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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拉孔道走向测量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适用于钢筋混凝土箱梁建造技术领

域，提供了一种张拉孔道走向测量系统。该系统

包括：运行装置，用于在张拉孔道的内壁上运行；

所述运行控制装置，与所述运行装置连接，用于

牵引所述运行装置运行；所述测量装置，安装在

所述运行装置上，用于当所述运行装置在张拉孔

道中运行时实时测量所述运行装置的运行参数，

所述运行参数包括加速度数据与角度数据。根据

运行参数建立张拉孔道走向模型，可以测得孔道

实际转角，避免按图纸转角计算造成张拉力不准

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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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张拉孔道走向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运行装置、测量装置和运行控制装

置；

所述运行装置，用于在张拉孔道的内壁上运行；

所述测量装置，安装在所述运行装置上，用于当所述运行装置在张拉孔道中运行时实

时测量所述运行装置的运行参数，并根据所述运行参数建立张拉孔道走向模型，所述根据

所述运行参数建立张拉孔道走向模型的过程包括在对张拉孔道走向进行测量时，建立空间

直角坐标系和测量装置坐标系，并通过测量的所述运行装置的运行参数进行测量装置坐标

系至空间直角坐标系的转换，根据坐标系统转换后的运行参数进行运算处理获得坐标信

息，根据所述坐标信息建立张拉孔道走向模型，其中，所述获得坐标信息的过程包括：根据

所述运行参数中的加速度数据，借助角度数据，将所述加速度数据转换为空间直角坐标系

下的合加速度数据，根据所述合加速度数据，计算获得运行装置的速度数据，根据所述合加

速度数据以及所述速度数据，计算获得运行装置在空间直角坐标系下的坐标信息；所述根

据所述坐标信息建立张拉孔道走向模型包括：

在平弯孔道测量时，以张拉孔道的孔道口圆心处为坐标原点建立竖直坐标系，以X轴、Y

轴组成的水平平面为参考面，其中，水平方向为所述X轴，竖直方向为所述Y轴，所测角度为Z

轴角度，原点处的坐标为(0，0)，所述Z轴角度为φpe，当所述运行装置在张拉孔道内运行时，

所述运行装置可能会发生绕所述X轴的旋转，所述X轴就会产生旋转因子γp，当所述运行装

置在运行过程中不发生旋转时，则所述旋转因子为0，通过第一公式确定所述空间直角坐标

系中水平方向的加速度，所述第一公式为

Axpe＝axpecosφpe‑(aypesinγpe+azpecosγpe)sinφpe

其中，Axpe为所述空间直角坐标系中水平方向的加速度，axpe为所述X轴加速度，aype为所

述Y轴加速度，γpe为所述X轴产生的旋转因子，φpe为所述Z轴角度；

通过第二公式确定所述空间直角坐标系中竖直方向的加速度，所述第二公式为

Aype＝axpesinφpe+(aypesinγpe+azpe  cosγpe)cosφpe

其中，Aype为所述空间直角坐标系中竖直方向的加速度；

在第一个Δt后，测得所述X轴加速度、所述Y轴加速度以及所述X轴角度、所述Z轴角度

表示为(axp1，ayp1，γp1，φp1)；经过第二个Δt后，测得所述X轴加速度、所述Y轴加速度以及

所述X轴角度、所述Z轴角度为(axp2，ayp2，γp2，φp2)；经过第m‑1个Δt后，测得所述X轴加速

度、所述Y轴加速度以及所述X轴角度、所述Z轴角度为(axpm‑1，aypm‑1，γpm‑1，φpm‑1)；经过第m

个Δt后，所述运行装置驶出孔道，测得所述X轴加速度、所述Y轴加速度以及所述X轴角度、

所述Z轴角度为(axpm，aypm，γpm，φpm)，由于所述测量装置测量的数据均以自身坐标系为参

考，因此需要进行坐标系的转换，转换为规定所述X轴、所述Y轴、所述Z轴组成空间直角坐标

系；

需要说明的是，角度为与初始时刻测量装置的角度相比每个Δt内角度的变化量，通过

第三公式确定所述空间直角坐标系中水平方向的加速度，所述第三公式为

Axp1＝axp1cosφp1‑(ayp1sinγp1+azp1cosγp1)sinφp1

Axp2＝axp2cosφp1‑(ayp2sinγp2+azp2cosγp2)sinφp2……

Axpm‑1＝axpm‑1cosφpm‑1‑(aypm‑1sinγpm‑1+azpm‑1cosγpm‑1)sinφpm‑1

Axpm＝axpmcosφpm‑(aypmsinγpm+azpmcosγpm)sinφ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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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xp1、Axp2、Axpm‑1和Axpm分别为所述第一个Δt后、所述第二个Δt后、所述第m‑1个Δ

t后和所述第m个Δt后的所述空间直角坐标系中水平方向的加速度；

通过第四公式确定所述运行装置的水平行进距离，所述第四公式为

其中，

其中，Δxp1、Δxp2和Δxpm为所述第一个Δt后、所述第二个Δt后和所述第m个Δt后的

所述运行装置的水平行进距离；

通过第五公式确定所述空间直角坐标系中竖直方向的加速度，所述第五公式为

Ayp1＝axp1sinφp1+(ayp1sinγp1+azp1cosγp1)cosφp1

Ayp2＝axp2sinφp2+(ayp2sinγp2+azp2cosγp2)cosφp2……

Aypm‑1＝axpm‑1sinφpm‑1+(aypm‑1sinγpm‑1+azpm‑1cosγpm‑1)cosφpm‑1

Aypm＝axpmsinφpm+(aypmsinγpm+azpmcosγpm)cosφpm

其中，Ayp1、Ayp2、Aypm‑1和Aypm分别为所述第一个Δt后、所述第二个Δt后、所述第m‑1个Δ

t后和所述第m个Δt后的所述空间直角坐标系中竖直方向的加速度；

通过第六公式确定所述运行装置的竖直行进距离，所述第六公式为

其中，

其中，Δyp1、Δyp2和Δypm为所述第一个Δt后、所述第二个Δt后和所述第m个Δt后的

所述运行装置的竖直行进距离；

通过第七公式确定所述运行装置在m时刻定位的坐标(Xm，Ym)，所述第七公式为

Xm＝Δxp1+Δxp2+Δxp3+…+Δxpm
Ym＝Δyp1+Δyp2+Δyp3+…+Δypm；

在竖弯孔道测量时，以所述张拉孔道的孔道口圆心处为坐标原点建立竖直坐标系，以

所述X轴、所述Z轴组成的竖直平面为参考面，其中，水平方向为所述X轴，竖直方向为所述Z

轴，所测角度为Y轴角度，所述原点处的坐标为(0，0)，当所述运行装置在张拉孔道内运行

时，所述运行装置可能会发生绕所述X轴的旋转，所述X轴就会产生旋转因子γ，当所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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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在运行过程中不发生旋转时，则所述旋转因子为0；

在第一个Δt后，测得所述X轴加速度、所述Z轴加速度以及所述X轴角度、所述Y轴角度

表示为(ax1，az1，γ1，θ1)；经过第二个Δt后，测得所述X轴加速度、所述Z轴加速度以及所述X

轴角度、所述Y轴角度为(ax2，az2，γ2，θ2)；经过第m‑1个Δt后，测得所述X轴加速度、所述Z轴

加速度以及所述X轴角度、所述Y轴角度为(axm‑1，azm‑1，γm‑1，θm‑1)；经过第m个Δt后，所述运

行装置驶出孔道，测得所述X轴加速度、所述Z轴加速度以及所述X轴角度、所述Y轴角度为

(axm，azm，γm，θm)，由于所述测量装置测量的数据均以自身坐标系为参考，因此需要进行坐

标系的转换，转换为规定所述X轴、所述Y轴、所述Z轴组成空间直角坐标系；

需要说明的是，角度为与初始时刻测量装置的角度相比，每个Δt内角度的变化量，通

过第八公式确定所述空间直角坐标系中水平方向的加速度，所述第八公式为

Ax1＝ax1cosθ1+(ay1sinγ1+az1cosγ1)sinθ1

Ax2＝ax2cosθ2+(ay2sinγ2+az2cosγ2)sinθ2……

Axm‑1＝axm‑1cosθm‑1+(aym‑1sinγm‑1+azm‑1cosγm‑1)sinθm‑1

Axm＝axmcosθm+(aymsinγm+azmcosγm)sinθm

其中，Ax1、Ax2、Axm‑1和Axm分别为所述第一个Δt后、所述第二个Δt后、所述第m‑1个Δt后

和所述第m个Δt后的所述空间直角坐标系中水平方向的加速度；

通过第九公式确定所述水平方向的距离，所述第九公式为

其中，

其中，Δx1、Δx2和Δxm为所述第一个Δt后、所述第二个Δt后和所述第m个Δt后的所

述水平方向的距离；

通过第十公式确定所述空间直角坐标系中竖直方向的加速度，所述第十公式为

Az1＝ax1sinθ1‑(ay1sinλ1+az1cosγ1)cosθ1

Az2＝ax2sinθ2‑(ay2sinλ2+az2cosγ2)cosθ2……

Azm‑1＝axm‑1sinθm‑1‑(aym‑1sinλm‑1+azm‑1cosγm‑1)cosθm‑1

Azm＝axmsinθm‑(aymsinλm+azmcosγm)cosθm

其中，Az1、Az2、Azm‑1和Azm分别为所述第一个Δt后、所述第二个Δt后、所述第m‑1个Δt后

和所述第m个Δt后的所述空间直角坐标系中竖直方向的加速度；

通过第十一公式确定所述竖直方向的距离，所述第十一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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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其中，Δz1、Δz2和Δzm为所述第一个Δt后、所述第二个Δt后和所述第m个Δt后的所

述竖直方向的距离；

通过第十二公式确定所述运行装置在m时刻定位的坐标(Xm，Zm)，所述第十二公式为

Xm＝Δx1+Δx2+Δx3+…+Δxm
Zm＝Δz1+Δz2+Δz3+…+Δzm；

根据所述运行装置在m时刻定位的坐标建立所述张拉孔道走向模型；

所述运行控制装置，与所述运行装置连接，用于牵引所述运行装置运行。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张拉孔道走向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运行装置包括车板、

多个支架、多个丝杠、多个车轮、多个车轴以及拉环，其中，所述多个支架、所述多个丝杠、所

述多个车轮以及所述多个车轴的数量均相同；

所述车板，用于承载并固定所述测量装置；

所述多个支架固定在所述车板周围，所述多个支架上均设置支架连接接口；

所述多个车轴的一端设置车轴连接接口，另一端穿过对应的车轮，用于支撑对应的车

轮；

所述多个丝杠的一端与对应的支架的支架连接接口连接，另一端与对应的车轴的车轴

连接接口连接，用于调节连接的支架和车轴之间的距离，使对应的车轮紧贴所述张拉孔道

的内壁；

所述拉环设置在所述车板前端，用于连接所述运行控制装置。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张拉孔道走向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车轴为U型车轴；

多个U型车轴分别穿过对应的车轮并将对应的车轮固定在U型车轴的U弯处；

每个丝杠为螺纹丝杠，每个支架连接接口内设置对应螺纹，每个车轴连接接口内设置

对应螺纹。

4.如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张拉孔道走向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运行装置还包括：

与车轴数量相同的轴承；

每个轴承设置在对应的车轴上，使每个车轮分别通过对应的轴承固定在对应的U型车

轴上，支撑对应的车轮转动。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张拉孔道走向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运行控制装置，包括：

提供支撑作用的收绳杆；

第一滑轮，固定在所述收绳杆的中部；

电机，固定在所述收绳杆的顶端；

第二滑轮，通过万向联轴器固定在所述收绳杆上所述电机的对端；

拉绳的一端连接所述运行装置，所述拉绳的另一端绕过所述第一滑轮后绕在所述第二

滑轮上，以便所述电机通过所述万向联轴器带动所述第二滑轮转动，将所述拉绳缠绕在所

述第二滑轮上，通过所述拉绳转动所述第一滑轮，拉动所述运行装置运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张拉孔道走向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装置，包括主控

单元、加速度测量单元以及角度测量单元；所述运行参数，包括所述运行装置的加速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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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述运行装置的角度数据；

所述主控单元，分别与所述加速度测量单元以及所述角度测量单元连接，用于向所述

加速度测量单元以及所述角度测量单元发送测量命令；

所述加速度测量单元，用于根据接收到的所述测量命令，实时采集所述运行装置的加

速度数据，并将所述加速度数据发送给所述主控单元；

所述角度测量单元，用于根据接收到的所述测量命令，实时采集所述运行装置的角度

数据，并将所述角度数据发送给所述主控单元；

所述主控单元，还用于接收所述加速度数据以及所述角度数据，并根据所述加速度数

据以及所述角度数据进行运算处理，获得坐标信息。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张拉孔道走向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装置，还包括：电

池单元、存储单元以及测量模式选择单元；

所述电池单元分别连接所述主控单元、所述加速度测量单元以及所述角度测量单元，

用于为所述主控单元、所述加速度测量单元以及所述角度测量单元供电；

所述存储单元，用于接收并存储所述主控单元发送的坐标信息；

所述测量模式选择单元，用于提供张拉孔道测试的对应的模式，所述模式包括竖弯孔

道模式和平弯孔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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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拉孔道走向测量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钢筋混凝土箱梁建造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张拉孔道走向测量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箱梁是高速铁路中常用的一种梁，纵向预应力钢绞线穿过施工

时预埋的单壁塑料波纹管成型的纵向钢束孔道，进行张拉、封锚以及灌浆等工艺，完成箱梁

施工过程。而钢绞线的张拉值、伸长量等参数是影响箱梁质量的主控项目之一，这些参数的

确定与该箱梁的锚口损失及孔道摩阻损失关系密切，而在摩阻损失测试中，孔道的转角是

重要参数，因此建立张拉孔道模型时需要首先获得孔道的角度。现有技术中张拉力大小按

照图纸转角计算，但实际箱梁施工可能会造成转角与设计图纸存在误差，导致张拉力计算

不准确。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张拉孔道走向测量系统，以解决现有技术中

孔道的张拉力大小按照图纸转角计算，容易造成张拉力计算偏差较大的问题。

[0004] 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张拉孔道走向测量系统，包括：运行装置、测

量装置和运行控制装置；

[0005] 所述运行装置，用于在张拉孔道的内壁上运行；

[0006] 所述测量装置，安装在所述运行装置上，用于当所述运行装置在张拉孔道中运行

时实时测量所述运行装置的运行参数，并根据所述运行参数建立张拉孔道走向模型；

[0007] 所述运行控制装置，与所述运行装置连接，用于牵引所述运行装置运行。

[0008]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运行装置包括车板、多个支架、多个丝杠、多个车轮、多个车轴

以及拉环，其中，所述多个支架、所述多个丝杠、所述多个车轮以及所述多个车轴的数量均

相同；

[0009] 所述车板，用于承载并固定所述测量装置；

[0010] 所述多个支架固定在所述车板周围，所述多个支架上均设置支架连接接口；

[0011] 所述多个车轴的一端设置车轴连接接口，另一端穿过对应的车轮，用于支撑对应

的车轮；

[0012] 所述多个丝杠的一端与对应的支架的支架连接接口连接，另一端与对应的车轴的

车轴连接接口连接，用于调节连接的支架和车轴之间的距离，使对应的车轮紧贴所述张拉

孔道的内壁；

[0013] 所述拉环设置在所述车板前端，用于连接所述运行控制装置。

[0014] 在一实施例中，每个车轴为U型车轴；多个U型车轴分别穿过对应的车轮并将对应

的车轮固定在U型车轴的U弯处；

[0015] 每个丝杠为螺纹丝杠，每个支架连接接口内设置对应螺纹，每个车轴连接接口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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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对应螺纹。

[0016]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运行装置还包括：与车轴数量相同的轴承；

[0017] 每个轴承设置在对应的车轴上，使每个车轮分别通过对应的轴承固定在对应的U

型车轴外侧，支撑对应的车轮转动。

[0018]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运行控制装置，包括：

[0019] 提供支撑作用的收绳杆；

[0020] 第一滑轮，固定在所述收绳杆的中部；

[0021] 电机，固定在所述收绳杆的顶端；

[0022] 第二滑轮，通过万向联轴器固定在所述收绳杆上所述电机的对端；

[0023] 拉绳的一端连接所述运行装置，所述拉绳的另一端绕过所述第一滑轮后绕在所述

第二滑轮上，以便所述电机通过所述万向联轴器带动所述第二滑轮转动，将所述拉绳缠绕

在所述第二滑轮上，通过所述拉绳转动所述第一滑轮，拉动所述运行装置运动。

[0024]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测量装置，包括主控单元、加速度测量单元以及角度测量单

元；所述运行参数，包括所述运行装置的加速度数据和所述运行装置的角度数据；

[0025] 所述主控单元，分别与所述加速度测量单元以及所述角度测量单元连接，用于向

所述加速度测量单元以及所述角度测量单元发送测量命令；

[0026] 所述加速度测量单元，用于根据接收到的所述测量命令，实时采集所述运行装置

的加速度数据，并将所述加速度数据发送给所述主控单元；

[0027] 所述角度测量单元，用于根据接收到的所述测量命令，实时采集所述运行装置的

角度数据，并将所述角度数据发送给所述主控单元；

[0028] 所述主控单元，还用于接收所述加速度数据以及所述角度数据，并将所述加速度

数据以及所述角度数据进行运算处理。

[0029] 在一实施例中，在对张拉孔道走向进行测量时，建立空间直角坐标系和测量装置

坐标系，并通过测量的所述运行装置的运行参数进行测量装置坐标系至空间直角坐标系的

转换，并根据坐标系统转换后的运行参数建立张拉孔道走向模型。

[0030]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测量装置，还包括：电池单元、测量模式选择单元以及存储单

元；

[0031] 所述电池单元分别连接所述主控单元、所述加速度测量单元以及所述角度测量单

元，用于为所述主控单元、所述加速度测量单元以及所述角度测量单元供电；

[0032] 所述测量模式选择单元，用于提供张拉孔道测试的对应的模式，所述模式包括竖

弯孔道模式和平弯孔道模式；

[0033] 所述存储单元，用于接收并存储所述主控单元发送的坐标信息。

[0034] 本发明实施例与现有技术相比存在的有益效果是：通过设置运行装置，用于在张

拉孔道的内壁上运行；所述测量装置，安装在所述运行装置上，用于当所述运行装置在张拉

孔道中运行时实时测量所述运行装置的运行参数，并根据所述运行参数建立张拉孔道走向

模型；所述运行控制装置，与所述运行装置连接，用于牵引所述运行装置运行。从而可以实

时测量运行装置的运行参数，根据运行参数建立张拉孔道走向模型，可以测得孔道实际转

角，避免按图纸转角计算造成张拉力不准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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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有技术描述

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

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

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36]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张拉孔道走向测量系统的示意图；

[0037]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运行装置的示意图；

[0038]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运行控制装置的示意图；

[0039]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测量装置的示例图；

[0040]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张拉孔道走向测量系统的电路示意图；

[0041]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张拉孔道走向测量的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42]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平弯孔道测量模式下加速度分解示意图；

[0043] 图8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平弯走向局部测量示意图；

[0044] 图9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竖弯走向局部测量示意图；

[0045] 图10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运行装置发生旋转运行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以下描述中，为了说明而不是为了限定，提出了诸如特定系统结构、技术之类的具

体细节，以便透彻理解本发明实施例。然而，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清楚，在没有这些具体

细节的其它实施例中也可以实现本发明。在其它情况中，省略对众所周知的系统、装置、电

路以及方法的详细说明，以免不必要的细节妨碍本发明的描述。

[0047] 为了说明本发明所述的技术方案，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来进行说明。

[004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张拉孔道走向测量系统的示意图，详述如下。

[0049] 所述张拉孔道走向测量系统，可以包括：运行装置1、测量装置2和运行控制装置3。

[0050] 所述运行装置1，用于在张拉孔道的内壁上运行；

[0051] 所述测量装置2，安装在所述运行装置1上，用于当所述运行装置1在张拉孔道中运

行时实时测量所述运行装置1的运行参数，并根据所述运行参数建立张拉孔道走向模型；

[0052] 所述运行控制装置3，与所述运行装置1连接，用于牵引所述运行装置1运行。

[0053] 上述张拉孔道走向测量系统，通过设置在运行装置上的测量装置，可以随着运行

装置的运行实时测量运行参数，并根据运行参数建立张拉孔道走向模型，与现有技术中孔

道的转角通常是按设计图纸计算相比，本实施例可以通过运行装置实际检测张拉孔道的参

数，使得建立准确的张拉孔道模型。

[0054] 可选的，不同箱梁内部的张拉孔道直径有所不同，使得运行装置1的尺寸也不同，

例如，不同张拉孔道直径不同时，设计的车板大小和/或车轮大小也不同，但运行装置1需紧

贴张拉孔道的内壁上运行。如图2所示，在某一箱梁内部的张拉孔道10内，所述运行装置1可

以包括车板11、多个支架15、多个丝杠16、多个车轮12、多个车轴13以及拉环14，其中，所述

多个支架15、所述多个丝杠16、所述多个车轮12以及所述多个车轴13的数量均相同。

[0055] 所述车板11，用于承载并固定所述测量装置2，以便测量装置2可以随着运行装置1

的运行而运行，可以测量不同的运行位置的运行参数。图2中还包括螺丝15；可选的，所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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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11通过螺丝15固定所述测量装置2。

[0056] 可选的，测量装置2可以设置在车板11前端面的中心位置处，方便后续的根据测量

装置测量的运行参数进行计算。可选的，可以在车板11的前端面的中心位置处设置一个凹

槽，将测量装置2置于凹槽内，以固定测量装置2。

[0057] 所述多个支架15固定在所述车板11周围，所述多个支架15上均设置支架连接接

口；

[0058] 所述多个车轴13的一端设置车轴连接接口，另一端穿过对应的车轮12，用于支撑

对应的车轮12；

[0059] 所述多个丝杠16的一端与对应的支架15的支架连接接口连接，另一端与对应的车

轴13的车轴连接接口连接，用于调节连接的支架15和车轴13之间的距离，使对应的车轮12

紧贴所述张拉孔道的内壁；

[0060] 可选的，支架、丝杠、车轮以及车轴均可以设置为四个，这样四个车轮通过四个支

架分别固定在所述车板11的上、下、左、右四个面，丝杠连接对应的支架以及车轴，车轮安装

在车轴上，通过旋转丝杠可以调节支架和车轴的距离，使得车轮可以紧贴所述张拉孔道的

内壁。可选的，车板11上面的车轮和车板11下面的车轮可以对称设计，车板11左面的车轮和

车板11右面的车轮可以对称设计。

[0061] 可选的，每个丝杠15为螺纹丝杠，每个支架16连接接口内设置对应螺纹，每个车轴

13连接接口内设置对应螺纹，以便于丝杠15与支架16和车轴13连接。

[0062] 所述拉环14设置在所述车板11前端，用于连接所述运行控制装置3。

[0063] 可选的，每个车轴13为U型车轴，多个U型车轴分别穿过对应的车轮并将对应的车

轮固定在U型车轴的U弯处。即四个U型车轴分别固定在所述车板11的上、下、左、右四个面

上。可选的，车板11上面的车轴和车板11下面的车轴可以对称设计，车板11左面的车轴和车

板11右面的车轴可以对称设计。

[0064] 可选的，所述运行装置1还包括：与车轴数量相同的轴承。每个轴承设置在对应的

车轴上，使每个车轮分别通过对应的轴承固定在对应的U型车轴上，支撑对应的车轮转动。

可选的，当车轮为四个时，轴承也设置为四个。

[0065] 可选的，如图3所示，所述运行控制装置3，可以包括：收绳杆31、第一滑轮32、电机

33、第二滑轮34、万向联轴器35以及拉绳36。

[0066] 提供支撑作用的收绳杆31；

[0067] 第一滑轮32，固定在所述收绳杆31的中部；

[0068] 电机33，固定在所述收绳杆31的顶端；

[0069] 第二滑轮34，通过万向联轴器35固定在所述收绳杆31上所述电机33的对端；

[0070] 拉绳36的一端连接所述运行装置1，所述拉绳36的另一端绕过所述第一滑轮32后

绕在所述第二滑轮34上，以便所述电机33通过所述万向联轴器35带动所述第二滑轮34转

动，将所述拉绳36缠绕在所述第二滑轮34上，通过所述拉绳36转动所述第一滑轮32，拉动所

述运行装置1运动。可选的，拉绳36的一端通过所述拉环14连接所述运行装置1。

[0071] 可选的，如图3所示，所述收绳杆31中心设置通孔；通孔可以为长方形，通孔的长度

可以根据需求进行设定，例如通孔的长度为大于或等于收绳杆长度的2/3，以便调整第一滑

轮的高度，使得拉绳可以与运行装置1处于同一水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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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可选的，如图3所示，所述运行控制装置，还包括：第一轴承37、螺丝38、第一垫片

39、与所述螺丝相匹配的螺母310、辅助杆311、第二轴承312、减速器313以及第二垫片314；

[0073] 所述第一轴承37设置在所述第一滑轮32内，使所述第一滑轮32通过所述第一轴承

37套接在所述螺丝38上；

[0074] 所述螺丝38穿过所述通孔采用与所述螺丝相匹配的螺母310固定在所述收绳杆31

上，使所述运行装置1运行时，连接所述第一滑轮32与所述运行装置的拉绳36保持水平；

[0075] 所述第一垫片39设置在所述螺丝38与所述通孔之间，以增大螺丝与通孔之间的摩

擦力，使得第一滑轮固定得更稳固。

[0076] 所述辅助杆311一端连接所述收绳杆31，另一端设置在所述电机33下，用于固定所

述电机33；

[0077] 所述第二轴承312固定在所述收绳杆31的内部，所述第二轴承312内部的转轴连接

所述万向联轴器35的一端，所述万向联轴器35的另一端连接所述减速器313后与所述电机

33内的转轴连接；

[0078] 所述第二垫片314设置于所述第二轴承312与所述第二滑轮34之间，以增大第二轴

承与第二滑轮之间的摩擦力，使得第二滑轮固定得更稳固。

[0079] 可选的，通过图3所示的运行控制装置，可以控制运行装置的移动。

[0080] 可选的，如图4所示，所述测量装置2，包括主控单元21、加速度测量单元22以及角

度测量单元23；所述运行参数，包括所述运行装置的加速度数据和所述运行装置的角度数

据；

[0081] 所述主控单元21，分别与所述加速度测量单元22以及所述角度测量单元23连接，

用于向所述加速度测量单元22以及所述角度测量单元23发送测量命令；

[0082] 所述加速度测量单元22，用于根据接收到的所述测量命令，实时采集所述运行装

置1的加速度数据，并将所述加速度数据发送给所述主控单元21；可选的，所述加速度测量

单元22可以采集三轴加速度数据。

[0083] 所述角度测量单元23，用于根据接收到的所述测量命令，实时采集所述运行装置1

的角度数据，并将所述角度数据发送给所述主控单元21；可选的，所述角度测量单元23可以

采集三轴角度数据。

[0084] 所述主控单元21，还用于接收所述加速度数据以及所述角度数据，并根据所述加

速度数据以及所述角度数据进行运算处理。

[0085] 可选的，如图4所示，所述测量装置2，还包括：电池单元24、存储单元25以及测量模

式选择单元26；

[0086] 所述电池单元24分别连接所述主控单元21、所述加速度测量单元22以及所述角度

测量单元23，用于为所述主控单元21、所述加速度测量单元22以及所述角度测量单元23供

电；

[0087] 所述存储单元25，用于接收并存储所述主控单元发送的坐标信息。

[0088] 所述测量模式选择单元26，用于提供张拉孔道测试的对应的模式，所述模式包括

竖弯孔道模式和平弯孔道模式。即当需要进行竖弯孔道测量时，则可以选择竖弯孔道模式，

当需要进行平弯孔道测量时，则可以选择平弯孔道模式。

[0089] 可选的，所述测量装置2，还可以包括：复位单元，用于在运行装置每次运行之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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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装置进行复位，清除测量记录数据空间。

[0090] 可选的，主控单元21可以采用控制器，控制器可以为STM32F103C8T6，加速度测量

单元22以及角度测量单元23可以采用高度集成芯片MPU6050。电池单元24包括供电子单元

和电压转换子单元，供电子单元采用可以提供5V电压的电池P1，电压转化子单元采用

RT9193—33，经过RT9193—33后将5V电压变为3.3v为整个电路供电。如图5所示张拉孔道走

向测试系统的电路示意图。电池P1可以选择Header  6，电池P1的VCC引脚连接RT9193—33的

电压输入引脚VIN，电池P1的GND引脚连接RT9193—33的GND引脚后接地，接RT9193—33的BP

引脚串接电容C4后接地，电池P1的VCC引脚和GND引脚之间并联电容C3，RT9193—33的EN引

脚串接开关按键KEY1后连接RT9193—33的电压输出VOUT引脚后分别连接电容C1的一端、电

容C2的一端以及电阻R1的一端，电容C1的另一端、电容C2的另一端接地，电阻R1的另一端串

接LED灯后接地。电容C2与RT9193—33的VOUT引脚的连接点为电压输出端。可选的，当开关

按键KEY1按下后，供电子单元和电压转换子单元连通，输出3.3V的电压，此时LED灯亮。

[0091] 可选的，如图5所示，将MPU6050的SDA引脚与SCL引脚分别与STM32F103C8T6的PA1

引脚与PA2引脚连接，VDD引脚均连接3 .3V，VSS引脚均接地；TF卡座的DATA3引脚接入

STM32F103C8T6的PA4引脚，TF卡座的CMD引脚接入引脚，TF卡座的CLK引脚接入

STM32F103C8T6的PA5引脚，TF卡座的DATA0引脚接入STM32F103C8T6的PA6引脚。

[0092] 另外，MPU6050的SCL引脚与STM32F103C8T6的PA2引脚连接之间串联电阻R3，

MPU6050的SCL引脚还连接电阻R9后接入3.3V电压。MPU6050的SDA引脚与STM32F103C8T6的

PA1引脚连接之间还串联电阻R5，MPU6050的SDA引脚还连接电阻R10后接入3.3V电压。

MPU6050的INT引脚串接电阻R6后连接电池P1的2脚。MPU6050的CLKIN引脚连接MPU6050的

FSYNC引脚后接地。MPU6050的AD0引脚分别连接电阻R7的一端和电阻R8的一端，电阻R7的另

一端接地，电阻R8的另一端连接电池P1的1脚。MPU6050的VLOGIC引脚连接MPU6050的VDD引

脚后分别连接电容C5的一端以及3.3V电压，电容C5的另一端接地。MPU6050的REGOUT引脚串

接电容C7后接地，MPU6050的CPOUT引脚串接电容C6后接地。

[0093] STM32F103C8T6的PDI‑OSC_IN引脚分别连接晶振Y1的一端和电容C10的一端后接

地，Y1的另一端连接STM32F103C8T6的PDI‑OSC_OUT引脚后串接电容C9后接地。

STM32F103C8T6的NRST引脚分别连接电容C8和复位按键SW1的并联电路后接地。

[0094] 张拉孔道走向测量系统的电路连接好后，就可以开启电池单元供电进行张拉孔道

走向的测试，运动装置在张拉孔道内壁行驶，测量装置进行实时测量，测量的运行参数经过

测量装置处理后，建立张拉孔道走向模型。在对张拉孔道走向进行测量时，建立空间直角坐

标系和测量装置坐标系，并通过测量的所述运行装置的运行参数进行测量装置坐标系至空

间直角坐标系的转换，并根据坐标系统转换后的运行参数建立张拉孔道走向模型。

[0095] 可选的，如图6所示，所述张拉孔道走向测量的方法可以包括：

[0096] 步骤601，当电源开启，测量模式选择后，设置在张拉孔道前端的所述运行控制装

置通过拉绳控制所述运行装置驶入张拉孔道并在所述张拉孔道的内壁上运动，同时设置在

所述运行装置上的所述测量装置实时测量所述运行装置的运行参数。

[0097] 可选的，在电源开启之前，先将运行控制装置放置于张拉孔道前端的人工操作平

台上，然后调整平台高度，使运行控制装置置于合理位置，且稳固放置。然后将运行控制装

置中的拉绳的一端捆绑在一根穿过穿束机的钢绞线上，穿束机将捆绑有拉绳的钢绞线送至

说　明　书 6/10 页

12

CN 111220537 B

12



孔道待测端，解下拉绳，由穿束机抽出钢绞线，使拉绳贯穿整个待测孔道。将拉绳固定在运

行装置上的拉环上，将运行装置放于张拉孔道的待测段端口处。将拉绳的另一端绕过第一

滑轮后缠绕在第二滑轮上，且调整第一滑轮的位置，保持拉绳水平，然后用螺母将其固定，

准备工作完成。

[0098] 可选的，本实施例中可以包括竖弯孔道模式和平弯孔道模式。因此当进行竖弯孔

道的测量时，打开电源后，选择竖弯孔道模式；当进行平弯孔道的测量时，打开电源后，选择

平弯孔道模式。然后打开电机开关，运行装置由拉绳牵引缓慢行驶进张拉孔道中，运行装置

上的测量装置实时采集加速度数据和角度数据。

[0099] 步骤602，在对张拉孔道走向进行测量时，建立空间直角坐标系和测量装置坐标

系，并通过测量的所述运行装置的运行参数进行测量装置坐标系至空间直角坐标系的转

换，并根据坐标系统转换后的运行参数建立张拉孔道走向模型。

[0100] 可选的，本步骤可以包括：加速度转换计算、速度计算、坐标计算；

[0101] 根据所述运行参数中的加速度数据，借助所述角度数据，将所述加速度数据转换

为空间直角坐标系下的合加速度数据；根据所述合加速度数据，计算获得运行装置的速度

数据；根据所述合加速度数据以及所述速度数据，计算获得运行装置在空间直角坐标系下

的坐标信息。

[0102] 根据所述坐标信息，建立张拉孔道走向模型。

[0103] 可选的，根据运行参数建立张拉孔道走向模型时可以由测量装置执行，也可以将

运行参数导入电脑中，在计算机上根据运行参数建立张拉孔道走向模型。

[0104] 可选的，规定起始点为张拉孔道的孔道口，以道口圆心处为坐标原点即起始点，以

X、Y、Z轴组成空间直角坐标系。测量装置每隔预设时间采集一次三轴加速度和三轴角度数

据，预设时间可以为10ms、15ms等，在本实施例中不限定预设时间的取值。依据加速度数据，

判别运动起始和结束，计算每时刻的速度，结合三轴角度数据，计算每时刻距起始点的距

离，构成整个孔道的距离数据组，从而建立起张拉孔孔道走向模型。

[0105] 可选的，开始记录时，拉动运行装置，当运行装置的X1轴加速度大于第一阈值时作

为开始记录的信号；运行装置Z1轴的加速度小于第二阈值时则停止记录。第一阈值和第二

阈值可以根据经验设定，在本申请中不限定第一阈值和第二阈值的取值。

[0106] 在平弯孔道测量时，以张拉孔道的孔道口圆心处为坐标原点建立竖直坐标系，以

X、Y轴组成的水平平面为参考面，其中，水平方向为X轴，竖直方向为Y轴，所测角度为Z轴角

度，原点处的坐标为(0，0)。如图7所示平弯孔道测量模式下加速度分解示意图(以第e个Δt

内的加速度为例)和图8所示的平弯走向局部测量图。在图7中，Z轴角度为φpe，需要说明的

是，当运行装置在张拉孔道内运行时，运行装置可能会发生绕X轴的旋转，如图10所示运行

装置发生旋转运行的示意图，此时X轴就会产生旋转因子γp，当运行装置在运行过程中不

发生旋转时，则旋转因子为0，因此空间直角坐标系中水平方向的加速度为：Axpe＝axpecos

φpe‑(aypesinγpe+azpecosγpe)sinφpe，空间直角坐标系中竖直方向的加速度为：Aype＝

axpesinφpe+(aypesinγpe+azpecosγpe)cosφpe。在图8中，将每一点可以分解为水平距离和竖

直距离，水平距离和竖直距离构成此点的坐标信息，具体参考以下描述。

[0107] 在第一个Δt后，测得X、Y轴加速度以及X、Z轴角度可以表示为(axp1 ,ayp1 ,γp1 ,

φp1)；经过第二个Δt后，测得X、Y轴加速度以及X、Z轴角度为(axp2,ayp2,γp2,φp2)；经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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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个Δt后，测得X、Y轴加速度以及X、Z轴角度为(axpm‑1,aypm‑1,γpm‑1,φpm‑1)；经过第m个Δt

后，运行装置驶出孔道，测得X、Y轴加速度以及X、Z轴角度为(axpm,aypm,γpm,φpm)。由于测量

装置测量的数据均以自身坐标系为参考，因此需要进行坐标系的转换，转换为规定X、Y、Z轴

组成空间直角坐标系。

[0108] 需要说明的是，角度为与初始时刻测量装置的角度相比每个Δt内角度的变化量。

则空间直角坐标系中水平方向的加速度为：

[0109] Axp1＝axp1cosφp1‑(ayp1sinγp1+azp1cosγp1)sinφp1，

[0110] Axp2＝axp2cosφp1‑(ayp2sinγp2+azp2cosγp2)sinφp2……

[0111] Axpm‑1＝axpm‑1cosφpm‑1‑(aypm‑1sinγpm‑1+azpm‑1cosγpm‑1)sinφpm‑1，

[0112] Axpm＝axpmcosφpm‑(aypmsinγpm+azpmcosγpm)sinφpm。

[0113] 则运行装置的水平行进距离分别为

其中，

[0114] 同理，空间直角坐标系中竖直方向的加速度为：

[0115] Ayp1＝axp1sinφp1+(ayp1sinγp1+azp1cosγp1)cosφp1，

[0116] Ayp2＝axp2sinφp2+(ayp2sinγp2+azp2cosγp2)cosφp2……

[0117] Aypm‑1＝axpm‑1sinφpm‑1+(aypm‑1sinγpm‑1+azpm‑1cosγpm‑1)cosφpm‑1，

[0118] Aypm＝axpmsinφpm+(aypmsinγpm+azpmcosγpm)cosφpm。

[0119] 则运行装置的竖直行进距离分别为

其中，

[0120] 则运行装置在m时刻定位的坐标为：(Xm,Ym)。其中，计算公式分别为：

[0121] Xm＝Δxp1+Δxp2+Δxp3+...+Δxpm，Ym＝Δyp1+Δyp2+Δyp3+...+Δypm。

[0122] 在竖弯孔道测量时，以张拉孔道的孔道口圆心处为坐标原点建立竖直坐标系，以

X、Z轴组成的竖直平面为参考面，其中，水平方向为X轴，竖直方向为Z轴，所测角度为Y轴角

度，原点处的坐标为(0,0)。同理，当运行装置在张拉孔道内运行时，运行装置可能会发生绕

X轴的旋转，如图10所示运行装置发生旋转运行的示意图，此时X轴就会产生旋转因子γ，当

运行装置在运行过程中不发生旋转时，则旋转因子为0，因此如图9所示竖弯走向局部测量

示意图，竖弯孔道测量模式下加速度分解与平弯孔道测量模式下加速度分解方式相同，在

此不再一一赘述。

[0123] 在第一个Δt后，测得X、Z轴加速度以及X、Y轴角度可以表示为(ax1,az1,γ1,θ1)；经

过第二个Δt后，测得X、Z轴加速度以及X、Y轴角度为(ax2,az2,γ2,θ2)；经过第m‑1个Δt后，

测得X、Z轴加速度以及X、Y轴角度为(axm‑1,azm‑1,γm‑1,θm‑1)；经过第m个Δt后，运行装置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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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道，测得X、Z轴加速度以及X、Y轴角度为(axm,azm,γm,θm)。由于测量装置测量的数据均以

自身坐标系为参考，因此需要进行坐标系的转换，转换为规定X、Y、Z轴组成空间直角坐标

系。

[0124] 需要说明的是，角度为与初始时刻测量装置的角度相比，每个Δt内角度的变化

量。则空间直角坐标系中水平方向的加速度为：

[0125] Ax1＝ax1cosθ1+(ay1sinγ1+az1cosγ1)sinθ1，

[0126] Ax2＝ax2cosθ2+(ay2sinγ2+az2cosγ2)sinθ2……

[0127] Axm‑1＝axm‑1cosθm‑1+(aym‑1sinγm‑1+azm‑1cosγm‑1)sinθm‑1，

[0128] Axm＝axmcosθm+(aymsinγm+azmcosγm)sinθm。

[0129] 根据水平方向的加速度，可以计算水平方向的距离：

[0130] 其中 ，

[0131] 同理，空间直角坐标系中竖直方向的加速度为：

[0132] Az1＝ax1sinθ1‑(ay1sinλ1+az1cosγ1)cosθ1，

[0133] Az2＝ax2sinθ2‑(ay2sinλ2+az2cosγ2)cosθ2，……

[0134] Azm‑1＝axm‑1sinθm‑1‑(aym‑1sinλm‑1+azm‑1cosγm‑1)cosθm‑1，

[0135] Azm＝axmsinθm‑(aymsinλm+azmcosγm)cosθm。

[0136] 根据竖直方向的加速度，可以计算竖直方向的距离：

[0137] 其中，

[0138] 则运行装置在m时刻定位的坐标为：(Xm,Zm)。其中，计算公式分别为：Xm＝Δx1+Δx2
+Δx3+...+Δxm，Zm＝Δz1+Δz2+Δz3+...+Δzm。

[0139] 需要说明的是，所有通过MPU6050得到的三轴加速度均为重力加速度g的倍数，例

如，测出来加速度可以为“0.1235g”，故此所计算的距离结果中均包含重力加速度g。

[0140] 根据计算获得的坐标建立张拉孔道走向模型。

[0141] 上述张拉孔道走向测量系统，通过设置在运行装置上的测量装置，可以随着运行

装置的运行实时测量运行参数，并根据运行参数建立张拉孔道走向模型，与现有技术中孔

道的转角通常是按设计图纸计算相比，本实施例可以通过运行装置实际检测张拉孔道的参

数，使得建立准确的张拉孔道模型，可以测得孔道实际转角，避免按图纸转角计算造成张拉

力不准确的问题。

[0142] 应理解，上述实施例中各步骤的序号的大小并不意味着执行顺序的先后，各过程

的执行顺序应以其功能和内在逻辑确定，而不应对本发明实施例的实施过程构成任何限

定。

[0143]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

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

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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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均应

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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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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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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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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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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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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