，则：

[0035]

[0036] 根据不同时间下等效外力F值得到等效外力F的载荷时间历程。

[0037] 本发明加载方法的技术方案是：还包括以下步骤：

[0038] 在保持装载机工作装置整体处于铲掘姿态下，将装载机工作装置整体绕当量外力

作用线与铲斗底板交点顺时针旋转，旋转后施加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谱的液压作动器

相对于地面呈垂直姿态，将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谱加载在装载机工作装置上。

[0039] 本发明加载装置的技术方案是：包括铲斗，铲斗的后侧通过动臂与刚性墙相铰接，

动臂的中部连接动臂油缸；动臂铰接摇臂，且摇臂的一端与连杆相铰接，连杆与铲斗的后侧

中部相铰接，摇臂的另一端与摇臂油缸相连；摇臂油缸、动臂、动臂油缸分别与刚性墙相铰

接；铲斗的铲斗底板与辅助工装下端端面平行且固定连接，辅助工装上端连接液压油缸。

[0040] 进一步地，液压油缸通过螺栓固定在液压油缸支架的上部，液压油缸支架固定在

地面上。

[0041] 进一步地，摇臂油缸通过第一铰接支架与刚性墙相铰接；动臂通过第二铰接支架

与刚性墙相铰接；动臂油缸通过第三铰接支架与刚性墙相铰接。

[004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43] 本发明根据装载机铲装作业时工作装置受力特点，建立动臂截面弯矩与等效外力

的当量关系，获得了集中外载荷的作用位置和作用方向，利用动臂最大弯矩截面弯矩的时

间历程得到等效外力的时间历程，实现了工作装置所受复杂载荷简化至固定姿态下铲斗的

一个集中外载荷。本发明将随姿态变化的装载机工作装置所受外力当量至固定姿态下一个

方向的力，提出的载荷等效方法解决了装载机工作装置外载荷难以表述的问题，根据载荷

当量结果编制了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谱，克服了现有行业标准中只考虑铲斗底板垂向

载荷而忽略水平载荷的弊端。

[0044] 利用本发明试验谱进行的加载方法能够同时考虑装载机工作装置所受垂向载荷

和水平载荷的作用，并且适用于多种机型。

[0045] 本发明设计的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谱加载装置，各结构间距可调节，适用于

不同型号的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

附图说明

[0046] 图1是装载机工作装置结构示意图。

[0047] 图2是装载机工作装置动臂坐标系与结构弯矩计算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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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图3是固定铲掘姿态下基于动臂结构点弯矩的外力当量模型。

[0049] 图4是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谱编制流程。

[0050] 图5是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谱加载装置示意图。

[0051] 图6(a)是动臂坐标系下工作装置动臂结构弯矩计算结果，图6(b)是图6(a)中A处

的局部放大图。

[0052] 图7是铲掘作业姿态下被选取点弯矩最值。

[0053] 图8(a)是ZL50G装载机大石方物料当量外载荷时间历程示意图；图8(b)是ZL50G装

载机黏土物料当量外载荷时间历程示意图；图8(c)是ZL50G装载机砂子物料当量外载荷时

间历程示意图；图8(d)是ZL50G装载机小石方物料当量外载荷时间历程示意图。

[0054] 其中：1.铲斗；2.连杆；3.摇臂；4.摇臂油缸；5.动臂；6.动臂油缸；7.液压油缸；8.

液压油缸支架；9.辅助工装；10.刚性墙；11.第一铰接支架；12.第二铰接支架；13.第三铰接

支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5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5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动臂截面弯矩等效的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

谱整理方法和一种使用于不同型号装载机工作装置的疲劳试验谱加载方法。

[0057] 如图1所示：装载机工作装置包括铲斗1，铲斗1的后侧通过两个平行的动臂5与前

车架相铰接，动臂5的中部连接动臂油缸6；前车架还铰接摇臂3的中部，摇臂3位于两个动臂

5中间，且摇臂3的一端与连杆2相铰接，连杆2与铲斗1的后侧中部相铰接，摇臂3的另一端与

摇臂油缸4相连，摇臂油缸4和动臂油缸6均连接前车架。

[0058] 1)将装载机工作装置简化为一个平面结构，通过销轴传感器获得铲斗与动臂、摇

臂与动臂、动臂油缸与动臂铰接点在动臂坐标系下的铰点力载荷时间历程，动臂坐标系以

动臂两端铰接点连线为x轴，指向铲斗一端为x轴正方向，垂直x轴向上为y轴正方向，以动臂

后端和刚性墙的铰接点为原点。

[0059] FAx、FAy、FIx、FIy、FDx和FDy为动臂坐标系下动臂结构上动臂和铲斗的铰点A、动臂和

动臂油缸的铰点I、动臂和摇臂的铰点D在动臂坐标系x和y方向上的分力。

[0060] 2)在动臂板前段、中间和后段中性面上选取结构截面弯矩计算点，简称结构点，分

别标记为O1～O8，计算动臂坐标系下动臂板上所选取点的弯矩，动臂上8个点的弯矩分别如

式(1)～(8)所示。

[0061] M1＝FAx·yA1-FAy·xA1    (1)

[0062] M2＝-FAx·yA2-FAy·xA2    (2)

[0063] M3＝-FAx·yA3-FAy·xA3    (3)

[0064] M4＝-FAx·yA4-FAy·xA4    (4)

[0065] M5＝-FAx·yA5-FAy·xA5+FDx·yD5-FDy·xD5    (5)

[0066] M6＝-FAx·yA6-FAy·xA6+FDx·yD6-FDy·xD6    (6)

[0067] M7＝-FAx·yA7-FAy·xA7+FDx·yD7-FDy·xD7-FIx·yI7-FIy·xI7    (7)

[0068] M8＝-FAx·yA8-FAy·xA8+FDx·yD8-FDy·xD8-FIx·yI8-FIy·xI8    (8)

[0069] 式中，xAi和yAi分别为Oi点到力FAy和FAx作用线的垂直距离，xDi和yDi分别为Oi点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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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y和FDx作用线的垂直距离，xIi和yIi分别为Oi点到力FIy和FIx作用线的垂直距离，其中i＝1，

2，…，8。

[0070] 采用图2和式(1)～(8)的模型计算得到的动臂上结构点弯矩，在动臂坐标系下进

行弯矩计算，因而消除了装载机工作装置作业时的姿态影响。

[0071] 3)在铲装作业段，工作装置承受的外载荷最大，因此选定工作装置铲掘姿态为等

效外力F的当量姿态。装载机工作装置受到等效外力F、动臂油缸和摇臂油缸的支反力FI和

FE，如图3所示。

[0072] 图3中，F为等效外力，h和l分别为等效外力作用点到铰点A的距离在相对于水平地

面的水平X轴和竖直Y轴上的投影长度，ξ为等效外力作用线与X轴的夹角，

[0073] 4)固定铲掘作业姿态下，动臂油缸对动臂的作用力FI和摇臂油缸对摇臂的作用力

FE可以用等效外力F来表示，如式(9)和式(10)所示。

[0074] FE＝α·F    (9)

[0075] FI＝β·F    (10)

[0076] 系数α可以通过铲斗受力对铰点A取合力矩平衡以及摇臂受力对铰点D取合力矩平

衡求得；系数β可以通过动臂受力对动臂与刚性墙的铰点G取合力矩平衡求得。

[0077] 5)固定铲装作业姿态时，动臂结构上点的弯矩可以用等效外力F来表示，此时与等

效外力F作用位置和方向有关的3个未知参数为h、l和ξ，可以由动臂坐标系下铲掘姿态下求

得的动臂上铰点I前后两段各取2个点共计4个点的弯矩值计算获取。

[0078] 其中，点O1、O2、O3、O4、O5中可以任选两点，O6、O7、O8中可以任选两点，通过如式(11)

所示的四个点的弯矩计算公式求解与等效外力F相关的未知参数。

[0079] 这里选取O2、O3、O6和O7共4个点的由图2所示模型得到的n个作业循环下铲掘姿态

时弯矩最大值的均值Mmax，利用该均值求解等效外力F的位置和方向参数，求解方程组如式

(11)所示。

[0080]

[0081] 和 分别为O2点到铰点A距离在X和Y轴的投影； 和 分别为O3点到铰

点A距离在X和Y轴的投影； 和 分别为O6点到铰点A距离在X和Y轴的投影； 和

分别为O7点到铰点A距离在X和Y轴的投影； 和 分别为O6点到力FI和FE作用线的垂直

距离； 和 分别为O7点到力FI和FE作用线的垂直距离。

[0082] 6)此时，联立式(9)～式(11)即可解得等效外力F的位置和方向参数h、l和ξ，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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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外力F的位置和方向参数h、l和ξ绘制动臂截面弯矩图，从动臂截面弯矩图中得出最大

弯矩截面，本实施例中确定装载机工作装置动臂最大弯矩截面为过点O5的截面，因此利用

点O5的弯矩即可得到等效外力F。

[0083]

[0084] 7)根据不同时间下等效外力F值得到等效外力F的载荷时间历程，然后，对载荷时

间历程进行奇异值去除处理，然后进行峰谷抽取和小波处理，对处理后的载荷数据进行雨

流计数，得到载荷均值幅值和频次的分布关系，对均值频次分布和幅值频次分布进行独立

性检验，在符合均值频次分布和幅值频次分布相互独立的基础上，按照不同铲装物料的时

间比例进行工况合成，采用参数外推法进行试验谱的编制，对编制的试验谱进行损伤一致

性检验，从而得到疲劳试验谱；如下流程图4所示，即可编制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谱。

[0085] 8)得到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试验谱后，在保持装载机工作装置整体处于铲掘姿态

下，将装载机工作装置整体绕当量外力作用线与铲斗底板交点顺时针旋转角度数(90-ξ)，

旋转后施加试验谱的液压作动器相对于地面呈垂直姿态，便于加载，装载机工作装置疲劳

试验谱加载装置如图5所示。

[0086] 图5中，液压油缸支架8与水平地面通过螺栓连接固定在地面上；刚性墙10与水平

地面通过螺栓连接固定在地面上；液压油缸7通过螺栓连接固定在液压油缸支架8的上部，

液压油缸7的下端与辅助工装9铰接，辅助工装9下端端面与铲斗底板平行并且与铲斗底板

固定连接；第一铰接支架11、第二铰接支架12和第三铰接支架13的一端分别通过螺栓与刚

性墙10固定连接，在刚性墙10上设置不同位置的螺栓孔，可以实现3个铰接支架之间相对位

置的调整；第一铰接支架11另一端与摇臂油缸4铰接；第二铰接支架12另一端与动臂5铰点G

相铰接；第三铰接支架13另一端与动臂油缸6铰接。

[0087] 案例分析：

[0088] 以徐工ZL50G装载机为试验样机，实测得到大石方、黏土、砂子和小石方4种物料下

的动臂铰接点处的载荷时间历程，根据式(1)～(8)计算得到8个点的弯矩时间历程如图6

(a)所示，图6(b)为弯矩峰值时刻的放大图。根据各点的弯矩时间历程可以确定铲掘姿态下

各点的弯矩最值，同时利用O5点的弯矩时间历程可以得到等效外力F的时间历程。

[0089] 在四种铲装作业物料中分别选取30斗铲掘作业姿态下M2、M3、M6和M7的值，不同铲

掘作业姿态下被选取点弯矩大小如图7所示。由图7可知，铲装相同或者不同作业物料时，铲

掘姿态下同一个点的弯矩最值也不相同，因而需要用各点弯矩最值的均值来计算等效外力

F相关的未知参数。

[0090] 根据表4个点的弯矩最值的均值和式(11)可求得ZL50G装载机工作装置等效外力F

的作用点位置参数l、h和ξ分别为1149mm、674mm、58°。

[0091] 进而利用O5点的弯矩载荷时间历程求得当量外力的载荷时间历程，大石方、黏土、

砂子和小石方四种物料的当量载荷时间历程分别如图8(a)、图8(b)、图8(c)、图8(d)所示。

[0092] 对实测样本数据分物料进行雨流计数，并外推至10e6频次，得到ZL50装载机工作

装置8级试验谱：

[0093] 表1  ZL50G装载机工作装置8级二维试验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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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4]

[0095] 变均值一维谱为：

[0096] 表2  ZL50G装载机工作装置8级一维试验谱

[0097]

级数 级均值(KN) 幅值(KN) 频次 级最小值(KN) 级最大值(KN)

1 40.48 16.49 905543 23.99 56.97

2 63.93 36.28 46717 27.65 100.21

3 69.93 56.06 11532 13.87 125.99

4 75.66 75.86 15032 -0.20 151.52

5 86.76 95.64 15699 -8.88 182.4

6 105.55 112.13 5204 -6.58 217.68

7 106.69 125.32 162 -18.63 232.01

8 106.69 131.92 1 -25.23 238.61

[0098] 利用图5所示疲劳试验加载装置，通过液压油缸将表2中的8级试验谱加载在工作

装置上。

说　明　书 7/7 页

10

CN 107356445 B

10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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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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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a)

图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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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a)

图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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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c)

图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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