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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棱柱状管道轴向弯扭形

变测量计算方法。所述测量计算方法包含三个弯

曲度计算参数和两个扭转度计算参数的测量计

算，具体测量计算方法包含如下步骤：检测获取

管道沿轴线各截面的外轮廓上各测点的坐标测

量值，并计算各截面质心坐标；利用各截面质心

计算管道轴向弯曲度第一计算参数；利用各截面

质心在基准平面投影点计算管道轴向弯曲度第

二计算参数和第三计算参数；利用计算的各截面

边的方程和顶点坐标在基准平面上投影，计算建

立管道轴向扭转度第一计算参数和第二计算参

数。本发明通过检测管道各截面质心建立多个棱

形管道轴向弯曲度计算参数，用截面拟合计算边

和顶点在基准平面上的投影建立多个棱形管道

轴向的扭转度计算参数；充分利用了各截面全部

检测点信息，同时多个计算参数能更加全面反映

管道弯扭形变状态，提高棱形管道轴向弯扭形变

测量判定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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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棱柱状管道轴向弯扭形变测量计算方法，所述测量计算方法包含三个弯曲度计

算参数和两个扭转度计算参数，所述测量计算方法具体包含如下步骤：

(1)检测获取管道沿轴线各截面的外轮廓上各测点的坐标测量值 其中j为各

截面序号，i为截面上测点序号；

(2)通过所述各截面的外轮廓上各测点的坐标测量值 计算各截面质心坐标

(3)计算管道轴向上包容所述各个截面质心 的最小圆柱面直径值，作为

管道轴向弯曲度第一计算参数

(4)沿管道理论轴线方向，将所述各截面质心 投影到基准平面上，计算各

质心投影点的最小包络圆半径值，作为管道轴向弯曲度第二计算参数rm；

(5)计算所述各质心投影点的最小包络圆圆心O 2 (x e ,y e) ，以理论截面的质心

与所述最小包络圆圆心O2(xe,ye)的距离值，作为管道轴向弯曲度第三计算

参数h，

(6)通过所述各截面的外轮廓上各测点的坐标测量值 拟合计算得到各截面检

测边方程 其中k为截面边序号；再将截面各边投影到基准平面上，在基准

平面上各截面对应投影边夹角的最大值为管道轴向扭转度第一计算参数

其中，m和n为截面序号，m＝1,2,3……，n＝1,2,3……；

(7)通过所述各截面的外轮廓上各测点的坐标测量值 计算得到各截面检测顶

点坐标 其中l为截面顶点序号；将所述各截面检测顶点 投影到基准平面，

各截面对应顶点在基准平面上与理论质心连线所成最大圆心角

截面对应顶点在基准平面上与理论质心连线所成最小圆心角

所述最大圆心角 与所述最小圆心角 差值作为管道轴向扭转度第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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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ωl，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棱柱状管道轴向弯扭形变测量计算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7)中所述截面检测顶点坐标 为截面边的交点，由截面边方程

计算得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棱柱状管道轴向弯扭形变测量计算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基准平面为指定的垂直于理论轴线的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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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棱柱状管道轴向弯扭形变测量计算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检测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棱柱状管道轴向弯扭形变测量计算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棱柱状管道及相关管状类零件在工业生产中应用广泛，在复杂的工况环境中，由

于高温、高压以及机械挤压等因素的作用下会使管道发生形变，致使其失去工作能力。因

此，需要对管道及管状类零件进行精确的检测并做出计算判定。通过传感器检测获得管道

外轮廓上各检测点的坐标值，通过一定的测量计算方法对各检测点坐标值进行处理，得到

反映管道轴向弯扭形变的各项计算参数。

[0003] 现有的测量计算方法中，管道轴向弯扭形变测量计算参数不完善，不能准确反映

管道实际形变情况。对于轴向弯曲度的测量计算，使用各截面相邻检测点的关系建立计算

参数，未考虑截面整体情况，计算参数不足，对轴向弯曲度的测量计算不够准确；对于轴线

扭转度的测量计算，未见有较针对性的测量计算方法。因此，为了对管道弯扭形变做出准确

的评估，需要建立完善的测量测量计算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鉴于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棱柱状管道轴向弯扭形变测量测量

计算方法，用于完善管道弯扭形变测量测量计算方法，提高管道形变评估的准确性。

[0005] 本发明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提出一种棱柱状管道轴向弯扭形变测量计算方法，所

述测量计算方法包含三个弯曲度计算参数和两个扭转度计算参数，所述测量计算方法具体

包含如下步骤：

[0006] (1)检测获取管道沿轴线各截面的外轮廓上各测点的坐标测量值 其中j

为各截面序号，i为截面上测点序号；

[0007] (2)通过所述各截面的外轮廓上各测点的坐标测量值 计算各截面质心

坐标

[0008] (3)计算管道轴向上包容所述各个截面质心 的最小圆柱面直径值，

作为管道轴向弯曲度第一计算参数

[0009] (4)沿管道理论轴线方向，将所述各截面质心 投影到基准平面上，

计算各质心投影点的最小包络圆半径值，作为管道轴向弯曲度第二计算参数rm；

[0010] (5)计算所述各质心投影点的最小包络圆圆心O2(xe ,ye)，以理论截面的质心

与所述最小包络圆圆心O2(xe,ye)的距离值，作为管道轴向弯曲度第三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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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h，

[0011]

[0012] (6)通过所述各截面的外轮廓上各测点的坐标测量值 拟合计算得到各截

面检测边方程 其中k为截面边序号；再将截面各边投影到基准平面上，在

基准平面上各截面对应投影边夹角的最大值为管道轴向扭转度第一计算参数

[0013]

[0014] 其中，m和n为截面序号，m＝1,2,3……，n＝1,2,3……

[0015] (7)通过所述各截面的外轮廓上各测点的坐标测量值 计算得到各截面检

测顶点坐标 其中l为截面顶点序号；将所述各截面检测顶点 投影到基准平

面，各截面对应顶点在基准平面上与理论质心连线所成最大圆心角

[0016]

[0017] 截面对应顶点在基准平面上与理论质心连线所成最小圆心角

[0018]

[0019] 所述最大圆心角 与所述最小圆心角 差值作为管道轴向扭转度第二

计算参数ωl，

[0020]

[0021] 上述步骤(7)中所述截面检测顶点坐标 为截面边的交点，由截面边方

程 计算得出。

[0022] 上述基准平面为指定的垂直于理论轴线的平面。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检测管道各截面质心建立多个管道轴向弯曲度

计算参数，充分利用了各截面全部检测点信息，同时多个计算参数能更加全面反映管道弯

曲形变状态；利用截面拟合计算边和顶点在基准平面投影，分别得到各截面对应投影边所

成的最大夹角值和各截面对应投影顶点分布圆心角的范围值，用于计算管道轴向的扭转

度，能准确反映管道扭转变形，完善了管道轴向弯扭形变检测的测量计算方法。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棱柱状管道轴向检测截面示意图。

[0025] 图2为弯曲度第一计算参数示意图。

[0026] 图3为弯曲度第二和第三计算参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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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4为扭转度第一计算参数示意图。

[0028] 图5为扭转度第二计算参数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30] 如图1所示，为六边形截面棱柱状管道的各个检测截面Fi示意图，通过检测获得各

个截面测点坐标 其中j为各截面序号，i为截面上测点序号。

[0031] 如图2所示，为各截面质心 的最小包络圆柱面，作各质心的最小二乘

中线，用轴线平行最小二乘中线的圆柱面包容各质心点，求取最小包容直径作为管道轴向

弯曲度第一计算参数 可以用各质心点到最小二乘中线的最大值d_max进行近似计算如

下：

[0032]

[0033] 其中各截面质心 可以用累加求和法或三角分割法等方法计算得出。

[0034] 如图3所示，沿管道理论轴线方向，将所述各截面质心投影到基准平面上，管道轴

向弯曲度第二计算参数为各质心投影点的最小包络圆半径值rm，可以采用最远点优先渐近

法求解半径值rm和包络圆圆心坐标O2(xe,ye)。

[0035] 管道轴向弯曲度第三计算参数为理论截面的质心 与所述最小包

络圆圆心O2(xe,ye)的距离值h：

[0036]

[0037] 如图4所示，通过所述各截面的外轮廓上各测点的坐标值 通过最小二乘

拟合得到各截面检测边方程 将截面各边投影到基准平面上，在基准平面

上各截面对应投影边夹角的最大值为管道轴向扭转度第一计算参数

[0038]

[0039] 其中，m和n为截面序号，m＝1,2,3……，n＝1,2,3……，k为截面边序号。

[0040] 如图5所示，通过截面边方程 计算得到各截面检测顶点坐标

其中l为截面顶点序号。将所述检测截面顶点Plj投影到基准平面，各截面对

应顶点在基准平面上与理论质心连线所成最大圆心角

[0041]

[0042] 截面对应顶点在基准平面上与理论质心连线所成最小圆心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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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0044] 所述最大圆心角 与所述最小圆心角 差值作为管道轴向扭转度第二

计算参数ωl，

[0045]

[004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形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倘若本发明的这些修

改和变形属于本发明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之内，则本发明也包含这些改动和变

形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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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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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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