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986657.9

(22)申请日 2016.11.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06899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5.25

(73)专利权人 浙江海洋大学

地址 316000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新

区长峙岛海大南路1号

(72)发明人 谢永和　耿保阳　张吉萍　王伟　

王立军　李俊来　

(74)专利代理机构 宁波市鄞州甬致专利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33228

代理人 张楠

(51)Int.Cl.

B63B 71/00(2020.01)

(56)对比文件

CN 105758608 A,2016.07.13,

CN 106053209 A,2016.10.26,

JP H02249944 A,1990.10.05,

CN 202329890 U,2012.07.11,

CN 103913387 A,2014.07.09,

审查员 程妍雪

 

(54)发明名称

一种船体极限强度实验装置

(57)摘要

一种船体极限强度实验装置，属于实验设备

技术领域，包括水箱、压力传感器、模型船、第一

电磁铁、第二电磁铁、第二销轴、第二镂空、第二

支板、剪叉臂、第一销轴、第一支板、第一镂空、第

一电机、支架、第一气缸、第二电机、第二气缸、撞

击板、连接板、弹簧、第三电机、轮架、第四电机、

支块、滚轮、控制器、皮带、支座、撑板、轴承架、丝

杠和丝母，所述水箱内注满水，模型船下安装第

一电磁铁，模型船位于水箱内，水箱内底部安装

第一电机，第一电机的输出轴上安装第一支板，

第一支板上设有第一镂空，第一镂空上安装两个

第一销轴，右侧的第一销轴与第一气缸的活塞杆

相连；本发明的优点是：能调节撞击板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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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船体极限强度实验装置，包括水箱（1）、压力传感器（2）、模型船（3）、第一电磁铁

（4）、第二电磁铁（5）、第二销轴（6）、第二镂空（7）、第二支板（8）、剪叉臂（9）、第一销轴（10）、

第一支板（11）、第一镂空（12）、第一电机（13）、支架（14）、第一气缸（15）、第二电机（16）、第

二气缸（17）、撞击板（18）、连接板（19）、弹簧（20）、第三电机（21）、轮架（22）、第四电机（23）、

支块（24）、滚轮（25）、控制器（26）、皮带（27）、支座（28）、撑板（29）、轴承架（30）、丝杠（31）和

丝母（32），其特征是：所述水箱（1）内注满水，模型船（3）下安装第一电磁铁（4），模型船（3）

位于水箱（1）内，水箱（1）内底部安装第一电机（13），第一电机（13）的输出轴上安装第一支

板（11），第一支板（11）上设有第一镂空（12），第一镂空（12）上安装两个第一销轴（10），右侧

的第一销轴（10）与第一气缸（15）的活塞杆相连，第一气缸（15）安装在支架（14）上，支架

（14）安装在第一支板（11）上，剪叉臂（9）下端安装在第一销轴（10）上，剪叉臂（9）上端安装

在第二销轴（6）上，第二销轴（6）安装在第二镂空（7）上，第二支板（8）上设有第二镂空（7），

第二支板（8）上安装第二电磁铁（5），第二电磁铁（5）位于第一电磁铁（4）下方，水箱（1）内左

右两侧各安装两个第四电机（23），第四电机（23）通过联轴器与丝杠（31）相连，丝杠（31）安

装在轴承架（30）上，轴承架（30）安装在水箱（1）内侧壁上，丝杠（31）上安装丝母（32），丝母

（32）上安装支块（24），支块（24）上安装轮架（22），轮架（22）上安装滚轮（25），滚轮（25）的轴

通过联轴器与第三电机（21）相连，第三电机（21）安装在轮架（22）上，滚轮（25）上套设皮带

（27），皮带（27）上安装支座（28），支座（28）上安装撑板（29），撑板（29）上安装第二电机

（16），第二电机（16）的输出轴上安装第二气缸（17），第二气缸（17）的活塞杆上安装撞击板

（18），撞击板（18）上安装压力传感器（2），第二气缸（17）侧壁上安装连接板（19），连接板

（19）右侧安装弹簧（20），弹簧（20）安装在撑板（29）上，控制器（26）安装在水箱（1）外，控制

器（26）通过导线分别与压力传感器（2）、第一电机（13）、第二电机（16）、第三电机（21）、第四

电机（23）、第一电磁铁（4）和第二电磁铁（5）相连，将水箱内注满水，将模型船放入到水箱

内，使模型船浮在水面上，使第一电磁铁浸没在水里；控制器控制第二气缸做伸缩运动，使

撞击板向前移动，来撞击模型船，来模拟船舶被撞击时受到的撞击力；控制器控制第二电机

启动，使第二气缸旋转，使撞击板旋转，来调节撞击的角度，使压力传感器获得不同角度的

撞击力数据；控制器控制第三电机启动，使滚轮旋转，使皮带上下移动，使撞击板上下移动，

来调节撞击板的高度；控制器控制第四电机启动，使丝杠旋转，使丝母左右移动，使支块左

右移动，使轮架移动，使皮带移动，使压板移动，使压力传感器获得模型船不同部位的撞击

力数据；控制器控制第一气缸做伸缩运动，使剪叉臂伸展开来，使第二电磁铁向上移动，使

第二电磁铁靠近第一电磁铁；控制器控制第一电磁铁和第二电磁铁通电后磁性相吸；控制

器控制第一电机启动，使第二电磁铁旋转，使第一电磁铁旋转，使模型船旋转，来调节模型

船的受撞击的部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船体极限强度实验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第一气缸（15）内

置第一电磁阀，第一电磁阀通过导线与控制器（26）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船体极限强度实验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第二气缸（17）内

置第二电磁阀，第二电磁阀通过导线与控制器（26）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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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船体极限强度实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船体极限强度实验装置，属于实验设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船舶领域里，由于实船体积过大，实船试验成本太高，加之非线性理论范围内的

计算方法的不精确，因此运用相似理论方法，通过缩尺比模型来预报实船的结构强度或验

证计算理论就成为了一种较为准确且成本适中的方法。船体极限强度实验是在计算方法不

成熟的背景下预报船体极限承载能力的一种有效方法，同时也可以作为一种验证计算方法

准确性的手段。它比起强度计算方法而言，更为直观和详细，在试验过程中可以清楚的记录

船体结构从载荷施加到破坏每一过程的应力和变形。现有技术的船体极限强度实验装置都

只能单方面的撞击船体一个部位，无法调节撞击板的高度，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为了解决上

述困难，需要开发一款能调节撞击板高度的船体极限强度实验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船体极限强度实验装置。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问题是现有技术的船体极限强度实验装置无法调节撞击板的高

度的问题。

[0005] 为实现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船体极限强度实验装置，包括水箱、压力传感器、模型船、第一电磁铁、第二电

磁铁、第二销轴、第二镂空、第二支板、剪叉臂、第一销轴、第一支板、第一镂空、第一电机、支

架、第一气缸、第二电机、第二气缸、撞击板、连接板、弹簧、第三电机、轮架、第四电机、支块、

滚轮、控制器、皮带、支座、撑板、轴承架、丝杠和丝母，所述水箱内注满水，模型船下安装第

一电磁铁，模型船位于水箱内，水箱内底部安装第一电机，第一电机的输出轴上安装第一支

板，第一支板上设有第一镂空，第一镂空上安装两个第一销轴，右侧的第一销轴与第一气缸

的活塞杆相连，第一气缸安装在支架上，支架安装在第一支板上，剪叉臂下端安装在第一销

轴上，剪叉臂上端安装在第二销轴上，第二销轴安装在第二镂空上，第二支板上设有第二镂

空，第二支板上安装第二电磁铁，第二电磁铁位于第一电磁铁下方，水箱内左右两侧各安装

两个第四电机，第四电机通过联轴器与丝杠相连，丝杠安装在轴承架上，轴承架安装在水箱

内侧壁上，丝杠上安装丝母，丝母上安装支块，支块上安装轮架，轮架上安装滚轮，滚轮的轴

通过联轴器与第三电机相连，第三电机安装在轮架上，滚轮上套设皮带，皮带上安装支座，

支座上安装撑板，撑板上安装第二电机，第二电机的输出轴上安装第二气缸，第二气缸的活

塞杆上安装撞击板，撞击板上安装压力传感器，第二气缸侧壁上安装连接板，连接板右侧安

装弹簧，弹簧安装在撑板上，控制器安装在水箱外，控制器通过导线分别与压力传感器、第

一电机、第二电机、第三电机、第四电机、第一电磁铁和第二电磁铁相连。

[0007] 所述第一气缸内置第一电磁阀，第一电磁阀通过导线与控制器相连。

[0008] 所述第二气缸内置第二电磁阀，第二电磁阀通过导线与控制器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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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本发明的优点是：将水箱内注满水，将模型船放入到水箱内，使模型船浮在水面

上，使第一电磁铁浸没在水里；控制器控制第二气缸做伸缩运动，使撞击板向前移动，来撞

击模型船，来模拟船舶被撞击时受到的撞击力；控制器控制第二电机启动，使第二气缸旋

转，使撞击板旋转，来调节撞击的角度，使压力传感器获得不同角度的撞击力数据；控制器

控制第三电机启动，使滚轮旋转，使皮带上下移动，使撞击板上下移动，来调节撞击板的高

度；控制器控制第四电机启动，使丝杠旋转，使丝母左右移动，使支块左右移动，使轮架移

动，使皮带移动，使压板移动，使压力传感器获得模型船不同部位的撞击力数据；控制器控

制第一气缸做伸缩运动，使剪叉臂伸展开来，使第二电磁铁向上移动，使第二电磁铁靠近第

一电磁铁；控制器控制第一电磁铁和第二电磁铁通电后磁性相吸；控制器控制第一电机启

动，使第二电磁铁旋转，使第一电磁铁旋转，使模型船旋转，来调节模型船的受撞击的部位。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本发明一种船体极限强度实验装置整体结构图；

[0011] 图2是第四电机安装结构的俯视图；

[0012] 图中：1、水箱  2、压力传感器  3、模型船  4、第一电磁铁  5、第二电磁铁  6、第二销

轴  7、第二镂空  8、第二支板  9、剪叉臂  10、第一销轴  11、第一支板  12、第一镂空  13、第一

电机  14、支架  15、第一气缸  16、第二电机  17、第二气缸  18、撞击板  19、连接板  20、弹簧 

21、第三电机  22、轮架  23、第四电机  24、支块  25、滚轮  26、控制器  27、皮带  28、支座  29、

撑板  30、轴承架  31、丝杠  32、丝母。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4] 本发明一种船体极限强度实验装置，包括水箱1、压力传感器2、模型船3、第一电磁

铁4、第二电磁铁5、第二销轴6、第二镂空7、第二支板8、剪叉臂9、第一销轴10、第一支板11、

第一镂空12、第一电机13、支架14、第一气缸15、第二电机16、第二气缸17、撞击板18、连接板

19、弹簧20、第三电机21、轮架22、第四电机23、支块24、滚轮25、控制器26、皮带27、支座28、

撑板29、轴承架30、丝杠31和丝母32，所述水箱1内注满水，模型船3下安装第一电磁铁4，模

型船3位于水箱1内，水箱1内底部安装第一电机13，控制器26控制第一电机13启动，使第二

电磁铁5旋转，使第一电磁铁4旋转，使模型船3旋转，来调节模型船3的受撞击的部位，第一

电机13的输出轴上安装第一支板11，第一支板11上设有第一镂空12，第一镂空12上安装两

个第一销轴10，右侧的第一销轴10与第一气缸15的活塞杆相连，第一气缸15安装在支架14

上，第一气缸15内置第一电磁阀，第一电磁阀通过导线与控制器26相连，控制器26控制第一

气缸15做伸缩运动，使剪叉臂9伸展开来，使第二电磁铁5向上移动，使第二电磁铁5靠近第

一电磁铁4；支架14安装在第一支板11上，剪叉臂9下端安装在第一销轴10上，剪叉臂9上端

安装在第二销轴6上，第二销轴6安装在第二镂空7上，第二支板8上设有第二镂空7，第二支

板8上安装第二电磁铁5，第二电磁铁5位于第一电磁铁4下方，控制器26控制第一电磁铁4和

第二电磁铁5通电后磁性相吸；水箱1内左右两侧各安装两个第四电机23，控制器26控制第

四电机23启动，使丝杠31旋转，使丝母32左右移动，使支块24左右移动，使轮架22移动，使皮

带27移动，使压板移动，使压力传感器2获得模型船3不同部位的撞击力数据；第四电机23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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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联轴器与丝杠31相连，丝杠31安装在轴承架30上，轴承架30安装在水箱1内侧壁上，丝杠

31上安装丝母32，丝母32上安装支块24，支块24上安装轮架22，轮架22上安装滚轮25，滚轮

25的轴通过联轴器与第三电机21相连，第三电机21安装在轮架22上，控制器26控制第三电

机21启动，使滚轮25旋转，使皮带27上下移动，使撞击板18上下移动，来调节撞击板18的高

度；滚轮25上套设皮带27，皮带27上安装支座28，支座28上安装撑板29，撑板29上安装第二

电机16，控制器26控制第二电机16启动，使第二气缸17旋转，使撞击板18旋转，来调节撞击

的角度，使压力传感器2获得不同角度的撞击力数据；第二电机16的输出轴上安装第二气缸

17，第二气缸17内置第二电磁阀，第二电磁阀通过导线与控制器26相连，控制器26控制第二

气缸17做伸缩运动，使撞击板18向前移动，来撞击模型船3，来模拟船舶被撞击时受到的撞

击力；第二气缸17的活塞杆上安装撞击板18，撞击板18上安装压力传感器2，第二气缸17侧

壁上安装连接板19，连接板19右侧安装弹簧20，弹簧20安装在撑板29上，控制器26安装在水

箱1外，控制器26通过导线分别与压力传感器2、第一电机13、第二电机16、第三电机21、第四

电机23、第一电磁铁4和第二电磁铁5相连。

[0015] 本发明使用方法：将水箱1内注满水，将模型船3放入到水箱1内，使模型船3浮在水

面上，使第一电磁铁4浸没在水里；控制器26控制第二气缸17做伸缩运动，使撞击板18向前

移动，来撞击模型船3，来模拟船舶被撞击时受到的撞击力；控制器26控制第二电机16启动，

使第二气缸17旋转，使撞击板18旋转，来调节撞击的角度，使压力传感器2获得不同角度的

撞击力数据；控制器26控制第三电机21启动，使滚轮25旋转，使皮带27上下移动，使撞击板

18上下移动，来调节撞击板18的高度；控制器26控制第四电机23启动，使丝杠31旋转，使丝

母32左右移动，使支块24左右移动，使轮架22移动，使皮带27移动，使压板移动，使压力传感

器2获得模型船3不同部位的撞击力数据；控制器26控制第一气缸15做伸缩运动，使剪叉臂9

伸展开来，使第二电磁铁5向上移动，使第二电磁铁5靠近第一电磁铁4；控制器26控制第一

电磁铁4和第二电磁铁5通电后磁性相吸；控制器26控制第一电机13启动，使第二电磁铁5旋

转，使第一电磁铁4旋转，使模型船3旋转，来调节模型船3的受撞击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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