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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智能型液压加载机，是为原位建筑结构试验

而开发的，具备体态小型化、加载能力大型化、加

载控制智能化的特点。本系统是由油压机械系统

和微处理控制器两部分组成。其中，机械部分包

括液压油箱1、伺服电机4、电磁换向阀14、高速开

关阀15、油缸12及位移20、力传感器21。首先由助

推泵将油注入油缸，方向控制阀来控制加载的方

向，位移、力传感器来监测一起的工作状态。后由

主加压泵即油泵变频电机与高速开关阀协同工

作，整个过程由微处理控制器协调控制；控制算

法方面采用PID算法和自适应模糊控制结合的方

法，这种简易、方便、可移植、易维护的控制系统，

克服了已有方法精度低、故障率高、工作压力较

低的缺陷，实现了液压加载的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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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发明主要是由液压油箱1、动力部分35、回油部分36、加载部分37和控制系统38五

部分组成，并设置有RS485通讯接口3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所述动力部分35，由助推泵20、伺服电机4、压力补偿变量柱塞

泵6组成，其中伺服电机4与压力补偿变量柱塞泵6通过联轴器5连接，并整体与助推泵20串

联；其特点在于，通过助推泵20提供初始供油，并确定液压油的流动方向；后随着回路压力

增大，伺服电机4与压力补偿变量柱塞泵6加入工作，通过改变伺服电机4的供电频率，就能

调节电动机的转速，从而调节压力补偿变量柱塞泵6的给进油压，调节油缸12的给进速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所述回油部分36，由高速开关阀16、比例减压阀17、回油过滤器

18组成，高速开关阀16与比例减压阀17串联并整体与回油过滤器18串联；其特点在于三者

协同工作，使得油缸12右侧的油，经减压流回液压油箱2；当力的输出超过设定值时，高速开

关阀16以每秒某设定频率迅速打开，卸掉一部分压力从而保护系统的安全运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所述加载部分37，由油缸12、位移传感器21、力传感器22、压力表

10和电磁换向阀14组成，其特点是加载方向由电磁换向阀控制14，调节液压油流向油缸12

的不同腔内，调节油缸推杆的走向；位移传感器21与力传感器22分别装在推杆的两端，可将

测量到的数据返回处理器，实现加载反馈和下一步计算。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所述控制系统38，所采用的算法，其特点是由PID算法与自适应

模糊控制结合的控制算法结合而成，可以根据压力继电器13、位移传感器21、力传感器22反

馈来的数据变化，动态地自适应调整加载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所述系统控制器30设有RS485通讯接口34，其特点是可以多台组

网连接到上位机上，在上位机传输的数据和指令下工作；有多台加载急同时工作时，上位机

可以给每台加载机输入不同参数，同时加载机的输出数据也可以上传上位机，通过上位机

可以监控每台加载机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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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型液压加载试验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一种采用嵌入式微处理系统控制变频调速电机，自动完成预定加载动作

的液压加载系统，可用于大吨位土木工程试验，属于自动化控制和液压控制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工程领域在进行建筑结构损伤机理和倒塌机制的研究时，会对高烈度区典型

建筑进行力学加载实验，以观察结构损伤发展和内力重分布，在此基础上初步判断结构的

薄弱环节和潜在的破坏模式。这就要求加载控制设备具有高精度、全自动、体态小、加载能

力大、加载控制智能化的特点，并根据建筑试验技术规范要求具备位移控制、力控制或者混

合控制等功能。

[0003] 目前已有的设备中，常用的是电液伺服式全自动加载装置。这种装置采用稳压油

源，一般可以提供21Mpa-28MPa的压力，液压缸由伺服阀进行控制，从而完成拉压动作，通常

采用PID控制方法，结合高精度的传感器，完成动作的精度较高。但是这种加载设备比较昂

贵，维护条件较高，还需要敷设硬管油路，而且稳压油源功率很大，这就使得加载装置难以

自由移动，很难满足原位加载试验的要求。

[0004] 传统的智能型液压加载试验机，是依靠液压油推动油缸产生推或拉的力，根据实

际需要，在物体形变到一定形状时，可以保持一定的作用力。但是液压油不能贮存能量，一

般保压的方法是采用压缩空气蓄能器、皮囊贮油蓄能器，或采用频繁启动电机的方法。这些

方法系统复杂，控制精度低，故障率高，而且工作压力受到蓄能器限制不能过高。为了解决

技术上的难点，本发明采用嵌入式微处理系统，控制变频调速电机的技术路线，其工作压力

与力的输出都有显著提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对现有的加载机和加载控制系统做了较大改进，旨在克服电液伺服式全自

动加载装置不方便移动、维护成本高，压缩空气蓄能器保压系统复杂、精度低的缺点，能更

广泛的适用于工程抗震试验领域。

[0006] 本发明的智能液压加载系统由液压油箱1、液位计2、空气过滤器3、伺服电机4、联

轴器5、压力补偿变量柱塞泵6、单向阀7、电磁溢流阀8、压力表开关9、压力表10、双液控单向

阀11、油缸12、压力继电器13、电磁换向阀14、电磁换向阀15、高速开关阀16、比例减压阀17、

回油过滤器18、放油塞19、助推泵20、位移传感器21、力传感器22组成。

[0007]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可以将液压油箱1、液位计2、空气过滤器3、回油过滤器18和放油塞19视为一个整体，液

压油箱1用来存放液压油，液位计2可以显示油量，空气过滤器3、回油过滤器18可以过滤杂

质，防止液压油污染，放油塞19用来释放油箱中的液压油。液压油箱1与助推泵20、伺服电机

4相连，智能液压加载系统启动时，首先关闭高速开关阀16，打开电磁换向阀14，助推泵20首

先运行，控制液压油的流向，对油缸12注油。电磁换向阀14和双液控单向阀11连接在油缸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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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伺服电机4之间，当电磁换向阀14切换通道时，液压油会流入油缸12不同的腔内，从而控

制加载的方向，并且本系统采用伺服电机4控制油压的方法对油缸12位移或力的输出进行

控制，通过改变伺服电机4的供电频率，就能调节电动机的转速，从而调节压力补偿变量柱

塞泵6的给进油压，达到调节油缸12的给进速度的目的。此系统中可以将油缸12，力传感器

22和位移传感器21视为一个整体，传感器收集到的数据传回电脑计算，并反馈给控制器控

制下一步的加载。卸载时，高压液压油通过高速开关阀16、比例减压阀17，液压降低到安全

范围内，输送回液压油箱1。

[0008] 图2说明了控制器30与加载装置的连接及功能关系，来自加载部分传感器的信号

（位移反馈、负荷反馈、油压监测、油温监测）经过A/D转化传入51单片机31，经过处理计算

后，通过D/A转化发送到伺服电机4和电磁换向阀14，控制装置进行加载。同时配备有LCD显

示器32，键盘33等硬件，方便人员操作。外部信号主要是指网络信号，本系统设有RS485通迅

接口30，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多机控制。

[0009] 上述控制系统38所采用的算法，其特点是结合PID算法和自适应模糊控制结合的

控制算法的优点，使其兼具模糊控制适应性强，PID控制精度高的特点。根据压力继电器13、

位移传感器21、力传感器22反馈来的数据变化，动态地自适应调整加载装置，完成各类加载

任务。另外在实际工程中，可能需要同时进行多个位置和方向的加载，在控制器上设置有通

讯网口，从而可以通过一台电脑23同时控制多个加载装置，满足各类加载方案。

[0010] 这个控制过程是将整个过程分为若干个步骤，每一步的控制是根据设定输出力的

大小和从ADC反馈来的数据，先模糊计算出这一步所需要的DAC中的增量。在微处理中，我们

根据设定值和经验数据预设了一个增量,对这个增量进行比较。力的设置越大，或者油缸12

在推或拉过程中的负荷越大，要完成这一步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DAC中的增量就越大，反

之就越小。如果在每一步中所增加或减少的DAC中的增量是不同，那么就可以让电机在整个

控制过程中根据需要输出不同的给进速度。

[0011] 电机在刚起步时，给进速度很快，但力的输出并不大。在到达一定值时电机的给进

不能再增加，反而要减少。因为，其一电机转动本身有惯性作用;其二油缸12中的油压己经

建立，在到达一定值时也会对油泵产反作用力。因此，此时要让电机的转数降下来，慢慢去

接近力的设定值。在到达力的设定值后，电机的转数将保持恒定，油缸12输出的力也将保持

恒定。如果由于环境因素或工件形变导致力的输出改变，控制器30将对DAC增量进行加、减，

以保持力的输出恒定。

[0012] 上述动力部分35由助推泵20、伺服电机4、压力补偿变量柱塞泵6组成，其中伺服电

机4与压力补偿变量柱塞泵6通过联轴器5连接。其特点在于，通过助推泵20提供初始供油，

并确定液压油的流动方向。后随着回路压力增大，伺服电机4与压力补偿变量柱塞泵6加入

工作，通过改变伺服电机4的供电频率，就能调节电动机的转速，从而调节压力补偿变量柱

塞泵6的给进油压，达到调节油缸12的给进速度的目的。

[0013] 上述回油部分36由高速开关阀16、比例减压阀17、回油过滤器18组成，其特点在于

三者协同工作，使得油缸12右侧的油，经减压流回液压油箱2。此外，当力的输出超过设定值

时，高速开关阀16以每秒20次频率迅速打开，卸掉一部分压力从而保护系统的安全运行。

[0014] 上述加载部分37由油缸12、位移传感器21、力传感器22、压力表10和电磁换向阀14

组成，其特点是加载方向由电磁换向阀14控制，调节液压油流向油缸12的不同腔内，进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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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油缸推杆的走向。传感器可将数据返回处理器，实现反馈和下一步计算。

[0015] 上述系统控制器30设有RS485通迅接口34，其特点是可以多台组网连接到电脑23

上，在电脑23传输的数据和指令下工作。当要推举超大型物体时，需要多台加载机26工作，

而每台加载机26的加载负荷会有不同，上位机可以给每台加载机26输入不同参数，同时加

载机26的输出数据也可以上传上位机，这样上位机可以监控每台加载机的工作状态。

[0016] 本系统的创新之处在于采用伺服电机4控制油路压力的技术方案，并利用模糊控

制与PID控制结合对加载机26进行控制，同时可以联网控制多机加载。本发明具有高精度、

全自动、维护要求低、方便移动、多机同时加载的特点可以适应大型钢结构的卸载、楼房的

整体平移、大型重物的提升、大型结构试验等等诸多领域，应用范围广阔。

附图说明

[0017] 图1：机械结构图。

[0018] 图2：控制系统图。

[0019] 图3：单轴加载示意图

图4：多轴加载示意图

图中：1-液压油箱；2-液位计；3-空气过滤器；4-伺服电机；5-联轴器；6-压力补偿变量

柱塞泵；7-单向阀；8-电磁溢流阀；9-压力表开关；10-压力表；11-双液控单向阀；12-油缸；

13-压力继电器；14-电磁换向阀；15-电磁换向阀；16-高速开关阀；17-比例减压阀；18-回油

过滤器；19-放油塞；20-助推泵；21-位移传感器；22-力传感器；23-电脑；24-加载对象；25-

网线；26-加载机；27-油管；28-网络分线器；29-加载对象；30-控制器；31-51单片机；32-显

示器；33-键盘；34-RS485通讯接口；35-动力部分；36-回油部分；37-加载部分；38-控制系

统。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图2：加载机微处理控制器的原理框图：

力、位移、油压等信息从外部传感器收集，经A/D转化发送给单片机，单片机计算出下一

步的加载方案，再经过D/A转换，发送给伺服电机4，助推泵20，电磁换向阀15和快速开关阀

16，加载机26进行下一步加载动作。同时在机器上开设RS485通讯接口34，使得一台电脑23

可以同时控制多台加载装置加载。

[0021] 实施例1：

图3中：将电脑23与加载机26相连，加载机26与油缸12通过油管17相连，将油缸12的推

杆一端与加载对象24（一榀框架）的上部连接，对加载对象24上部进行加载。具体工作流程

如下：设置好加载机26的运行参数，启动加载机26。

[0022] 此时油缸12两端的压力为零,活塞处于静止状态，尚未对加载对象24加载。助推泵

20运行初期，其最大流量为  2.2L/min，最大压力2Mpa，对油缸12注油，同单向阀7和电磁换

向阀14共同控制油的流动方向，压力继电器13可以感应回路中的液压。当压力达到限值后，

主加压泵（压力补偿变量柱赛6）开始工作，伺服电机4启动工作，为回路提供较大的压力。启

动初期，回路压力较，压力补偿变量柱塞泵6的工作频率低,转速慢；之后回路压力逐渐增

大，当回路压力超过限值时，开始为回路加压。加压油缸12的活塞移位到指定位置或负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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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达到预定值。如果此时选择的电磁换向阀14是推,那么液压力油经推阀注入油缸12后油

腔内,后油腔压力逐渐增高使活塞向右侧移动,  油缸12右侧的油,经另一关闭的方向控制

阀的回油口,流回油缸12。油缸12上的位移传感器21、力传感器22测量出位移和力的数据传

至微处理器，经过计算控制伺服电机4(主油泵)的转数从而控制油缸12位移和力的输出，使

油泵和油缸12之间形成闭环的控制回路。

[0023] 完成对加载对象14的精确加载。

[0024] 加载范例2：

同图3所示，电脑23通过数据线与加载机26相连，加载机26通过油管27向千斤顶（油缸

12）供油，千斤顶的推或拉直接作用在加载对象29上，与图4不同的是，如果需要同时多个加

载，则添加一个网络分线器28，将上位机与多台加载机相连，同时控制两台加载机，按照各

自的加载方式施加在加载对象29实现多个加载任务的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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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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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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