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测试CHINA MEASUREMENT & TEST Vol.44 No.4April袁2018第 44 卷第 4 期2018 年 4 月

岸边集装箱桥式起重机疲劳寿命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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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为确保岸边集装箱桥式起重机能够安全的运行尧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袁对其进行两个月不间断连续监测袁并
对主梁结构进行疲劳寿命预测分析遥 将起重机实际的运行数据经过等值压缩尧峰谷值提取等处理袁再利用雨流计数

法对数据结果进行循环数据统计遥利用 Goodman 等寿命法对循环应力进行等寿命转换袁消除平均应力的影响遥结合

P-S-N 曲线和 Miner 法则袁对起重机进行疲劳寿命预测遥结果显示袁在 99%的存活率下袁岸边集装箱桥式起重机的主

梁寿命约为 38.85 年袁所得数据可为起重机的维修与保养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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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起重机作为整个物流链中重要组成部分袁对物

料进行起重尧运输尧装卸等安装作业[1]袁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遥 在众多种类的起重机中袁岸边集装箱桥式

起重机作为码头的主力装卸设备袁它很好地体现着

港口物资的吞吐能力[2]遥 然而起重机械设备却是特

种设备中隐藏危险因素最多尧发生事故几率最大的

特种设备之一遥
我国近年来所发生的众多事故中袁因交变载荷

引起的疲劳断裂事故占机械结构失效总数的 95%遥
疲劳断裂有很大的危险性袁在交变载荷的作用下袁机
械结构在接近疲劳寿命时袁结构上的裂纹会进一步

扩展袁造成整个机械的失效[3]遥 由于岸边集装箱桥式

起重机的主梁等构件是典型的焊接结构袁在工作过

程中结构承受随时都在变化的交变载荷袁因此其主

要的失效形式是在随机载荷作用下的主梁发生的

疲劳破坏[4-5]遥 而目前袁我国关于起重机的机械疲劳

寿命研究和寿命预测仍处于初级阶段[6]袁因此袁根据

岸边集装箱桥式起重机的实际工作环境与工作情

况袁对主梁金属结构的实际有效使用寿命进行准确

预测袁可以为起重机的使用和维修提供可靠的依据袁
且具有重要的工程意义和经济价值[7]遥 相比于传统

的人工检定袁本文提出一种简单便捷的方法来预测

起重机的主梁疲劳寿命袁不但节约成本袁又可以避

免安全事故的发生遥
1 疲劳载荷统计

进行疲劳寿命预测袁最常用的方法有两种院1冤名
义应力法曰2冤局部应力应变法 [8]遥 相比于名义应力

法袁局部应力应变法适用于承受应力水平较高的构

件遥 而岸边集装箱桥式起重机机械结构的应力一般

属于低水平袁所承受的断面应力小于材料的屈服极

限袁主梁钢结构的疲劳破坏特性为高周疲劳破坏遥 因

此在工程实践中袁常用名义应力法来对构件进行寿

命预测遥
本文的全部测试数据来自青岛某公司的岸边

集装箱桥式起重机袁其结构主要是焊接钢结构遥 针

对岸边集装箱桥式起重机工作环境特殊尧数据采集

以及统计分析较为困难袁设计开发了起重物联安全

健康管理系统遥 整个系统包括数据采集模块尧数据

传输模块尧数据存储模块和载荷谱及应力数据分析

模块袁如图 1 所示遥 该系统可以对目标岸边集装箱

桥式起重机进行 24 h 不间断的数据监测袁并可以将

全部数据完整的存储下来袁为进行载荷谱统计和疲劳

寿命预测提供数据支持袁同时使计算结果更加趋于

真实遥
1.1 应力测试点的选取

金属结构发生疲劳破坏的位置往往在其应力集

中的薄弱部位袁因此袁在进行寿命预测前袁应力测试

点的选择就应在主梁应力集中的危险部位遥 本文通

过 ANSYS 分析软件对岸边集装桥式起重机主梁进

行建模袁模拟起重机的一般工况袁对主梁进行静态和

动态的力学分析遥 在建立模型分析的过程中袁无法对

所有的结构都进行建模袁所以对岸边集装箱桥式起

重机进行合理的简化是必需的袁同时因为数据来源

于实测袁建模只为确定其危险位置遥 因此简化模型袁
并不会对最终的寿命预测产生影响遥 经过分析袁最
终得到的疲劳测试核算点为大梁腹板遥 通过数据采

集模块和数据传输模块袁将 24h 不间断监测的数据存

储至云平台袁提取数据袁生成时间-应力曲线袁如图 2
所示遥

1.2 载荷谱的获取

疲劳载荷具有多种形式袁一般情况下可以分为

确定载荷和随机载荷[9]袁而加在岸边集装箱桥式起重

机上的载荷一般为随机载荷遥 这种形式的载荷具有

不确定性袁而且没有数学公式可以描述袁只能用统计

来进行描述遥
将得到的应力点测试数据按时间排序袁得到应

力-时间曲线遥而实测的应力-时间曲线为随机载荷袁
因此在疲劳分析时要将其通过循环计数法转换成应

载荷谱及应力
数据分析模块

数据存储模块
渊数据库冤

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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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
模块

图1 起重物联安全健康管理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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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现场实测的时间-应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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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频谱袁从而进行统计遥 转换过程包括等值压缩尧波
峰波谷值检测尧无效幅值去除和雨流计数统计遥

等值压缩是将实测应力-时间曲线中相邻相等

数据去除袁只保留一个遥 其具体的做法为院设待处理

的数据为 A 渊x1冤袁处理后的数据为 B渊x1冤袁i 和 j 设为

两个循环变量遥将数组 A渊x1冤中的最后一个数据与前

一个数据进行比较袁如相同袁删除最后的数据曰如不

同袁再向前一个数据进行比较遥直到循环到第 1 个数

据没有相同的袁就将其保存到 B渊x1冤中遥 然后再选取

第 2 个数据袁一一向前比较遥 具体流程袁如图 3 所示遥
波峰波谷值检测是为去除无效幅值和雨流统计

做准备遥 将应力-时间曲线中的波峰波谷值保留袁删
除其他的非峰谷值遥具体做法为院设待处理的数据为

A渊x2冤袁处理后的数据为 B渊x2冤袁i 和 j 设为两个循环变

量遥 渊A渊i冤-A渊i-1冤冤窑渊A渊i冤-A渊i+1冤冤>0袁那么就可以判

断 A渊i冤点为峰值或者谷值袁并将其存入 B渊x2冤中袁循
环下一点遥 具体程序流程袁如图 4 所示遥

在实际的时间-应力曲线的获取过程中袁通常因

信号线与接线柱接触不良或者由于现场磁场的干

扰导致所测数据发生变化袁影响结果的准确性袁因此

可以将小数据点去除遥 文献[10]指出袁可将应力时间

历程中不超过最大应力幅值的 13%的数据点去除袁
这些数据点对结构的疲劳寿命影响较小袁不影响最终

的计算结果遥 经过处理后的时间-应力曲线袁如图 5
所示遥

1.3 雨流计数法

雨流计数法 [11]顾名思义袁是模仿雨流下落的方

式来实现统计计数的遥将应力-时间曲线图顺时针旋

转 90毅袁使时间坐标轴垂直向下袁如图 6 所示遥从图中

可以将这个应力-时间曲线看做建筑物的屋顶袁雨流

按照屋檐的排布袁从上向下袁依次流下遥 最后根据雨

流下流的轨迹袁确定循环载荷袁计算循环载荷的应力

幅值和应力均值遥
按雨流计数法将预处理后的应力-时间曲线进

行统计计数袁得到循环应力的幅值和均值统计直方图袁
如图 7尧图 8 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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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处理后的时间-应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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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雨流计数法

图3 等值压缩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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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循环应力幅值统计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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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循环应力均值统计直方图

2 疲劳寿命预测
2.1 平均应力修正

应力幅值是影响岸边集装箱桥式起重机主梁疲

劳寿命的最主要原因袁应力均值对其也有一定影响遥
通常袁经过雨流计数法得到的都是非零的平均应力袁
而我们计算疲劳寿命的材料疲劳性能数据都是在平

均应力 Sm=0 的条件下测得遥 因此利用Goodman 等寿

命法[12]对应力幅值进行平均应力修正遥
Goodman 的计算公式为

Sa
Sa 忆

= 滓b-Sm
滓b

渊1冤
因此院

Sa 忆= Sa滓b
滓b-Sm

渊2冤
其中 Sa尧Sm尧Sa忆尧滓b 分别为循环应力幅值尧循环应力均

值尧循环应力等效幅值和材料屈服极限遥
本文研究的岸边桥式起重机的主梁材料为 Q235

钢袁其材料参数院密度为 7.85 g/cm3袁泊松比为 0.31袁
极限抗拉强度为 450MPa袁屈服极限为 滓-1=213MPa袁
弹性模量为 2.06伊1011Pa遥 经计算袁得到等效应力幅

值袁如表 1 所示遥

2.2 P-S-N曲线

疲劳寿命预测的必要条件是零件材料的 S-N
曲线 [13]袁它是用来反映外加应力和金属结构疲劳寿

命关系的一种曲线袁也用来表示材料的疲劳强度特性遥
材料 S-N 曲线的绘制方法有逐点描绘法和直线拟

合法遥 而材料的 P-S-N 拟合曲线就是在不同可靠度

下的 S-N 曲线袁其表达式为

lgNp=ap+bplg滓 渊3冤
式中院Np要要要在不同可靠度下的循环次数曰

滓要要要在不同条件下的应力幅或者最大应力曰
ap尧bp要要要固定参数遥
通过文献[14]可知 Q235 钢在不同可靠度下的

参数值袁如表 2 所示遥

传统的理论认为只有当循环应力大于材料的屈

服极限时袁才会发生疲劳破坏袁并影响寿命遥 但是经

过大量的试验表明袁当循环应力小于屈服极限时袁
对材料中微小裂纹的产生或扩展都是有影响的[15]遥
因此袁我们要对传统的 P-S-N 曲线中屈服极限的水

平曲线进行修正袁使结果更加趋于真实遥 使用斜率

为渊bp-2冤的斜线来代替水平线袁取 Np=107袁此时得到

不同存活率下的疲劳屈服极限为 P=50%时袁滓-1=
213.38 MPa曰P=90%时袁滓-1=204.86 MPa曰P=99.9%时袁
滓-1=196.72MPa遥从安全层面考虑袁取可靠度为 99%袁
得到的 P-S-N 曲线袁其表达式为

lgN0.99= 19.866 8-6.298 2lg滓 滓逸滓-1
19.866 8-8.298 2lg滓 滓<滓-1嗓 渊4冤

幅值比
循环幅值/

MPa
循环均值/

MPa
等效幅值/

MPa 循环次数 频次/%
1 36.14 50.35 47.33 0.5 0.01

0.49 17.83 96.32 32.55 0.5 0.01
0.42 15.48 69.96 23.05 1.5 0.03
0.17 6.27 88.54 10.73 7 0.15
0.12 4.46 86.76 7.53 13.5 0.29
0.09 3.25 72.28 4.92 26.5 0.57
0.06 2.03 74.36 3.12 193 4.16
0.02 0.83 76.35 1.29 4 390.5 94.76

表 1 等效幅值循环次数统计表

乌云图等院岸边集装箱桥式起重机疲劳寿命预测

ap 22.634 2 21.485 7 21.160 2 20.556 5 19.866 8
bp -7.438 2 -6.9652 -6.831 1 -6.580 0 -6.298 2

50% 90% 95% 99% 99.9%参数

表 2 Q235 钢在 P-S-N曲线下的 ap 和 b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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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iner法则

Miner 线性累计损伤理论是工程上广泛应用的

疲劳寿命计算方法[9]遥 该法则的假设如下院从能量累

积的角度上来看袁认为当构件吸收的能量到达极限值

时袁构件发生破坏遥假设用 W 来表示构件可以吸收的

能量极限值袁用 N 来表示构件的总寿命袁也就是总循

环数遥 当构件吸收的能量W 1 时袁在某一对应应力水平

下所发生的循环数为 N1袁有 W 1/W=N1/N遥
而构件所承受的应力循环不会一直是一个水

平袁因此在不同的应力循环 滓1袁滓2袁噎袁滓k 下袁所对应

的不同应力循环数为 n1袁n2袁噎袁nk袁得到总的疲劳损

伤为

D=
k

i = 1
移ni /Ni=a/N 渊5冤

式中院ni要要要在第 i 级循环应力水平下的循环次数曰
Ni要要要第 i 级应力水平下的疲劳寿命遥

经计算得到起重机损伤度袁如表 3 所示遥

参数 a一般由疲劳试验确定袁理论上一般取 1袁
但实际工程试验中袁平均值为 0.68遥所以最终寿命计

算公式为

N= 0.68
移Di

渊6冤

经计算袁N=1 194 781.208/次遥
本文选取的起重机数据周期为 2016 年 10 月

25 日耀2016 年 12 月 19 日袁共 55 d遥 该时间一共发生

了 4 633.5 次应力循环袁平均每天发生 84.25 次遥因此

起重机剩余总寿命约为 38.85 年遥 本文研究的起重

机是 2015 年 4 月 20 日投入使用袁通常岸边集装箱桥

式起重机的使用年限为 40 年袁经计算该结果基本与

实际相符遥
3 结束语

本文对 65 t 岸边集装箱桥式起重机进行周期为

55 d 的应力数据采集监测袁并将其整理为时间-应力

曲线遥 再将时间-应力曲线数据经过等值压缩尧峰谷

值提取等处理袁经过雨流计数法的统计尧Goodman 法

的应力修正和 Miner 疲劳累积损伤法则的计算袁得
到了在 99%的存活率下袁在役岸边集装箱桥式起重机

的剩余疲劳寿命约为 38.85 年遥 根据定期实测数据

计算得到的剩余寿命袁有助于判断起重机在监测数据

周期内的工作级别遥 同时为使用人员对起重机的使

用频率和检定周期起到参考和指导作用袁也为生产

厂家提供了参考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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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值/MPa ni Ni Di

47.33 0.5 9.250伊105 5.40774伊107

32.55 0.5 2.067伊107 2.41896伊108

23.05 1.5 3.623伊108 4.14022伊109

10.73 7 2.064伊1011 3.39147伊1011

7.53 13.5 3.899伊1012 3.46243伊1012

4.92 26.5 1.332伊1014 1.98949伊1013

3.12 193 5.837伊1015 3.30649伊1014

1.29 4390.5 8.894伊1018 4.93647伊1016

表 3 测试点应力数据损伤表 1冤

注院1冤Di 为不同幅值情况下对应的损伤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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