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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力建设连接部件的耐

久性检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第一步，准备多个

实验舱，每个实验舱内均设置有温湿度控制器、

粉尘发生器、酸雨发生器和应力发生器，第二步，

准备实验，将多个用于风力发电的电力建设连接

部件分别放置在对应的实验舱内，对不同的实验

舱分别开启温湿度控制器、粉尘发生器、酸雨发

生器和应力发生器中的一种或多种，第三步，建

立参照数据，对每个实验舱中均设定一个标准环

境，标准的温湿度和粉尘含量，然后设定相同的

试验时间，第四步，进行检测试验，将待检测部件

放入八个实验舱中，该装置检测结构更加直观，

工作人员可以更加快速的判断该部件是否属于

合格的产品，能否满足工作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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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力建设连接部件的耐久性检测方法，实现连接部件在各种影响因素协同作用

下的耐久性检测，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准备多个实验舱，每个实验舱内均设置有包括温湿度控制器、粉尘发生器、酸雨

发生器和应力发生器，温湿度控制器控制实验仓的温度和湿度，粉尘发生器在实验仓中对

待测连接件产生粉尘环境，所述粉尘发生器包括粉尘罐和风扇，粉尘罐上设置有密封盖，密

封盖上设置有出尘管，该出尘管上设置有多个出尘口，多个出尘口分别在实验舱中的上中

下位置，风扇使得粉尘罐中的粉尘吹到实验舱内，酸雨发生器在实验仓中对待测连接件产

生酸雨环境，酸雨发生器包含搅拌器，应力发生器给予待测连接件施加运动应力；

所述实验舱内还设置有温湿度传感器和粉尘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和粉尘传感器的检

测探头均为多个，分别设置在实验舱内部的上中下位置，各传感器信号通过实验仓外设置

的显示设备对实验仓内粉尘、温度和湿度进行显示；

步骤2，准备实验，将相同的多个用于风力发电的标准电力建设连接部件分别放置在对

应的实验舱内，通过对不同的实验舱分别开启温湿度控制器、粉尘发生器、酸雨发生器和应

力发生器中的一种或多种，调节每个实验仓为不同的设定标准环境，具体的，该实验设置有

多个参照组，共八个实验舱同时进行实验，实验舱A中没有开启温湿度控制器、粉尘发生器、

酸雨发生器和应力发生器，七个实验舱B、C、D、E、F、G、H中均开启了应力发生器，其中实验舱

B、C、D中分别开启了温湿度控制器、粉尘控制器和酸雨控制器中的一种，其中实验舱E、F、G

中分别开启了温湿度控制器、粉尘控制器和酸雨控制器中的两种，实验舱H中同时开启了温

湿度控制器、粉尘控制器、酸雨发生器；

步骤3，建立参照数据，根据每个实验舱设定的标准环境，对标准连接部件设定相同的

试验时间，在相同的试验时间结束之后，检测和记录标准部件的数据，包括部件的重量、体

积、磨损位置的厚度和被腐蚀之后孔洞的密集度；

步骤4，进行检测试验，取相同的多个待检测部件，将每个待检测部件分别放入一个实

验舱中，执行步骤2和步骤3后，将检测数据与步骤3的参照数据比对，找出与标准部件的数

值差异，评判待检测部件的质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力建设连接部件的耐久性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粉尘罐内部的粉尘颗粒度小于0.1mm，且粉尘罐上的密封盖边缘处设置有密封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力建设连接部件的耐久性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温湿

度控制器包括空调、抽湿器和加湿器，空调对实验舱内部的温度进行控制，抽湿器使得实验

舱内部的湿度降低，加湿器提高实验舱内部的湿度，酸雨发生器包括雾化喷头和雨水罐，雾

化喷头和雨水罐之间设置有电磁阀，雾化喷头设置在实验舱的内壁上，应力发生器包括夹

持机构和驱动机构，夹持机构加持待检测部件后通过驱动机构传动运动应力。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电力建设连接部件的耐久性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酸雨发生器中的雨水罐上设置有酸碱度检测器和搅拌器，搅拌器均匀搅拌雨水罐中的水

分，通过设置的酸碱度检测器远传显示雨水罐中的酸碱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力建设连接部件的耐久性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实验

舱的外壁上设置有排风口和排气扇，排风口和排气扇之间设置有挡板，所述排气扇的外部

设置有收集袋，实验舱的外壁上设置有进气口，进气口设置有外置空气滤芯；进气口和外置

空气滤芯之间设置有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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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力建设连接部件的耐久性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实验舱的底部设置有水平倾角的引流槽，所述引流槽的最低端设置连接有集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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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力建设连接部件的耐久性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检测方法，具体为一种电力建设连接部件的耐久性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国内外各科研机构和企业技术人员对电力建设工程关键金属材料的耐久性进行

了一定范围和深度的研究，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东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上海电力学院

等机构和相关技术人员也在电力建设关键金属材料的受力分析、应力腐蚀、冲蚀、疲劳等领

域做了大量的试验，并积累了丰富的数据。

[0003] 目前、现有的电力建设工程部件检测存在一定的缺陷，各机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单一检测项目，对服役条件下各种因素协同作用下的耐久性研究较少，导致不同机构和人

员的检测数据不具有可比性，一种具有可比较性，检测结果直观，且能够对比各种因素的检

测方法亟待提出，

[0004] 因此我们对此做出改进，提出一种电力建设连接部件的耐久性检测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电力建设连接部件的耐久性检测方法，解决现有技术存

在的缺陷。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7] 提供一种电力建设连接部件的耐久性检测方法，实现连接部件在各种影响因素协

同作用下的耐久性检测，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步骤1，准备多个实验舱，每个实验舱内均设置有包括温湿度控制器、粉尘发生器、

酸雨发生器和应力发生器，温湿度控制器控制实验仓的温度和湿度，粉尘发生器在实验仓

中对待测连接件产生粉尘环境，酸雨发生器在实验仓中对待测连接件产生酸雨环境，应力

发生器给予待测连接件施加运动应力；

[0009] 步骤2，准备实验，将相同的多个用于风力发电的标准电力建设连接部件分别放置

在对应的实验舱内，通过对不同的实验舱分别开启温湿度控制器、粉尘发生器、酸雨发生器

和应力发生器中的一种或多种，调节每个实验仓为不同的设定标准环境；

[0010] 步骤3，建立参照数据，根据每个实验舱设定的标准环境，对标准连接部件设定相

同的试验时间，在相同的试验时间结束之后，检测和记录标准部件的数据，包括部件的重

量、体积、磨损位置的厚度和被腐蚀之后孔洞的密集度；

[0011] 步骤4，进行检测试验，取相同的多个待检测部件，将每个待检测部件分别放入一

个实验舱中，执行步骤2和步骤3后，将检测数据与步骤3的参照数据比对，找出与标准部件

的数值差异，评判待检测部件的质量。

[0012] 进一步所述实验舱内设置有温湿度传感器和粉尘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和粉尘传

感器的检测探头均为多个，分别设置在实验舱内部的上中下位置，各传感器信号通过实验

仓外设置的显示设备对实验仓内粉尘、温度和湿度进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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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所述粉尘发生器包括粉尘罐和风扇，粉尘罐上设置有密封盖，密封盖上设

置有出尘管，该出尘管上设置有多个出尘口，多个出尘口分别在实验舱中的上中下位置，风

扇使得粉尘罐中的粉尘吹到实验舱内。

[0014] 进一步所述粉尘罐内部的粉尘颗粒度小于0.1mm，且粉尘罐上的密封盖边缘处设

置有密封圈。

[0015] 进一步温湿度控制器包括空调、抽湿器和加湿器，空调对实验舱内部的温度进行

控制，抽湿器使得实验舱内部的湿度降低，加湿器提高实验舱内部的湿度，酸雨发生器包括

雾化喷头和雨水罐，雾化喷头和雨水罐之间设置有电磁阀，雾化喷头设置在实验舱的内壁

上，应力发生器包括夹持机构和驱动机构，夹持机构加持待检测部件后通过驱动机构传动

运动应力。

[0016] 进一步所述酸雨发生器中的雨水罐上设置有酸碱度检测器和搅拌器，搅拌器均匀

搅拌雨水罐中的水分，通过设置的酸碱度检测器远传显示雨水罐中的酸碱度。

[0017] 进一步实验舱的外壁上设置有排风口和排气扇，排风口和排气扇之间设置有挡

板，所述排气扇的外部设置有收集袋，实验舱的外壁上设置有进气口，进气口设置有外置空

气滤芯。进气口和外置空气滤芯之间设置有挡板。

[0018] 进一步所述实验舱的底部设置有水平倾角的引流槽，所述引流槽的最低端设置连

接有集水槽。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种电力建设连接部件的耐久性检测方法，通过将各个实

验舱中的数据对比第三步中的参照数据，待检测部件的重量是否更轻、体积是否更小、磨损

位置的厚度是否磨损的更多、被腐蚀之后的孔洞密集度是否增多，分别对应各个数据就可

以直观的了解到待检测部件在各个方面的性能，及其与标准部件的差异，方便工作人员直

观的了解待检测部件的质量，且具有更加明显的比较性，检测结构更加直观，工作人员可以

更加快速的判断该部件是否属于合格的产品，能否满足工作的需求。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一种电力建设连接部件的耐久性检测方法的步骤流程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一种电力建设连接部件的耐久性检测方法的实验舱组成结构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选实

施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3] 实施例：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一种电力建设连接部件的耐久性检测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24] 步骤1，准备多个实验舱，每个实验舱内均设置有温湿度控制器、粉尘发生器、酸雨

发生器和应力发生器，温湿度控制器由空调、抽湿器和加湿器组成，空调可以对实验舱内部

的温度进行控制，抽湿器可以使得实验舱内部的湿度降低，加湿器可以提高实验舱内部的

湿度，粉尘发生器由粉尘罐和风扇组成，粉尘罐上设置有密封盖，风扇可以使得粉尘罐中的

粉尘被吹到实验舱内，实现一种人造的粉尘环境，酸雨发生器由雾化喷头和雨水罐组成，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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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喷头和雨水罐之间设置有电磁阀，雾化喷头设置在实验舱的内壁上，应力发生器由夹持

机构和驱动机构组成，通过夹持机构将待检测部件与驱动机构传动连接，当驱动机构带动

待检测部件转动，由于待检测部件是风力发电用的连接部件，转动过程可以模拟风力发电

过程的旋转，从而了解待检测部件转动过程中的磨碎；

[0025] 步骤2，准备实验，将多个用于风力发电的电力建设连接部件分别放置在对应的实

验舱内，对不同的实验舱分别开启温湿度控制器、粉尘发生器、酸雨发生器和应力发生器中

的一种或多种，该实验设置有多个参照组，共八个实验舱同时进行实验，实验舱A中没有开

启温湿度控制器、粉尘发生器、酸雨发生器和应力发生器，七个实验舱B、C、D、E、F、G、H中均

开启了应力发生器，其中实验舱B、C、D中分别开启了温湿度控制器、粉尘控制器和酸雨控制

器中的一种，其中实验舱E、F、G中分别开启了温湿度控制器、粉尘控制器和酸雨控制器中的

两种，实验舱H中同时开启了温湿度控制器、粉尘控制器、酸雨发生器；

[0026] 步骤3，建立参照数据，对每个实验舱中均设定一个标准环境，标准的温湿度和粉

尘含量，然后设定相同的试验时间，分别调节实验舱B、C、D、E、F、G、H中对应的机器，使得每

个实验舱中的实验环境均不相同，在相同的时间结束之后，检测标准部件的数据，记录的数

据包括部件的重量、体积、磨损位置的厚度和被腐蚀之后孔洞的密集度，此时标准部件在经

历了模拟环境的破坏之后，记录下的数据就可以作为检测试验的参照标准，方便工作人员

判断待检测部件是否合格；

[0027] 步骤4，进行检测试验，取八个待检测部件，将待检测部件放入八个实验舱中，然后

分别开启八个实验舱中对应的机器，在与第三步相同的时间结束后，取出待检测部件，测量

待检测部件的数据，将各个实验舱中的数据对比第三步中的参照数据，待检测部件的重量

是否更轻、体积是否更小、磨损位置的厚度是否磨损的更多、被腐蚀之后的孔洞密集度是否

增多，分别对应各个数据就可以直观的了解到待检测部件在各个方面的性能，及其与标准

部件的差异，方便工作人员直观的了解待检测部件的质量，且具有更加明显的比较性，检测

结构更加直观，工作人员可以更加快速的判断该部件是否属于合格的产品，能否满足工作

的需求。

[0028] 其中，所述实验舱上设置有温湿度传感器，每个温湿度传感器的检测探头均为多

个，分别设置在实验舱内部的各个位置，对实验舱内部各个位置，以及平均温湿度进行检测

和显示，方便工作人员了解实验舱内部的温湿度状态。

[0029] 其中，所述实验舱内还设置有粉尘传感器，所述粉尘传感器和温湿度传感器均与

外界的显示设备电性连接，显示设备和控制设备均设置在工作台上，通过将粉尘传感器和

温湿度传感器检测的数据传递到显示设备上可以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方便工作人员

在工作台上对各个实验舱进行集中处理和操作，节约了人力，降低了实验成本。

[0030] 其中，所述粉尘罐内部的粉尘颗粒度小于0.1mm，且粉尘罐上的密封盖边缘处设置

有密封圈，通过密封圈可以降低水分进入粉尘罐的风险，避免水分使得粉尘罐中的粉尘粘

黏而影响粉尘的使用。

[0031] 其中，所述粉尘罐上设置有出尘管，该出尘管上设置有多个出尘口，可以使得粉尘

从出尘口进入实验舱中，多个出尘口分别在实验舱中的多个位置，粉尘能够均匀的覆盖在

实验舱内，使得实验舱内部的粉尘浓度更加均匀。

[0032] 其中，所述酸雨控制器中的雨水罐上设置有酸碱度检测器和搅拌器，搅拌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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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搅拌雨水罐中的水分，使得雨水罐中各处的酸碱度更加均匀和平衡，通过酸碱度检测

器可以方便工作人员更加直观的了解雨水罐中的酸碱度，避免酸碱度发生变化而影响实验

的准确性。

[0033] 其中，所述实验舱的外壁上设置有排气扇，所述排气扇的外部设置有收集袋，通过

排气扇可以将实验舱内部的粉尘快速排出，方便工作人员对实验舱中的粉尘进行清理，通

过收集袋可以对粉尘进行收集，避免粉尘污染环境。

[0034] 其中，所述实验舱的外壁上还设置有外置空气滤芯，通过外置空气滤芯可以使得

进入实验舱中的空气更加干净，提高了工作人员清理实验舱的效果。

[0035] 其中，所述外置空气滤芯和排气扇与实验舱表面的连接处均设置有可拆卸的挡

板，在需要清理时，使用外置空气滤芯和排气扇，通过挡板可以在不需要清理时，控制实验

舱内部的环境，避免粉尘或者酸雨漏出去。

[0036] 其中，所述实验舱的底部设置有引流槽，所述引流槽的端部设置有集水槽，通过引

流槽可以方便工作人员收集模拟的酸雨，通过集水槽可以方便工作人员集中处理模拟的酸

雨，提高了工作人员检测实验的效率，降低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0037]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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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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