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777503.2

(22)申请日 2019.08.22

(71)申请人 大连连船重工有限公司

地址 116000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

子街道东小磨子村

(72)发明人 方裕华　王良好　

(74)专利代理机构 大连非凡专利事务所 21220

代理人 王廉

(51)Int.Cl.

G06F 17/50(2006.01)

B65G 35/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万吨级载荷的重心计算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本发明所公开的方法，首先，利

用多台多功能重载运输车构建运输阵列，所述的

多功能重载运输车呈阵列式分布，所有多功能重

载运输车的顶升油缸的液压回路上都设置有液

电变送器，同时所有多功能重载运输车的控制系

统都能够与总控台之间进行数据传输，所有的多

功能重载运输车运行到位、形成运输阵列后，各

车主升油缸工作，让船体脱离建造墩，船体完全

依靠运输阵列进行支撑，并利用这个运输阵列进

行多种计算，重心进行计算。该方法第一不需要

等船体放入海中之后进行计算，第二能够节省下

大量的人工称重劳动以及计算的工作量。而且利

用这种方法计算得到的重载物重心，与传统方法

计算得到的重心之间的偏差，不会超过±1 .5%，

精度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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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万吨级载荷的重心计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方法按照以下步骤依次进行：

首先，利用多台多功能重载运输车构建运输阵列，所述的多功能重载运输车呈阵列式

分布，所有多功能重载运输车的顶升油缸的液压回路上都设置有液电变送器，同时所有多

功能重载运输车的控制系统都能够与总控台之间进行数据传输，所有的多功能重载运输车

运行到位、形成运输阵列后，各车主升油缸工作，让船体脱离建造墩，船体完全依靠运输阵

列进行支撑，

以船体的纵向中心线为X轴，船体的0号肋骨线为Y轴，穿过X轴与Y轴交界点的竖直线为

Z轴，船体的基线与X轴和Y轴所构建的平面，

总计使用N台多功能重载运输车，依次编号为No1、No2·…Non-1和Non，

每一辆多功能重载运输车中都对称地设置有两台顶升油缸，每台多功能重载运输车都

以两个顶升油缸中心距的中点作为计算点，No1号车与Y轴之间的距离为X1，No2号车与Y轴

之间的距离为X2，……Non号车与Y轴之间的距离为Xn，，No1号车与X轴之间的距离为Y1，No2

号车与X轴之间的距离为Y2，……Non号车与X轴之间的距离为Yn，上述的X1-Xn，Y1-Yn都可

以通过布车的肋位号量得，

假设No1号车的实际负荷为W1，No2号车的实际负荷为W2，……Non号车的实际负荷为

Wn，各个多功能重载运输车负载稳定后，载荷的总重量W为：

W＝w1+w2+……··+wn-1+wn

则船体重心在水平投影上的X，Y坐标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然后进行船体重心高度在Z轴上坐标的计算，

设最外侧两行多功能重载运输车的中心距为B，在船体保持水平的状态下，船体的重心

在空间上处于G0位置处，其高度为Z0，其在水平面上的投影坐标为X0，Y0，

驱动右侧一行所有多功能重载运输车的顶升油缸工作，让船体与水平面之间形成倾角

θ，顶升高度为ΔZ，则有

在上述过程中，船体的重心由G0位置转动至Ga位置，其对应的转动倾角也是θ角，此时重

心的高度为Za，而其在水平面上的投影为X0，Ya，也就是说右侧一行多功能重载运输车动作

的前后，船体重心的X轴坐标不会发生变化，Y轴坐标发生相应的变化，

通过各个重载运输车的载荷变化数值，带入公式：

得到Ya的数值，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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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公式中，Y0是上节计算得到的原重心在水平面上投影的Y轴坐标值，Ya是重心移

动后在水平面上投影的Y轴坐标值，

船体重心的升高值△Y，可表示为Y·tgθ，

最终计算得到水平状态时重心高度Z0，

Z0＝Z1-Y·tg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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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万吨级载荷的重心计算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载荷重心的计算方法，特别是一种万吨级载荷的重心计算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一艘舰船、一座海洋平台或超大型工程的重量往往在万吨或数万吨，能对其进行

平移的目前只有滑道滑靴式和普通轨道重载运输车这两种方式。但这两种方式只能够实现

载荷的运输，而无法自动计算其重量并判断其重心。

[0003] 舰船和海洋平台的重量重心的精确计算涉及到航行中的舰船和平台的稳性，所以

十分重要。重量的理论计算十分复杂，不确定因素太多，如采购设备的重量，生产厂商提供

的数据常不与实际相符，故有时需一名重量监督工程师，对上船安装的设备部件需要称重

后上船安装，而其重心的真正位置仍然无法测到。一艘舰有数万个零部件，数十万米缝管、

管系，上万米各种电缆，数十万平方米的油漆等等，分布在全船各个角落，要计算其重量重

心是十分困难的。所以舰船或平台在下水前无法计算准确的重量重心，只有下水后在海上

做各种试验和大量计算才能得到大概的重量和重心高度。

[0004] 也就是说传统的计算超大型工程的重心时，操作相对繁琐，且无法在陆地上实现。

因此现在需要一种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或装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上述不足，提出一种能够计算出船舶总重

量，重心的水平投影位置及重心高度的方法，该方法的精度可达±1.5％，并能够大大节省

人工秤重和海上做各种试验的劳动力及大量的计算工作量。

[0006]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一种万吨级载荷的重心计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方法按照以下步骤依次进行：

[0007] 首先，利用多台多功能重载运输车构建运输阵列，所述的多功能重载运输车呈阵

列式分布，所有多功能重载运输车的顶升油缸的液压回路上都设置有液电变送器，同时所

有多功能重载运输车的控制系统都能够与总控台之间进行数据传输，所有的多功能重载运

输车运行到位、形成运输阵列后，各车主升油缸工作，让船体脱离建造墩，船体完全依靠运

输阵列进行支撑，

[0008] 以船体的纵向中心线为X轴，船体的0号肋骨线为Y轴，穿过X轴与Y轴交界点的竖直

线为Z轴，船体的基线与X轴和Y轴所构建的平面，

[0009] 总计使用N台多功能重载运输车，依次编号为No1、No2....Non-1和Non，

[0010] 每一辆多功能重载运输车中都对称地设置有两台顶升油缸，每台多功能重载运输

车都以两个顶升油缸中心距的中点作为计算点，No1号车与Y轴之间的距离为X1，No2号车与

Y轴之间的距离为X2，……Non号车与Y轴之间的距离为Xn，，No1号车与X轴之间的距离为Y1，

No2号车与X轴之间的距离为Y2，……Non号车与X轴之间的距离为Yn，上述的X1-Xn，Y1-Yn都

可以通过布车的肋位号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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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假设No1号车的实际负荷为W1，No2号车的实际负荷为W2，……Non号车的实际负荷

为Wn，各个多功能重载运输车负载稳定后，载荷的总重量W为：

[0012] W＝w1+w2+……+wn-1+wn

[0013] 则船体重心在水平投影上的X，Y坐标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0014]

[0015]

[0016] 然后进行船体重心高度在Z轴上坐标的计算，

[0017] 设最外侧两行多功能重载运输车的中心距为B，在船体保持水平的状态下，船体的

重心在空间上处于G0位置处，其高度为Z0，其在水平面上的投影坐标为X0，Y0，

[0018] 驱动右侧一行所有多功能重载运输车的顶升油缸工作，让船体与水平面之间形成

倾角θ，顶升高度为ΔZ，则有

[0019] 在上述过程中，船体的重心由G0位置转动至Ga位置，其对应的转动倾角也是θ角，

此时重心的高度为Za，而其在水平面上的投影为X0，Ya，也就是说右侧一行多功能重载运输

车动作的前后，船体重心的X轴坐标不会发生变化，Y轴坐标发生相应的变化，

[0020] 通过各个重载运输车的载荷变化数值，带入公式：

[0021] 得到Ya的数值，

[0022] 则有：

[0023]

[0024] 在上述公式中，Y0是上节计算得到的原重心在水平面上投影的Y轴坐标值，Ya是重

心移动后在水平面上投影的Y轴坐标值，

[0025] 船体重心的升高值△Y，可表示为Y·tgθ，

[0026] 最终计算得到水平状态时重心高度Z0，

[0027] Z0＝Z1-Y·tgθ。

[0028] 本发明同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29] 本发明所公开的方法，能够在陆地上直接利用重载车辆组成的阵列，自动地对重

载物的总质量和重心进行计算，第一不需要等船体放入海中之后进行计算，第二能够节省

下大量的人工称重劳动以及计算的工作量。而且利用这种方法计算得到的重载物重心，与

传统方法计算得到的重心之间的偏差，不会超过±1.5％，精度相对较高。综上所述，可以说

这种方法具备了多种优点，特别适合于在本领域中推广应用，其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运输阵列的示意图。

[0031]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被测载荷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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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将结合附图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如图1、图2所示：一种万吨级载荷的

重心计算方法，按照以下步骤依次进行：

[0033] 首先，利用多台多功能重载运输车构建运输阵列，所述的多功能重载运输车呈阵

列式分布，所有多功能重载运输车的顶升油缸的液压回路上都设置有液电变送器，同时所

有多功能重载运输车的控制系统都能够与总控台之间进行数据传输，所有的多功能重载运

输车运行到位、形成运输阵列后，各车主升油缸工作，让船体脱离建造墩，船体完全依靠运

输阵列进行支撑，

[0034] 这里的液电变送器能够将测得的油缸压力直接换算成载荷的吨位，并以电信号的

形式发送到总控台，显示该编号车载荷的吨位数；将所有车辆的载荷相加，就能够计算出整

体载荷的总质量；

[0035] 调整船体至水平状态。由于运载物(船体)在建造时会有焊接变形，应力未完全释

放，加上船体体积庞大，具有巨大的迎风面，迎风面始终会承受一定的的风载荷，因此在最

初的一段时间里各个重载运输车的载荷是不稳定的，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阶段。一段时间

后(例如一个小时)，各部分应力完全释放，此时的各车载荷即为实际载荷，测量得到的船体

总质量才相对准确。

[0036] 由于压力变送器的精确度为0.5％，故总重量的误差应在±1 .5％以内。由于理论

计算精度的未知项过多，因此改进度必定高于理论计算精度。

[0037] 以船体的纵向中心线为X轴，船体的0号肋骨线为Y轴，穿过X轴与Y轴交界点的竖直

线为Z轴，船体的基线与X轴和Y轴所构建的平面，

[0038] 总计使用N台多功能重载运输车，依次编号为No1、No2....Non-1和Non，

[0039] 每一辆多功能重载运输车中都对称地设置有两台顶升油缸，每台多功能重载运输

车都以两个顶升油缸中心距的中点作为计算点，No1号车与Y轴之间的距离为X1，No2号车与

Y轴之间的距离为X2，……Non号车与Y轴之间的距离为Xn，，No1号车与X轴之间的距离为Y1，

No2号车与X轴之间的距离为Y2，……Non号车与X轴之间的距离为Yn，上述的X1-Xn，Y1-Yn都

可以通过布车的肋位号量得，通常布车都会横向布置在强肋骨或横舱壁下，纵向布置在纵

壁或纵桁下，因此上述各个编号的重载运输车与X轴之间的距离、Y轴之间的距离，直接在船

体的图纸上通过寻找肋位号的方式，并计算得到；

[0040] 假设No1号车的实际负荷为W1，No2号车的实际负荷为W2，……Non号车的实际负荷

为Wn，各个多功能重载运输车负载稳定后，载荷的总重量W为：

[0041] W＝w1+w2+……+wn-1+wn

[0042] 则船体重心在水平投影上的X，Y坐标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0043]

[0044]

[0045] 然后进行船体重心高度在Z轴上坐标的计算，

[0046] 设最外侧两行多功能重载运输车的中心距为B，在船体保持水平的状态下，船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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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在空间上处于G0位置处，其高度为Z0，其在水平面上的投影坐标为X0，Y0，

[0047] 驱动右侧一行所有多功能重载运输车的顶升油缸工作，让船体与水平面之间形成

倾角θ，顶升高度为ΔZ，则有

[0048] 在上述过程中，船体的重心由G0位置转动至Ga位置，其对应的转动倾角也是θ角，

此时重心的高度为Za，而其在水平面上的投影为X0，Ya，也就是说右侧一行多功能重载运输

车动作的前后，船体重心的X轴坐标不会发生变化，Y轴坐标发生相应的变化，

[0049] 通过各个重载运输车的载荷变化数值，带入公式：

[0050] 得到Ya的数值，

[0051] 则有：

[0052]

[0053] 在上述公式中，Y0是上节计算得到的原重心在水平面上投影的Y轴坐标值，Ya是重

心移动后在水平面上投影的Y轴坐标值，

[0054] 船体重心的升高值△Y，可表示为Y·tgθ，

[0055] 最终计算得到水平状态时重心高度Z0，

[0056] Z0＝Z1-Y·tgθ。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110502835 A

7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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