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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便携式拉向力值系统现场

校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主承载框架、副承载

框架、连接件、手动加载机构(6)、千斤顶(12)和

造压泵(13)，副承载框架中心轴线和主承载框架

中心轴线一致；千斤顶(12)和造压泵(13)通过油

管连接组成的加载机构对装置加载，副承载框架

通过千斤顶(12)以交叉叠加形式搭接到主承载

框架内；手动加载机构(6)安装轴线与千斤顶安

装轴线一致，均处于中心轴线上；被校力传感器

(10)通过连接件连接到主承载框架和副承载框

架之间实现拉向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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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携式拉向力值系统现场校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主承载框架、副承载框

架、手动加载机构(6)、第一连接件(7)、第二连接件(9)、第三连接件(11)、千斤顶(12)和造

压泵(13)，主承载框架是由主螺帽(5)把主底座(1)、主下横梁(2)、主立柱(3)、主上横梁(4)

连接为一体，副承载框架是由副螺帽(18)和圆弧螺帽(14)把副下横梁(15)、副立柱(16)、副

上横梁(17)连接为一体；副承载框架中心轴线和主承载框架中心轴线一致；千斤顶(12)和

造压泵(13)通过油管连接组成的加载机构对装置加载，千斤顶的底部安装在主上横梁(4)

上，千斤顶(12)的顶端设置圆弧压帽(19)并通过圆弧  压帽顶在副上横梁(17)上，副承载框

架通过千斤顶(12)以交叉叠加形式搭接到主承载框架内；手动加载机构(6)安装在副下横

梁(15)上，手动加载机构(6)安装轴线与千斤顶安装轴线一致，均处于中心轴线上；标准力

传感器(8)通过第一连接件(7)安装到手动加载机构(6)上，被校力传感器(10)通过第二连

接件(9)连接到标准传感器(8)上，同时被校力传感器(10)又通过第三连接件(11)连接到主

下横梁上。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便携式拉向力值系统现场校准装置，其特征在于：造压泵

为精控型、便携型。

3.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便携式拉向力值系统现场校准装置，特征在于：手动加载

机构为螺旋传动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便携式拉向力值系统现场校准装置，其特征在于：圆弧压

帽(19)与副上横梁(17)的接触面为球面或锥面。

5.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便携式拉向力值系统现场校准装置，其特征在于：圆弧螺

帽(14)与副下横梁(15)的接触面为球面或锥面。

6.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便携式拉向力值系统现场校准装置，其特征在于：副立柱

(16)的下部位为螺杆形式，占总长的三分之一以上，这可让副下横梁(15)上下移动位置，并

使用圆弧螺帽(14)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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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携式拉向力值系统现场校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装置适用于计量测试领域，所属专业为力值校准与测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许多试验台使用力传感器和计算机采集系统组成力值系统来进行测试、控制

力值参数。

[0003] 为确保校准结果对产品的实验结果达到最优效果，校准方式较优选择次序为：现

场系统在线校准，现场系统原位离线校准，现场系统异位离线校准、实验室系统校准、实验

室单独校准。但许多试验台的力值系统不能进行现场系统校准原因有：①没有预留合适的

校准空间，无法现场系统原位校准；②没有可以用于校准的可控力源，无法现场系统原位校

准；③计算机系统不能拆卸到实验室，最基本的实验室系统校准也无法实现。

[0004] 当不能对力值系统进行现场校准时，计量/检测部门通常只把力传感器从试验台

上拆卸下来，拿到实验室对力传感器单独校准，而计算机采集系统却不进行校准，这种校准

方式造成的不良后果：①量值溯源不可靠，不能确保力传感器的校准值与整个力值系统的

测试值(在试验台上运行时)是一致的；②无法评估计算机软件的可靠性；③不能检测出信

号干扰带来的影响。

[0005] 国内有少数关于现场力值校准的文献资料。如长春理工大学张海涛于2006年撰写

的硕士论文《现场力值系统校准技术研究》，文中只是探讨标准测力仪在利用试验台上的力

源进行校准的方法，没有涉及到可以输出载荷的力发生校准装置。如胡国良于2008年在《计

测技术》期刊上撰写的《便携式力发生校准装置》，力源是伺服电机，它需要试验台上有配套

机构供它安装、固定以及调节整个装置的高度，局限性大。

[0006] 国外技术被封锁，无处查证。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提供一套自带力源的便携式拉向力值系统现场校准装置和校准方

法，实现3kN以下的拉向力值校准,校准扩展不确定度优于0.1％，适合大多数试验台。

[0008] 一种便携式拉向力值系统现场校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主承载框架、副承载框

架、手动加载机构6、第一连接件7、第二连接件9、第三连接件11、千斤顶12和造压泵13，主承

载框架是由主螺帽5把主底座1、主下横梁2、主立柱3、主上横梁4连接为一体，副承载框架是

由副螺帽18和圆弧螺帽14把副下横梁15、副立柱16、副上横梁17连接为一体；副承载框架中

心轴线和主承载框架中心轴线一致；千斤顶12和造压泵13通过油管连接组成的加载机构对

装置加载，千斤顶的顶部安装在主上横梁4上，千斤顶的顶端设置圆弧压帽19  并通过圆弧 

压帽顶在副上横梁17上，副承载框架通过千斤顶12以交叉叠加形式搭接到主承载框架内；

手动加载机构6安装在副下横梁15上，手动加载机构6安装轴线与千斤顶安装轴线一致，均

处于中心轴线上；标准力传感器8通过第一连接件7安装到手动加载机构6上，被校力传感器

10通过第二连接件9连接到标准传感器8上，同时被校力传感器10又通过第三连接件11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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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主下横梁上。手动加载机构6和千斤顶12组合使用，即能实现预加载作用，又能实现0～

3kN宽量程载荷范围的校准。手动加载机构6和千斤顶12对被校力传感器  10实现拉向校准。

[0009] 进一步的：造压泵为精控型、便携型。

[0010] 进一步的：手动加载机构为螺旋传动结构。

[0011] 进一步的：副立柱16的下部位为螺杆形式，占总长的三分之一以上，这可让副下横

梁  15上下移动位置，并使用圆弧螺帽14连接。为满足不同高度的力传感器安装要求，可以

联合使用以下方式：旋转手动加载装置6使它的螺杆有效长度副下横梁以下的长度变化，把

副下横梁15可以安装在副立柱16所需的位置上，对第三连接件11选用不同的螺杆。

[0012] 进一步的：圆弧压帽19与副上横梁17的接触面为球面或锥面。

[0013] 进一步的：圆弧螺帽14与副下横梁15的接触面为球面或锥面。圆弧压帽19和圆弧

螺帽  14能对整个装置起到自动调心作用，使标准力传感器8和被校力传感器10所受到的力

与千斤顶12和手动加载机构6施加的力在一条直线上。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一种便携式拉向力值系统现场校准装置结构原理图，其中，1：主底座、2：主

下横梁、3：主立柱、4：主上横梁、5：主螺帽、6：手动加载机构、7：第一连接件、8：标准传感器、

9：第二连接件、10：被校传感器、11：第三连接件、12：千斤顶、13：造压泵、14：圆弧螺帽、15：

副下横梁、16：副立柱、17：副上横梁、18：副螺帽、19：圆弧压帽；

[0015] 图2为手动加载机构结构原理图；

[0016] 图3为第三连接件结构原理图；

[0017] 图4为主上横梁结构原理图；

[0018] 图5为副立柱结构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更好的说明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具体说明。

[0020] 一种便携式拉向力值系统现场校准装置，包括主承载框架、副承载框架、手动加载

机构  6、第一连接件7、第二连接件9、第三连接件11、千斤顶12和造压泵13，主承载框架是由

主螺帽5把主底座1、主下横梁2、主立柱3、主上横梁4连接为一体，副承载框架是由副螺帽18

和圆弧螺帽14把副下横梁15、副立柱16、副上横梁17连接为一体；副承载框架中心轴线和主

承载框架中心轴线一致；千斤顶12和造压泵13通过油管连接组成的加载机构对装置加载，

千斤顶的底部安装在主上横梁4上，千斤顶的顶端设置圆弧压帽19并通过圆弧  压帽顶在副

上横梁17上，副承载框架通过千斤顶12以交叉叠加形式搭接到主承载框架内；手动加载机

构6安装在副下横梁15上，手动加载机构6安装轴线与千斤顶安装轴线一致，均处于中心轴

线上；标准力传感器8通过第一连接件7安装到手动加载机构6上，被校力传感器  10通过第

二连接件9连接到标准传感器8上，同时被校力传感器10又通过第三连接件11连接到主下横

梁上。

[0021] 千斤顶与造压泵组合的加载机构，其特征在于：通过油管把千斤顶和造压泵连接

起来，千斤顶两个受力端安装在装置上，形成内力传递。造压泵把压力传递给千斤顶，千斤

顶把压力转换成力值给装置加载；造压泵使用精控型、便携型，通过精控压力来精控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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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手动加载机构由螺帽、手柄、推力球轴承、保持架、防旋转螺杆、防旋转垫片组成。

推力球轴承可以减小摩擦力，提高人体对机构产生的载荷值，本装置的手动加载机构最大

可产生5kN载荷。

[0023] 副立柱的向下部位设计为15cm长的螺杆，这可以上下移动副下横梁位置(要保证

副下横梁与副上横梁平行)，给传感器的预留安装空间为可调，。

[0024] 第三连接件一般为：螺杆、螺帽、套筒、立柱销、加长杆。加长杆可有5cm、10cm、

15cm、  20cm等多种规格，按传感器的高度需求选择。螺杆的一端与传感器接口配套，另一端

设置为相同尺寸，提高利用率。

[0025] 为满足高度从5cm到20cm不同的测力仪安装空间要求，可以联合使用以下方式：旋

转手动加载装置使它的螺杆有效长度(副下横梁以下的长度)变化，把副下横梁安装在副立

柱所需的位置上，对第三连接件选用不同长度的螺杆。

[0026] 实现自动调心：圆弧压帽、圆弧螺帽、主承载框架与副承载框架互相垂直放置。

[0027] 本装置采用内力加载、传递形式，也就是把整个千斤顶、标准力传感器、被校力传

感器都安装在本装置内部，形成内力加载与传输，达到空间力平衡。它不受场地限制，不需

在地面安装固定支撑点，只要有一块放置装置的空地就可以。装置可以竖放，横放，可以完

全按照被校系统在试验台的安装状态进行安装，尽量让校准状态与使用状态一致，这大大

提高了校准结果的可靠性。

[0028] 力的传递过程：在图1中，当造压泵对千斤顶造压后，千斤顶底座对主上横梁施加

向下的力，同时千斤顶顶端会向上顶起整个副承载框架，同时拉起标准传感器和被校传感

器；由于被校力传感器安装在主下横梁，主下横梁就受到向上的力。可看出，主承载框架同

时受到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这样作为一个整体的主框架受力是平衡的，让整个装

置达到空间力平衡。

[0029] 使用本装置的校准过程：装置和传感器安装好后，通过手动加载器进行校准前的

预加载，使标准传感器和被校传感器达到一个相同的加载点；当标准测力仪和被校力传感

器的示值都开始变化且变化率在被校力传感器量程的1％-3％时，此时数显表和计算机显

示的力值大小作为空载值、零点值(可以对它们进行清零)，然后参照《JJG455-2000工作测

力仪国家检定规程》的技术要求选点校准，依次加载到目标值，目标值是以标准测力仪示值

作为标准值来参考。加载时，缓慢旋转手动加载器的同时观测标准测力仪的示值，当标准示

值到达目标值时，停止加载，稳定15秒后，同时记录标准测力仪的示值和被校力值系统的示

值，然后以同样的方式继续加载到下一个目标值并记录数据。当加载完所有目标载荷后，通

过旋转手动加载器和造压泵卸载到空载状态，可以通过上述方法重复校准；最后把被校力

值系统从装置上卸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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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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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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