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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使用相关技术确定带速度和间距的装

置和方法。所述装置包括以预定距离分离的一对

测距器。所述测距器各自在沿带行进方向距彼此

分离的两个位置处测量距所述带的距离。所述装

置创建与带的轮廓对应的至少一个时间序列轮

廓记录。所述带的轮廓中的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

征的出现之间的时间延迟由处理器用以计算带

间距和速度。针对鲁棒性结果使用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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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测量带的装置，包括：

第一测距器，所述第一测距器进行从所述第一测距器到具有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

带的第一距离测量，并且以带速度沿与所述第一测距器和所述带之间的距离横切的带行进

方向前进；

处理器，所述处理器从所述第一测距器接收所述第一距离测量，并且产生预定数量的

连续的第一距离测量的第一轮廓记录，而且确定所述第一轮廓记录中的所述规则地间隔的

地形特征的出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根据所述第一轮廓记录中的所述规则

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相继出现和所述带速度确定所述带上的所述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

的相继位置之间的距离。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产生所述第一轮廓记录的自相关，并

且根据所述第一轮廓记录的所述自相关中的所述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相继出现和所

述带速度确定所述带上的所述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相继位置之间的距离。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还包括：

第二测距器，所述第二测距器进行从所述第二测距器到所述带的第二距离测量，其中，

所述第二测距器从所述第一测距器沿带行进方向偏移一分离距离；

其中，所述处理器接收所述第二距离测量，产生预定数量的连续的第二距离测量的第

二轮廓记录，并且确定所述第二轮廓记录中的所述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出现。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将所述带速度计算为所述分离距离对

所述第一轮廓记录中的所述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出现与所述第二轮廓记录中的同一

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出现之间的时间延迟的比率。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产生所述第一轮廓记录和所述第二轮

廓记录的互相关，以确定所述第一轮廓记录中的所述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出现与所述

第二轮廓记录中的同一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出现之间的互相关时间延迟。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将所述带速度计算为所述分离距离对

所述互相关时间延迟的比率。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产生所述第一轮廓记录的第一自相

关，以确定所述第一轮廓记录中的所述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相继出现之间的第一自相

关时间延迟。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将带间距计算为所述第一自相关时间

延迟对所述互相关时间延迟的比率与所述分离距离的乘积。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产生所述第二轮廓记录的第二自相

关，以确定所述第二轮廓记录中的所述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相继出现之间的第二自相

关时间延迟。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将带间距计算为所述第一自相关时

间延迟和第二自相关时间延迟的平均值对所述互相关时间延迟的比率与所述分离距离的

乘积。

12.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将所述第一自相关中的最高峰值与

所述第一自相关的预定的之后关注的区域中的最高峰值之间的时间延迟分配作为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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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相关时间延迟。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第一自相关的所述预定的之后关注的区域

跨越取决于所述带的带速度和间距的第一自相关时间延迟的期望范围。

14.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确定所述互相关的rms值，并且设置

峰值阈值作为所述rms值的函数，而且仅选择大于所述峰值阈值的所述互相关中的峰值作

为指示所述地形特征的可能出现。

1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第一轮廓记录和所述第二轮廓记录均跨越

前进经过所述第一测距器和所述第二测距器的所述带的所述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至

少两个出现。

16.一种用于测量带的装置，包括：

第一测距器，所述第一测距器进行从所述第一测距器到具有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

带的第一距离测量，并且沿与所述第一测距器和所述带之间的距离横切的带行进方向前

进；

第二测距器，所述第二测距器进行从所述第二测距器到所述带的第二距离测量，其中，

所述第二测距器从所述第一测距器沿带行进方向偏移一分离距离；

处理器，所述处理器接收所述第一距离测量和所述第二距离测量，产生预定数量的连

续的第一距离测量和第二距离测量的对应第一记录和第二记录，并且产生所述第一记录和

所述第二记录的互相关，以确定所述第一记录中的所述地形特征的出现与所述第二记录中

的所述地形特征的出现之间的互相关时间延迟。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将所述带的速度计算为所述分离距

离对所述互相关时间延迟的比率。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根据计算自相继互相关的所述速度

计算所述带的速度的滑动平均值。

19.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产生所述第一记录的第一自相关，

以确定所述第一记录中的所述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相继出现之间的第一自相关时间

延迟。

20.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将带间距计算为所述第一自相关时

间延迟对所述互相关时间延迟的比率与所述分离距离的乘积。

21.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产生所述第二记录的第二自相关，

以确定所述第二记录中的所述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相继出现之间的第二自相关时间

延迟。

22.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将带间距计算为所述第一自相关时

间延迟和所述第二自相关时间延迟的平均值对所述互相关时间延迟的比率与所述分离距

离的乘积。

23.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将所述第一自相关中的最高峰值与

所述第一自相关的预定的之后关注的区域中的最高峰值之间的时间延迟分配作为所述第

一自相关时间延迟。

24.根据权利要求23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第一自相关的所述预定的之后关注的区域

跨越取决于所述带的带速度和间距的第一自相关时间延迟的期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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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处理器确定所述互相关的rms值，并且设置

峰值阈值作为所述rms值的函数，而且仅选择大于所述峰值阈值的所述互相关中的峰值作

为指示同一地形特征的可能出现。

26.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第一记录和所述第二记录均跨越前进经过

所述第一测距器和所述第二测距器的所述带的所述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至少两个出

现。

27.一种用于测量具有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带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使得具有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带以带速度沿带行进方向前进；

沿着带的长度进行构成其轮廓的第一测量；

产生预定数量的连续的第一测量的第一轮廓记录；以及

确定所述第一轮廓记录中的所述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出现。

28.根据权利要求27所述的方法，还包括：产生所述第一轮廓记录的第一自相关，以确

定所述第一轮廓记录中的所述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相继出现之间的第一自相关时间

延迟，其中，所述第一自相关时间延迟与带间距成比例。

29.根据权利要求28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将所述第一自相关中的最高峰值与所述第一

自相关的预定的之后关注的区域中的最高峰值之间的时间延迟分配作为所述第一自相关

时间延迟。

30.根据权利要求29所述的方法，还包括：使得所述第一自相关的预定的之后关注的区

域以取决于所述带的带速度和间距的期望第一自相关时间延迟为中心。

31.根据权利要求27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使得第二测量沿着所述带的长度与所述第一测量偏移一分离距离，其中，所述第二测

量构成所述带的轮廓；

产生预定数量的连续的第二测量的第二轮廓记录；以及

确定所述第二轮廓记录中的所述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出现。

32.根据权利要求3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将所述带的速度计算为所述分离距离对所述

第一轮廓记录中的所述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出现与所述第二轮廓记录中的同一规则

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出现之间的时间延迟的比率。

33.根据权利要求3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确定用于所述第一距离测量和所述第二距离测量的值的可接受范围；

如果所述第一距离测量或所述第二距离测量处于所述值的可接受范围之外，则丢弃所

述第一轮廓记录和所述第二轮廓记录。

34.根据权利要求3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产生所述第一轮廓记录和所述第二轮廓记录

的互相关，以确定所述第一轮廓记录中的所述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出现与所述第二轮

廓记录中的同一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出现之间的互相关时间延迟，其中，所述互相关

时间延迟与所述带速度成反比。

35.根据权利要求34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将所述带的速度计算为所述分离距离对所述

互相关时间延迟的比率。

36.根据权利要求35所述的方法，还包括：计算所述带的所述速度的滑动平均值。

37.根据权利要求34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权　利　要　求　书 3/4 页

4

CN 110249202 A

4



确定所述互相关的rms值；

设置峰值阈值作为所述rms值的函数；以及

仅选择大于所述峰值阈值的所述互相关中的峰值作为指示所述地形特征的可能出现。

38.根据权利要求34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计算所述第一轮廓记录中的所述第一距离测量的第一均值；

计算所述第二轮廓记录中的所述第二距离测量的第二均值；

从所述第一距离测量中的每个减去所述第一均值，以产生零均值第一轮廓记录；

从所述第二距离测量中的每个减去所述第二均值，以产生零均值第二轮廓记录；

使用所述零均值第一轮廓记录和所述零均值第二轮廓记录以产生所述互相关。

39.根据权利要求34所述的方法，还包括：产生所述第一轮廓记录的第一自相关，以确

定所述第一轮廓记录中的所述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相继出现之间的第一自相关时间

延迟，并且将带间距计算为所述第一自相关时间延迟对所述互相关时间延迟的比率与所述

分离距离的乘积。

40.根据权利要求39所述的方法，还包括：计算所述带间距的滑动平均值。

41.根据权利要求39所述的方法，还包括：产生所述第二轮廓记录的第二自相关，以确

定所述第二轮廓记录中的所述地形特征的相继出现之间的第二自相关时间延迟，其中，所

述第二自相关时间延迟与带间距成比例。

42.根据权利要求4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将带间距计算为所述第一自相关时间延迟和

所述第二自相关时间延迟的平均值对所述互相关时间延迟的比率与所述分离距离的乘积。

43.根据权利要求27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是具有主要功能而

非具有所确定的在所述带外形中的其出现的带的固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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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测量带的装置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1] 本发明总体上涉及用于通过凭借距离测量来测量带或链的轮廓中的地形

(topographical)特征的经过而测量参数(例如带或链的间距或速度)的装置和方法。

[0002] 当输送或传送带或链老化时，它们沿带行进方向拉伸。拉伸使得平坦带与其滑轮

的摩擦接合或正传动带与其传动链轮的齿的正接合劣化。拉伸也预示归因于老化的带故

障。因为带故障可能是代价高的，所以已经使用用于测量带拉伸的多个方案。这些方案中的

很多要求将专用标记添加到以标称距离分离的带。检测器沿着带的行进路径感测标记的经

过，并且从经过的次数确定带拉伸。除了作为带上的可检测位置标志之外，传统专用标记毫

无成效。

发明内容

[0003] 用于测量带的装置的一个版本包括处理器，其从第一测距器接收第一距离测量，

并且产生预定数量的连续的第一距离测量的第一轮廓记录，而且确定第一轮廓记录中的规

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出现。所述第一测距器进行从第一测距器到具有规则地间隔的地形

特征的带的第一距离测量，并且以带速度沿与第一测距器和带之间的距离横切的带行进方

向前进。

[0004] 另一版本包括第一测距器和第二测距器。第一测距器进行对具有规则地间隔的地

形特征的带的第一距离测量，并且沿与第一测距器和带之间的距离横切的带行进方向前

进。第二测距器进行从第二测距器到所述带的第二距离测量。第二测距器从第一测距器沿

带行进方向偏离一分离距离。处理器接收第一距离测量和第二距离测量，产生预定数量的

连续的第一距离测量和第二距离测量的对应第一记录和第二记录，并且产生第一记录和第

二记录的互相关，以确定第一记录中的地形特征的出现与第二记录中的地形特征的出现之

间的互相关时间延迟。

[0005] 在另一方面，一种用于测量带的方法，包括：(a)使得具有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

的带以带速度沿带行进方向前进；(b)沿着带的长度进行构成其轮廓的第一测量；(c)产生

预定数量的连续的第一测量的第一轮廓记录；以及(d)确定第一轮廓记录中的规则地间隔

的地形特征的出现。

附图说明

[0006] 图1是采用本发明的特征的距离测量装置所监测的模块化传送带的一端的示意性

侧立体视图；

[0007] 图2是由图1的距离测量装置进行的距离测量的两个集合的图线；

[0008] 图3是图2的距离测量的两个集合的互相关；

[0009] 图4是图2的距离测量的两个集合之一的自相关；以及

[0010] 图5是用于使用如图1中的装置测量带间距和速度的方法的一个版本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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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1] 图1中示出体现本发明的特征的以用于测量带速度和带间距的装置的一个版本。

装置包括两个传感器：测距器S1、S2，其沿着传送带12的长度在行进方向10上偏移预定距离。

该版本中的光学测距器S1、S2是激光测距器，其所发送的波束14、16平行于带行进方向10以

分离距离ds分离。测距器S1、S2与带行进方向10横切地在距传送带12一距离处安装到传送器

框构件18。在该示例中，沿着所发送的激光波束14、16测量的距离垂直于带行进方向10。当

在其波束平行的情况下安装时，传感器间隔相同地等于两个所发送的波束14、16的分离距

离ds。波束14、16均在带12上照射光斑。反射波束15、17返回到测距器S1、S2，其具有成像器

(例如检测反射的CCD阵列)以及确定距带12的反射表面的范围的信号调节和处理电子器

件。范围测量通过通信链路22发送到处理器20。处理器20可以是具有数据存储器和被编程

以分析测距器的测量的程序存储器的通用计算机。处理器20也可以被编程以通过通信链路

22控制测距器S1、S2的采样率。

[0012] 两个平行发送波束14、16在带的所面向的目标表面24上相距ds的两个点处撞击传

送带12。测距器14、16的工作范围26沿着其发送波束路径从带12的目标表面24的最接近的

逼近点28延伸到最远离的逼近点30。平衡(standoff)距离32从测距器S1、S2延伸到工作范围

26内的点。测距器S1、S2检测距带12的轮廓中的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范围。在该示例中，

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是从带的目标表面24向下突出的传动条34。在此情况下，规则地间

隔的地形特征34是具有主要功能的带12的固有特征；即，在传动条34上接合传动带的传动

链轮。传动条34不是仅目的为充当待由测距器测量的范围标记的特征-但可以使用这些专

用特征。并且，地形特征无需是突起(例如传动条34)；它们可以是带的轮廓中的任何规则地

间隔的特征-包括凹部。因此，测距装置可以用于具有地形特征的已经存在的带，而无需添

加专用标记(例如磁体或印制标志)。

[0013] 图2示出由图1的两个测距器S1、S2进行的采样距离测量D1、D2的两个集合。距离测

量的两个集合被人为地沿着图2中的距离轴距彼此偏移，以使得它们更容易看见。两个时间

序列D1、D2的形状与带12的目标表面的轮廓对应。距离测量数据D1、D2的两个时间序列中的

最小值36、38与带12上的规则地间隔的特征34对应。如图2所示，第一测距器的轮廓记录D1

的最小距离值稍微地出现在其轮廓记录D2中的第二测距器最小值之前。这两个最小值之间

的时间差ts与带速度vb成反比。实际上，可以使用传感器间隔ds将带速度vb计算为vb＝ds/

ts。每个测距器的时间序列中的相继最小值之间的时间tp与相继地形带特征34的位置之间

的距离dp成比例。如果带速度vb得以计算或已知为先验的，则该距离dp＝vbtp。但相继地形特

征之间的距离dp也可以在不明确使用带速度的情况下计算为dp＝ds(tp/ts)，其中，直接从时

间序列D1、D2中的任一或通过对二者的tp取平均来确定tp。如果规则地间隔的特征34以带间

距P重复，如图1中那样，则dp可以用以测量带间距、以及因此随着时间的拉伸(即带间距的

增加)。(对于模块化带，带间距P定义为相继铰链轴40之间的距离)。

[0014] 虽然从时间序列D1、D2测量ts和tp可以精确得足以在一些情况下确定带速度和间

距，但相关技术提供时间延迟的更鲁棒性测量。相关性较不易受噪声以及因带磨损、灰尘累

积、或使得直接从时间序列采取的时间延迟测量劣化的时间序列破坏而产生的其他问题的

影响。图3示出图2的第一测距器和第二测距器距离测量D1、D2的互相关。对于最佳相关性结

果，每个轮廓记录D1、D2的长度包括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的至少两个出现。因此，轮廓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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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应比处于最大延伸的带间距的两倍更长，以保证规则出现的关注的地形特征的至少两

个出现显现在轮廓记录中。通过在图2中将D1向右移位同时保持D2固定来创建互相关函数

R21。一次一个测量采样间隔地执行移位。图3中的每个点处的互相关值由R21(l)＝∑id2(i)

d1(i-l)给出，其中，d1(i)是第一测距器的轮廓记录D1中的各个距离测量，d2(i)是第二测距

器的轮廓记录D2中的各个距离测量，l是测量采样间隔中的D1相对于D2的移位，并且用于每

个l的求和遍及每个轮廓记录D1、D2中的距离测量的数量关于索引i而求和。(可以替代地使

用互相关R12)。互相关的峰值提供比时间序列D1、D2的峰值或边沿更精确的时间延迟的指

示。从第一互相关点42(与l＝0对应)到第一互相关峰值P1X的时间延迟τs与图2中的ts对应，

并且用以确定带速度。相继峰值之间(例如，P1X与P2X之间)的时间延迟τp与图2中的tp对应，

并且如果带速度已知是先验的或已经得以计算则可以用以测量带间距。或者，带间距可以

计算为dp＝ds(τp/τs)，而无需带速度的中间计算。τs和τp二者是比ts和tp更鲁棒的测量。

[0015] 第一测距器或第二测距器的测量数据轮廓记录D1、D2中的规则地间隔的地形特征

的相继出现之间的时间延迟τp'的测量可以可替选地通过任一记录或二者记录的自相关得

以计算。图4示出第一数据轮廓记录D1的自相关R11。自相关R11是轮廓记录D1与自身的相关。

(R22是D2的自相关)。当D1不从自身移位(l＝0)时，第一且最高峰值P1A出现。当移位的轮廓记

录D1中的最小值的第一出现(图2)与未移位的轮廓记录D1中的最小值的第二出现对准时，下

一相继峰值P2A出现。R11中(或R22中)的相继峰值P1A、P2A之间的时间延迟τp'可以用以通过与

tp和τp相同的方式测量带间距。

[0016] 因为传送带12的标称间距是已知的并且带速度是已知的或已经得以计算，所以无

需在每一采样点处执行自相关。反之，无需计算跨越峰值P1A之后的下一峰值的期望出现的

预定的之后关注的区域44之外的自相关值。搜索峰值P2A可以受限于该关注的区域44中的自

相关值。具有小的关注的地形特征的带产生具有低信噪比的自相关。因此，仅在关注的预定

区域中搜索峰值必须避免选择不正确的峰值。如果时间序列D1、D2直接用以计算间距或带速

度，则关注的相似区域也可以应用于时间序列D1、D2。

[0017] 图5的流程图描述用于使用相关技术确定带的速度和间距的一种方法。根据流程

图的并且保存在处理器的程序存储器中而且由处理器(20，图1)执行的可执行程序控制测

量周期，执行自相关和互相关，计算带速度和带间距，并且执行其他功能(例如，接受操作者

输入，并且在即将发生的带故障或其他告警条件的情况下显示或发声告警)。

[0018] 在步骤50获取测量数据中，处理器读取测距器并且将其距离测量存储在处理器的

数据存储器中的缓冲器中。从两个缓冲器中的每一个中，处理器的程序获取测量数据的记

录，并且检查以查看任何测量是否位于可接受范围之外。如果记录中的任何值脱离范围，则

丢弃该记录和其他测距器的测量数据的对应记录，并且获取新的轮廓记录。这两个记录在

时间上是同步的。处理器计算用于每个有效数据记录的均值，并且在步骤52从每个测量值

减去均值，以产生零均值测量记录。两个零均值数据轮廓记录然后与彼此和自身相关。在步

骤54，将第一测距器的测量轮廓记录与第二测距器的轮廓记录互相关。在步骤56，在互相关

中，峰值找寻例程找寻所有峰值(即所有相对最大值)。在步骤58，处理器计算互相关的根均

方(rms)值。峰值阈值等级在步骤60被设置为rms值的函数，以消除归因于噪声和与非关注

的其他显著地形带特征以及产生高自相关峰值但并非位于带间距距离处的其他带特征对

应的距离测量导致的峰值。峰值阈值46在步骤56用以找寻归因于图3所示的关注的显著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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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导致的互相关R12中的峰值。处理器在步骤62选择大于阈值46的首先出现的峰值P1X。距

互相关R12的开始的该峰值的出现的时间延迟τs在步骤64用以计算带速度vb为ds/τs，其中，

ds是已知的测距器分离距离。如果带速度已知是由不同传感器测量的或由带电机控制器报

告的先验，则在步骤64中无需计算带速度vb；并且实际上，无需执行互相关并且仅需要一个

传感器。在步骤64关于每个轮廓记录计算的或从另一源提供的带速度vb可以于是应用于低

通数字滤波器，以在步骤66提供带速度的滑动平均值，以通过过滤掉噪声提供带间距的更

好的估计。

[0019] 在步骤68，处理器计算每个测距器的距离测量轮廓记录的自相关。每一自相关函

数在τ＝0时具有初始最大峰值。因为期望在初始峰值之后的下一峰值出现在关注的区域

(44，图4)中，所以处理器在步骤70在自相关中开放该关注的区域(ROI)。在步骤72，处理器

对于分配为峰值P2A的最大值通过关注的区域(ROI)中的自相关值的有限集合进行搜索。在τ

＝0时的第一峰值P1A与第二峰值P2A之间的延迟是与关注的相继地形带特征的出现之间的

时间间隔对应的时间延迟τp'。处理器在步骤74计算带间距P作为vbτp'或作为第一自相关时

间延迟和第二自相关时间延迟的平均值(τp1'+τp2')/2对互相关时间延迟τs的比率与测距器

分离距离ds的乘积。类似于带速度vb，带间距P可以受滤波，以在步骤76产生更平滑的滑动平

均值。处理器然后对于距离测量的新的集合以预定速率重复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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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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