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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钢结构抗震韧性检测装置及检测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钢结构抗震韧性检测装

置，该检测装置包括测试台、测试台上端所设的

滑轨、滑轨上所滑配的测试箱、测试箱两侧所设

的侧架与侧架外侧所设的监控台，本发明还公开

了一种钢结构抗震韧性检测方法，该检测方法包

含以下步骤：步骤一：丈量与标记；步骤二：安装

中间测试箱；步骤三：吊装待检测的钢结构；步骤

四：安装两端测试箱。通过本发明中的检测装置，

可对钢结构进行多种单向力与组合力的多种应

力测试，进而对钢结构的抗震韧性做出更加全面

的检测；本发明的检测方法中，通过一次性测试，

完成对钢结构进行多点受力综合评估，既降低了

测试的繁杂程度，同时又提高了综合测量的精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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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钢结构抗震韧性检测装置，包括测试台(1)、测试台(1)上端所设的滑轨(3)、滑

轨(3)上所滑配的测试箱(4)、测试箱(4)两侧所设的侧架(2)，以及在侧架(2)外侧所设的监

控台(5)，其特征在于：所述测试台(1)的上端平行铺设有均布排列的滑轨(3)，所述滑轨(3)

上滑配测试箱(4)，所述测试箱(4)的两侧并且在测试台(1)的上端对称铺设有与滑轨(3)相

平行的C形结构的侧架(2)，所述侧架(2)与测试箱(4)之间匹配连接有纵向推拉机构(6)；

所述测试箱(4)的主体为箱体结构的箱体(401)，且在箱体(401)的左右两侧开设有侧

窗(402)，在箱体(401)的顶部开设有顶窗(403)，在箱体(401)的下端面上开设有与滑轨(3)

相滑配的滑槽(404)，在箱体(401)内侧的下端设有两个下牵引板(405)，且两个下牵引板

(405)通过插销I(406)相铰接在一起，所述下牵引板(405)下端面的中间安装有铰接座I

(407)，在箱体(401)内侧面的外侧安装有铰接座II(408)，且在铰接座I(407)与铰接座II

(408)之间匹配连接有液压缸I(409)，液压缸I(409)的两端分别与铰接座I(407)和铰接座

II(408)相铰接，在下牵引板(405)下端面的内侧安装有铰接座III(410)，在箱体(401)的内

侧面上并且在铰接座III(410)的对应位置处安装有铰接座IV(411)，在铰接座III(410)与

铰接座IV(411)之间匹配连接有液压缸II(412)，液压缸II(412)的两端分别与铰接座III

(410)和铰接座IV(411)相铰接，在下牵引板(405)的侧面连接有板状结构的下安装板

(413)；

在箱体(401)上端的左右两侧并且在下牵引板(405)的对应位置处设有两个上牵引板

(419)，且两个上牵引板(419)通过插销II(420)铰接在一起，所述上牵引板(419)的侧面并

且在下安装板(413)的对应位置处连接有板状结构的上安装板(422)，在上牵引板(419)上

端面的中间位置处安装有铰接座IX(423)，在箱体(401)内侧面的外侧安装有铰接座X

(424)，且在铰接座IX(423)与铰接座X(424)之间匹配连接有液压缸V(425)，所述液压缸V

(425)的两端分别与铰接座IX(423)和铰接座X(424)相铰接，在上牵引板(419)上端面的内

侧安装有铰接座XI(426)，在箱体(401)的内侧面上并且在铰接座XI(426)的对应位置处安

装有铰接座XII(427)，在铰接座XI(426)与铰接座XII(427)之间匹配连接有液压缸VI

(428)，液压缸VI(428)的两端分别与铰接座XI(426)和铰接座XII(427)相铰接；

所述上牵引板(419)下端面的外侧安装有铰接座VIII(421)，所述下牵引板(405)上端

面的外侧并且在铰接座VIII(421)的对应位置处安装有铰接座V(414)，且在铰接座V(414)

与铰接座VIII(421)之间匹配连接有液压缸III(415)，所述液压缸III(415)的两端分别与

铰接座VIII(421)和铰接座V(414)相铰接；

所述下牵引板(405)上端面的内侧安装有铰接座VII(417)，所述液压缸III(415)缸体

的外侧安装有铰接座VI(416)，且在铰接座VI(416)与铰接座VII(417)之间匹配连接有液压

缸IV(418)，所述液压缸IV(418)的两端分别与铰接座VI(416)和铰接座VII(417)相铰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结构抗震韧性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控台(5)的下

端为固定座(501)，且在固定座(501)的上端面上安装有触控面板(502)，在触控面板(502)

的侧面并且在固定座(501)的上端面上设有板状结构的传感器安装板(503)，所述传感器安

装板(503)的后端面上设有接插管(504)，且在接插管(504)内插配有接插头(506)，所述接

插头(506)通过导线与应力测试片电性连接，应力测试片通过接插头(506)、接插管(504)与

触控面板(502)电性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钢结构抗震韧性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纵向推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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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的右端为安装在侧架(2)内侧面上的固定板I(601)，且在固定板I(601)上安装有铰接座

XIII(602)，所述纵向推拉机构(6)的左端为安装在测试箱(4)外侧面上的固定板II(603)，

且在固定板II(603)上安装有铰接座XIV(604)，所述铰接座XIII(602)与铰接座XIV(604)支

架匹配连接有液压缸VII(605)，且液压缸VII(605)的两端分别与铰接座XIII(602)和铰接

座XIV(604)相铰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钢结构抗震韧性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由测试箱(4)前端面

的同一截面位置处所设的下牵引板(405)、上牵引板(419)及其上下两端面所关联的零部件

构成一组测试机组，且在测试箱(4)的前后两端对称设有两组测试机组。

5.使用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钢结构抗震韧性检测装置进行钢结构抗震韧性的

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检测方法包含以下步骤：

步骤一：丈量钢结构整体长度尺寸，在工作台的中间位置处标定钢结构中间位置线，在

工作台的两端位置处标定钢结构的两端位置线，并且在工作台的侧面位置处标定出监控台

的位置线；

步骤二：安装中间测试箱，将测试箱滑配到滑轨上，并将测试箱移动到工作台中间所标

定的中间位置线处；

步骤三：吊装待测的钢结构，将钢结构吊装到工作台上，并将钢结构中间位置处的上下

两端分别与同一测试机组上的上安装板与下安装板相固定；

步骤四：安装两端测试箱，将两测试箱分别滑配到工作台上待测钢结构前后两端位置

的滑轨上；

步骤五：安装纵向推拉机构，将纵向推拉机构上的固定板I与固定板II分别安装到侧架

的内侧面上与箱体的外侧面上，然后分别将铰接座XIII和铰接座XIV安装在固定板I与固定

板II上，再将液压缸VII的两端分别与铰接座XIII和铰接座XIV相铰接；

步骤六：放置监控台，将监控台放置在工作台上所标定的监控台的位置处；

步骤七：将测试箱、纵向推拉机构与液压泵站相连，将测试箱、纵向推拉机构上的各液

压缸通过液压管与液压泵站相连；

步骤八：将液压泵站与监控台相连，将液压泵站上控制各个液压缸的电磁阀以及泵站

电机与监控台上的触控面板通过导线相连通；

步骤九：安装应力测试片，将应力测试片与待测钢结构的测试面相贴合，然后将应力测

试片另一端的接插头与监控台后端的接插孔相连通；

步骤十：开启测试，启动监控台的触控面板，通过触控面板控制液压泵站，进而对测试

箱前后两端的测试机组进行组合控制，通过控制测试机组内的各个液压缸的伸缩，进而控

制测试机组对钢结构进行模拟受力测试；

步骤十一：测试记录与整理，将测试所得的测试结果进行保存并备份，测试完成后关

机，从测试的钢结构上取下应力测试片，同时将应力测试片从监控台后端拔出并收拢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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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结构抗震韧性检测装置及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钢结构抗震检测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钢结构抗震韧性检测装置及检

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钢结构是由钢制材料组成的结构，是主要的建筑结构类型之一。结构主要由型钢

和钢板等制成的梁钢、钢柱、钢桁架等构件组成，并采用硅烷化、纯锰磷化、水洗烘干、镀锌

等除锈防锈工艺。各构件或部件之间通常采用焊缝、螺栓或铆钉连接。钢材的特点是强度

高、自重轻、整体刚度好、变形能力强，故用于建造大跨度和超高、超重型的建筑物特别适

宜；材料匀质性和各向同性好，属理想弹性体，最符合一般工程力学的基本假定；材料塑性、

韧性好，可有较大变形，能很好地承受动力荷载；建筑工期短；其工业化程度高，可进行机械

化程度高的专业化生产，因此广泛应用于大型厂房、场馆、超高层等领域。

[0003] 为了满足不同类用户适对建筑的多样性需求，现有技术中的钢结构涵盖了以下一

种或几种特性，具体包括抗震韧性、抗风性、耐久性、保温性、隔音性、健康性与舒适性，而为

了确定钢结构的抗震韧性能，需要对钢结构进行抗震韧性检测，这种检测包括破坏性检测

与非破坏性检测，现有技术中对钢结构的抗震韧性检测有很多手段，检测结果能在某种程

度上反应钢结构的抗震韧性能，但是他们在实际使用中存在以下弊端：

[0004] 1 .现有技术中的钢结构抗震韧性检测设备往往性能相对单一，在检测过程中，往

往只能针对钢结构的某个点，或者某个截面做抗震韧性检测，无法同时针对整个钢结构整

体做多角度的抗震韧性检测；

[0005] 2.现有技术中检测方法，往往过于复杂，往往需要通过多道检测程序才能最终确

定出一个检测结果，其中的检测累积误差较大，测量精度较低。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钢结构抗震韧性检测装置及检测方法，以解决上述背

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钢结构抗震韧性检测装置，包括

测试台、测试台上端所设的滑轨、滑轨上所滑配的测试箱、测试箱两侧所设的侧架，以及在

侧架外侧所设的监控台，所述测试台的上端平行铺设有均布排列的滑轨，所述滑轨上滑配

有测试箱，所述测试箱的两侧并且在测试台的上端对称铺设有与滑轨相平行的C形结构的

侧架，所述侧架与测试箱之间匹配连接有纵向推拉机构。

[0008] 所述测试箱的主体为箱体结构的箱体，且在箱体的左右两侧对称开设有侧窗，所

述箱体的顶部开设有顶窗，所述箱体的下端面上均布开设有与滑轨相滑配的滑槽，所述箱

体内侧的下端左右对称设有两个下牵引板，且两个下牵引板通过插销I相铰接在一起，所述

下牵引板下端面的中间固定安装有铰接座I，所述箱体内侧面的外侧固定安装有铰接座II，

且在铰接座I与铰接座II之间匹配连接有液压缸I，所述液压缸I分别与铰接座I、铰接座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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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铰接，所述下牵引板下端面的内侧固定安装有铰接座III，所述箱体的内侧面上并且在铰

接座III的对应位置处固定安装有铰接座IV，且在铰接座III与铰接座IV之间匹配连接有液

压缸II，所述液压缸II的两端分别与铰接座III、铰接座IV相铰接，所述下牵引板的侧面固

定连接有板状结构的下安装板。

[0009] 所述箱体上端的左右两侧并且在下牵引板的对应位置处设有两个上牵引板，且两

个上牵引板通过插销II铰接在一起，所述上牵引板的侧面并且在下安装板的对应位置处固

定连接有板状结构的上安装板，所述上牵引板上端面的中间位置处固定安装有铰接座IX，

所述箱体内侧面的外侧固定安装有铰接座X，且在铰接座IX与铰接座X之间匹配连接有液压

缸V，所述液压缸V分别与铰接座IX、铰接座X相铰接，所述上牵引板上端面的内侧固定安装

有铰接座XI，所述箱体的内侧面上并且在铰接座XI的对应位置处固定安装有铰接座XII，且

在铰接座XI与铰接座XII之间匹配连接有液压缸VI，所述液压缸VI分别与铰接座XI、铰接座

XII相铰接。

[0010] 所述监控台的下端为固定座，且在固定座的上端面上固定安装有触控面板，所述

触控面板的侧面并且在固定座的上端面上设有板状结构的传感器安装板，所述传感器安装

板的后端面上设有圆柱形管状结构的接插管，且在接插管内插配有接插头，所述接插头通

过导线与应力测试片相电性连接，且应力测试片通过接插头、接插管与触控面板相电性连

接；

[0011] 所述纵向推拉机构的右端为固定安装在侧架内侧面上的固定板I，且在固定板I上

固定安装有铰接座XIII，所述纵向推拉机构的左端为固定安装在测试箱外侧面上的固定板

II，且在固定板II上固定安装有铰接座XIV，所述铰接座XIII与铰接座XIV支架匹配连接有

液压缸VII，且液压缸VII分别与铰接座XIII、铰接座XIV相铰接。

[0012] 优选的，所述上牵引板下端面的外侧固定安装有铰接座VIII，所述下牵引板上端

面的外侧并且在铰接座VIII的对应位置处固定安装有铰接座V，且在铰接座V与铰接座VIII

之间匹配连接有液压缸III，所述液压缸III的上下两端分别与铰接座VIII、铰接座V相铰

接。

[0013] 优选的，所述下牵引板上端面的内侧固定安装有铰接座VII，所述液压缸III缸体

的外侧固定安装有铰接座VI，且在铰接座VI与铰接座VII之间匹配连接有液压缸IV，所述液

压缸IV的上下两端分别与铰接座VI、铰接座VII相铰接。

[0014] 优选的，由测试箱前端面的同一截面位置处所设的下牵引板、上牵引板及其上下

两端面所关联的其他零部件构成一组测试机组，且在测试箱的前后两端对称设有两组测试

机组。

[0015] 使用上述钢结构抗震韧性检测装置进行钢结构抗震韧性的检测方法，该检测方法

包含以下步骤：

[0016] 步骤一：丈量与标记，丈量钢结构整体长度尺寸，在工作台的中间位置处标定钢结

构中间位置线，在工作台的两端位置处标定钢结构的两端位置线，并且在工作台的侧面位

置处标定出监控台的位置线；

[0017] 步骤二：安装中间测试箱，将测试箱滑配到滑轨上，并将测试箱移动到工作台中间

所标定的中间位置线处；

[0018] 步骤三：吊装待测的钢结构，将钢结构吊装到工作台上，并将钢结构中间位置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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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两端分别与同一测试机组上的上安装板与下安装板相固定；

[0019] 步骤四：安装两端测试箱，将两测试箱分别滑配到工作台上待测钢结构前后两端

位置线的滑轨上；

[0020] 步骤五：安装纵向推拉机构，将纵向推拉机构上的固定板I与固定板II分别固定安

装到侧架的内侧面上与箱体的外侧面上，然后分别将铰接座XIII、铰接座XIV固定安装在固

定板I与固定板II上，最后将液压缸VII的两端分别与铰接座XIII、铰接座XIV相铰接固定；

[0021] 步骤六：放置监控台，将监控台固定放置在工作台上所标定的监控台的位置线处；

[0022] 步骤七：将测试箱、纵向推拉机构与液压泵站相连，将测试箱、纵向推拉机构上的

各个液压缸通过液压管与液压泵站相连；

[0023] 步骤八：将液压泵站与监控台相连，将液压泵站上控制各个液压缸的电磁阀以及

泵站电机与监控台上的触控面板通过导线相连通；

[0024] 步骤九：安装应力测试片，将应力测试片与待测钢结构的测试面相贴合，然后将应

力测试片另一端的接插头与监控台后端的接插孔相连通；

[0025] 步骤十：开启测试，启动监控台的触控面板，通过触控面板控制液压泵站，进而对

测试箱前后两端的测试机组进行组合控制，通过控制测试机组内的各个液压缸的伸缩，进

而控制测试机组对钢结构进行模拟受力测试，受力测试包括多角度多方向上组合拉力测

试、组合压力测试、组合扭力测试与组合剪切力测试；

[0026] 步骤十一：测试记录与整理，将测试所得的测试结果进行保存并备份，测试完成后

关机，从测试的钢结构上取下应力测试片，同时将应力测试片从监控台后端拔出并收拢起

来。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设置合理，功能性强，具有以

下优点：

[0028] 1.通过监控台控制测试箱与纵向推拉机构，可对钢结构进行多种单向力与组合力

的多种应力测试，通过这些应力模拟出多种地震形态下钢结构的受力情况，进而对钢结构

的抗震韧性做出更加全面的检测；

[0029] 2.本检测方法中，通过一次性测试，完成对钢结构进行多点受力综合评估，进而避

免了测试误差的累加，既降低了测试的繁杂程度同时又提高了综合测量的精度。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轴侧结构视图；

[0031] 图2为图1中A处的局部结构放大示意图；

[0032] 图3为测试箱轴侧结构视图；

[0033] 图4为图3中B处的局部结构放大示意图；

[0034] 图5为测试箱主视图；

[0035] 图6为监控台轴侧结构视图；

[0036] 图7为图6中C处的局部结构放大示意图。

[0037] 图中：1、测试台；2、侧架；3、滑轨；4、测试箱；5、监控台；6、纵向推拉机构；401、箱

体；402、侧窗；403、顶窗；404、滑槽；405、下牵引板；406、插销I；407、铰接座I；408、铰接座

II；409、液压缸I；410、铰接座III；411、铰接座IV；412、液压缸II；413、下安装板；414、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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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V；415、液压缸III；416、铰接座VI；417、铰接座VII；418、液压缸IV；419、上牵引板；420、插

销II；421、铰接座VIII；422、上安装板；423、铰接座IX；424、铰接座X；425、液压缸V；426、铰

接座XI；427、铰接座XII；428、液压缸VI；501、固定座；502、触控面板；503、传感器安装板；

504、接插管；505、应力测试片；506、接插头；601、固定板I；602、铰接座XIII；603、固定板II；

604、铰接座XIV；605、液压缸VII。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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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9] 请参阅图1至图7，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钢结构抗震韧性检测装置，包括

测试台1、测试台1上端所设的滑轨3、滑轨3上所滑配的测试箱4、测试箱4两侧所设的侧架2，

以及在侧架2外侧所设的监控台5，测试台1的上端平行铺设有均布排列的滑轨3，滑轨3上滑

配有测试箱4，测试箱4的两侧并且在测试台1的上端对称铺设有与滑轨3相平行的C形结构

的侧架2，侧架2与测试箱4之间匹配连接有纵向推拉机构6。

[0040] 测试箱4的主体为箱体结构的箱体401，且在箱体401的左右两侧对称开设有侧窗

402，箱体401的顶部开设有顶窗403，方便将测试应力片通过侧窗402与顶窗403引入到钢结

构的表面，箱体401的下端面上均布开设有与滑轨3相滑配的滑槽404，进而使各个测试箱4

之间可相对侧架2进行位移，箱体401内侧的下端左右对称设有两个下牵引板405，且两个下

牵引板405通过插销I406相铰接在一起，下牵引板405下端面的中间固定安装有铰接座

I407，箱体401内侧面的外侧固定安装有铰接座II408，且在铰接座I407与铰接座II408之间

匹配连接有液压缸I409，液压缸I409分别与铰接座I407、铰接座II408相铰接，下牵引板405

下端面的内侧固定安装有铰接座III410，箱体401的内侧面上并且在铰接座III410的对应

位置处固定安装有铰接座IV411，且在铰接座III410与铰接座IV411之间匹配连接有液压缸

II412，液压缸II412的两端分别与铰接座III410和铰接座IV411相铰接，下牵引板405的侧

面连接有板状结构的下安装板413，通过液压缸I409与液压缸II412的伸缩实现对结构钢下

端面的推拉与扭转应力测试。

[0041] 箱体401上端的左右两侧并且在下牵引板405的对应位置处设有两个上牵引板

419，且两个上牵引板419通过插销II420铰接在一起，上牵引板419的侧面并且在下安装板

413的对应位置处固定连接有板状结构的上安装板422，上牵引板419上端面的中间位置处

固定安装有铰接座IX423，箱体401内侧面的外侧固定安装有铰接座X424，且在铰接座IX423

与铰接座X424之间匹配连接有液压缸V425，液压缸V425的两端分别与铰接座IX423和铰接

座X424相铰接，上牵引板419上端面的内侧固定安装有铰接座XI426，箱体401的内侧面上并

且在铰接座XI426的对应位置处安装有铰接座XII427，且在铰接座XI426与铰接座XII427之

间匹配连接有液压缸VI428，液压缸VI428的两端分别与铰接座XI426和铰接座XII427相铰

接，通过液压缸V425与液压缸VI428的伸缩实现对钢结构上端面的推拉与扭转应力测试。

[0042] 监控台5的下端为固定座501，且在固定座501的上端面上安装有触控面板502，触

控面板502的侧面并且在固定座501的上端面上设有板状结构的传感器安装板503，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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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板503的后端面上设有圆柱形管状结构的接插管504，且在接插管504内插配有接插头

506，接插头506通过导线与应力测试片电性连接，且应力测试片通过接插头506、接插管504

与触控面板502电性连接，当应力测试片在钢结构表面感应到应力变化时，会将应力信号通

过接插头506、接插管504最终传输到触控面板502内，直观的在触控面板502上反馈处测试

的结果，通过这个测试的结果综合考量钢结构的抗震韧性。

[0043] 纵向推拉机构6的右端为固定安装在侧架2内侧面上的固定板I601，且在固定板

I601上安装有铰接座XIII602，纵向推拉机构6的左端为固定安装在测试箱4外侧面上的固

定板II603，且在固定板II603上安装有铰接座XIV604，铰接座XIII602与铰接座XIV604支架

匹配连接有液压缸VII605，且液压缸VII605的两端分别与铰接座XIII602和铰接座XIV604

相铰接，通过液压缸VII605的伸缩完成对钢结构纵向的推拉应力测试。

[0044] 进一步的，上牵引板419下端面的外侧安装有铰接座VIII421，下牵引板405上端面

的外侧并且在铰接座VIII421的对应位置处安装有铰接座V414，且在铰接座V414与铰接座

VIII421之间匹配连接有液压缸III415，液压缸III415的上下两端分别与铰接座VIII421和

铰接座V414相铰接，通过液压缸III415的伸缩进而控制下牵引板405与上牵引板419分别对

钢结构的上下两端施加拉力与压力。

[0045] 进一步的，下牵引板405上端面的内侧安装有铰接座VII417，液压缸III415缸体的

外侧安装有铰接座VI416，且在铰接座VI416与铰接座VII417之间匹配连接有液压缸IV418，

液压缸IV418的上下两端分别与铰接座VI416和铰接座VII417相铰接，通过液压缸IV418的

伸缩牵引控制液压缸III415向内外转角，进而控制上牵引板419相对钢结构施加向两侧的

扭转力。

[0046] 进一步的，由测试箱4前端面的同一截面位置处所设的下牵引板405、上牵引板419

及其上下两端面所关联的其他零部件构成一组测试机组，且在测试箱4的前后两端对称设

有两组测试机组，通过两组测试机组构成一个完整的测试模组，通过多个模组的组合实现

对整个钢结构各个位置的抗震韧性的检测。

[0047] 使用上述钢结构抗震韧性检测装置进行钢结构抗震韧性的检测方法，该检测方法

包含以下步骤：

[0048] 步骤一：丈量钢结构整体长度尺寸，在工作台的中间位置处标定钢结构中间位置

线，在工作台的两端位置处标定钢结构的两端位置线，并且在工作台的侧面位置处标定出

监控台的位置线；

[0049] 步骤二：安装中间测试箱，将测试箱滑配到滑轨上，并将测试箱移动到工作台中间

所标定的中间位置线处；

[0050] 步骤三：吊装待测的钢结构，将钢结构吊装到工作台上，并将钢结构中间位置处的

上下两端分别与同一测试机组上的上安装板与下安装板相固定；

[0051] 步骤四：安装两端测试箱，将两测试箱分别滑配到工作台上待测钢结构前后两端

位置线的滑轨上；

[0052] 步骤五：安装纵向推拉机构，将纵向推拉机构上的固定板I与固定板II分别安装到

侧架的内侧面上与箱体的外侧面上，然后分别将铰接座XIII和铰接座XIV安装在固定板I与

固定板II上，再将液压缸VII的两端分别与铰接座XIII和铰接座XIV相铰接固定；

[0053] 步骤六：放置监控台，将监控台固定放置在工作台上所标定的监控台的位置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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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步骤七：将测试箱、纵向推拉机构与液压泵站相连，将测试箱、纵向推拉机构上的

各个液压缸通过液压管与液压泵站相连；

[0055] 步骤八：将液压泵站与监控台相连，将液压泵站上控制各个液压缸的电磁阀以及

泵站电机与监控台上的触控面板通过导线相连通；

[0056] 步骤九：安装应力测试片，将应力测试片与待测钢结构的测试面相贴合，然后将应

力测试片另一端的接插头与监控台后端的接插孔相连通；

[0057] 步骤十：开启测试，启动监控台的触控面板，通过触控面板控制液压泵站，进而对

测试箱前后两端的测试机组进行组合控制，通过控制测试机组内的各个液压缸的伸缩，进

而控制测试机组对钢结构进行模拟受力测试，受力测试包括多角度多方向上组合拉力测

试、组合压力测试、组合扭力测试与组合剪切力测试；

[0058] 步骤十一：测试记录与整理，将测试所得的测试结果进行保存并备份，测试完成后

关机，从测试的钢结构上取下应力测试片，同时将应力测试片从监控台后端拔出并收拢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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