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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混凝土弹性模量是铁路梁场生产过程的重要控制指标，试验结果直接影响梁场生产进度与桥梁质量，而影响
该项试验结果准确性的主要因素为试验设备智能化水平及操作过程信息化程度。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可提高弹模
试验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完整性，减少弹模试验中试验人员数量，有效缩短弹模试验时间，实现弹性模量试验
数据上传至工程管理平台，通过大数据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为铁路领域梁体质量控制提供技术保障。
关键词：设备研制；一键式操作；自动采集；数据上传；试块对中
Abstract: The elastic modulus of concrete is an important control index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railway beam yard.
The test results directly affect the production progress and bridge quality of the beam yard.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accuracy of the test results are the intelligence level of the test equipment and the informationization level of the operation
process.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is subject，the accuracy，timeliness and completeness of elastic modulus test data
can be improved，the number of testers in elastic modulus test can be reduced，the time of elastic modulus test can be
shortened effectively，and the elastic modulus test data can be uploaded to th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platform. The test
results can b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rough large data，which provides technical guarantee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beam in railway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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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桥梁混凝土的施工质量是桥梁结构安全和耐久性的重
要基础保证，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以下简称抗压强度）
和弹性模量（以下简称弹模）是衡量桥梁混凝土质量的重要
指标。
随着信息化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施工数据自动化采集
和智能化管理已成为现代桥梁及预制混凝土构件的迫切需
要，传统试验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桥梁快速发展的要求。
因此，混凝土弹性模量及抗压强度试验过程的自动化控制，
最大程度的减少人为、设备、环境等外界因素影响，是确保
混凝土试验数据准确性、真实性和及时性的关键。

1

传统设备弊端

现阶段，国内铁路梁场混凝土弹模试验大多数采用手
动加压设备，人工读取压力表示值与百分表变形量、手动
操作油泵完成试验。传统设备弊病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试验操作智能化水平低，试验过程连续性差；
2）试验人员配置多，人为因素对试验结果影响程度高；
3）试块对中困难，试验周期长；
4）信息化程度低，数据及图像无法自动采集，试验结
果无法自动处理与上传，各级主管单位无法准确及时的对
梁体产品质量进行了解与掌握。

2

研发设备成果展示

为解决传统设备在进行弹模试验时存在的弊端，课题
组研发出一款智能式压力试验机，该试验机能够实现弹模、

抗压试验一键式自动加载控制、试验过程监控、数据自动
采集、检测报告自动生成。
2.1 设备主要参数
表1

设备主要参数

2000kN

试验力量程

0-2000kN

压盘最大间距

560mm

立柱间距

500mm

上下压盘尺寸

250/Φ300m

活塞行程

50mm

最大试验力

试验精度

0.5%

额定电压

380V

电机功率

1.5kW

工作环境温度

0-40℃

外形尺寸

1300×800×2150mm

设备重量

1500kG

2.2 关键技术及研究方法
1）使用三块千分表检测试块变形，将上述数学方程，
研究一套快速可实时动态计算的计算机软件算法，研究相
关参数的取值，使计算的压心偏移量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确保计算的弹模更加精准。
2）研制配套的测力传感器，多点校正数字变送器，千
分表适配器，具有耐候性好，抗环境干扰能力强（如温度，
电磁等），根据系统的实际特点做好相应的防护。测力传感
器要求结构简单，安装使用方便，有较高的精度。
3）自动对中免拆卸弹模检测仪的研制，设计方便安装，
操作简单对中效果好的可行方案，免拆卸方案不应影响弹
模的检测数据。试验完毕后，便于存放保管。
4）PLC控制系统为本试验装置的重要组成部分，编制
能使工控机通过PLC实时控制变频器的系统软件，同时当
工控机和PLC通讯中断后，PLC应有自动保护功能，防止系
统失控照成设备损坏等安全隐患。
5）编制具有人工智能功能的PID参数整定软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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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本试验装置控制因素对加载控制效果的影响，建立人
工智能数学模型，利用试验数据的累积系统具有自学习能
力功能，使系统控制加载过程越使用性能越好。
6）对试块压碎所产生的剧烈震动，从多方面采取措施
进行减震，吸收冲击能量装置的研究，通过震动的时程力学
分析，研究震动的传导路径，制定有效的隔震方法和装置，
使震动的影响在最短的范围内衰减。
2.3 成果的主要创新性
1）研制设备可自动加载、自动采集试验数据，精度符
合国家标准，实现了一键式完成混凝土试块弹模及强度试
验，自动化程度高，试验人员配置由三人减至一人，单组弹
模试验节省 60 分钟，提高功效 1.5 倍；
2）研发了混凝土试块快速对中装置，将试块一次性对
中率由 50%以下提高至 85%，单组弹模试块对中时间节省
20 分钟；
3）优化了传统弹模试验两块千分表的检测方法，首次
提出三块千分表检测方法，运用专利《一种基于轴向压力
确定柱体承压截面积偏移量的方法》检测试块偏移量及调
整，提高了混凝土弹模试验的精度和重现性；
4）研发了加载力与形变量自动采集装置和试验数据处
理程序，实现了自动监控，试验参数、图表自动计算分析，
试验数据可远程传输至管理平台，实现数据的集成管理和
可视化展示；
5）研制设备一次预压-加载试验可达到规范要求三次
预压-加载试验精度。
2.4 室内试验验证
为了验证智能式压力试验机的可靠性和适用性，课题
组开展了相关室内试验，主要包括智能式压力试验机的设
备控制性能试验、荷载准确性能试验、试验重复性能试验。
2.4.1 设备控制性能试验
设备控制性能是衡量系统设备的软件和硬件综合性能
的重要指标。本试验通过智能式压力试验机进行自动加载
和持荷，持荷时间 60s，持荷结束读取荷载力示值，重复试
验 20 次。试验后，分析荷载力的实测示值与软件预设目标
值的偏差，评价智能式压力试验机的控制性能。实测结果
如图 1，数据分析如下。
1）系 统 设 备 荷 载 力 的 示 值 与 目 标 值 的 最 大 偏 差 为
0.37%，小于 1%，满足设计要求。
2）不同荷载力目标值条件下，
设备控制性能无明显变化。

值的准确程度，设计了此试验，通过分析智能式压力试验
机系统示值与标准传感器的力值偏差，可综合反映智能式
压力试验机系统的控制能力和观测传感器的计量性能。
本试验使用标准传感器进行对比试验，通过智能式压
力试验机逐级加载，荷载等级按照标定传感器的力值来
对观测传感器进行检定，力值分别为 100、300、600、900、
1200、1500、1800、2000kN。
实测结果如图 2，数据分析如下：
1）智能式压力试验机所施加的荷载力与实际值的绝对
偏差均小于 0.5%，荷载准确度较高；
2）随着试验荷载的增大，设备示值与实际值的偏差略
有减小，即荷载准确度有所升高。

图2

2.4.3 试验重复性能试验
为验证智能式压力试验机重复性能，设计了此试验。
同条件下，共进行 10 组试验，每组试验重复加载 50 次，分
别计算每组试验的标准差。通过分析试验结果，评价智能
式压力试验机的重复性能。
试验重复性能的标准差δ：
n

δ=

∑ (q
1

设备控制性能试验示值偏差

2.4.2 荷载准确性能试验
为验证智能式压力试验机输出荷载力的名义值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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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q)²

n −1
qk—第k次的弹模结果；
q — n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
试验结果如图 3，试验结果表明：
智能式压力试验机弹模试验的试验结果平均标准差 δ
=0.265，标准差最大值为 0.292，即智能式压力试验机试验
重复性能较为稳定。

图3

图1

载荷准确性试验结果

重复性能试验标准差分布

2.4.4 室内验证小结
对智能式压力试验机的室内试验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结论如下：
1）设备控制性能试验的示值偏差最大值为 0.37%，小
于 1%，设备控制性能精确。
2）荷载准确性能试验，系统荷载力与实际值的相对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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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电防渗渗漏水处治平面布设图

检验，见下图 6。
1、在结构渗水表面，开槽2cmX1cm，将正极钛
金属线安装在槽内。

3、在结构内侧钻孔，将负极铜棒安装在结构的
外侧。

4、安装MPS控制箱和接线箱，并将所有正负极
线连接到接线箱和控制盒上。开启电源，调试
MPS系统，至正常工作。

2、用高级石墨封堵线槽。

1.0m，纵向间距按不大于 30m控制；
③电防渗系统施做后需保证隧道内持续供电，当遇不
可抗力因素导致隧道内停电时，应及时打开控制箱内的开
关；
④电防渗系统使用 220V交流电压，输出直流电压 3236V，对人体和结构不造成危险，100-1200m2 面积耗电量为
0.2-0.3 度/天；
⑤电防渗系统施做建议由有施工经验的专业队伍进行
施工。

5

结语

本文结合通过现场踏勘、资料收集分析，揭示了隧道
病害的主要原因，通过方案比选，最终采用“埋管引排+电
防渗新技术”的综合方案对隧道渗漏水顽疾进行处治。通
过完工后近两年追踪，原渗漏水病害再未见复发，为同类
病害隧道维修处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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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电防渗渗漏水处治施工步骤图

2）施工注意事项
①电防渗系统施做前，须对施工缝、裂缝渗漏水引排
封堵或注胶封闭；
②电防渗系统正极为钛合金金属丝，布设于二次衬砌
内表面，注意金属丝与衬砌内钢筋保持不能连通（保持绝缘
距离 5cm）；负极为ϕ14 铜棒，穿透衬砌布设于围岩内不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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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小于 0.5%，智能式压力试验机荷载施加准确。
3）试验重复性能试验，弹模重复试验结果的最大标准
差为 0.292，表明智能式压力试验机的重复试验性能稳定。
2.5 新旧设备对比
现将新旧设备从试验人数、试验时间、资料整理方面
三方面进行对比，对比如下：
表2

新旧设备对比

设备

试验人数

试验时间（1 组）

资料整理方式

传统压力试验机

3

150min

人工记录、手动
录入

智能式压力试验
机

1

90min

自动采集、自动
处理

2.6 经济效益分析
2.6.1 直接经济价值方面
1）智能式压力试验机在进行弹模试验时可减少两名试
验人员配置；
2）按每天 10 个小时的有效工作时间计算，传统设备可
完成 4 组弹模试验，智能式压力试验机可完成 6-7 组，提高
工作效率 50%。
2.6.2 间接经济价值方面

在提高检测质量，实现产品监控等方面将给使用单位
带来巨大间接经济效益。

3

结语

研制的“智能式压力试验机”能够采用先进的技术措
施有效的解决传统混凝土抗压及弹模试验存在的控制精度
低、操作复杂、人为干预等外界因素对试验数据的影响，不
仅提高试验效率、节约人力成本，而且确保了混凝土试验
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对混凝土质量的评价也具有重大
的现实意义。
“智能式压力试验机”实现了人员配置精细化、过程控
制标准化、数据处理信息化，填补了高速铁路桥梁弹模试
验自动化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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