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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带有梯子的平台 

B.3.2 平台 

根据 A.3.4（公式 A.12）来计算使用者数量： 

n=Apr/0.36=1.0/0.36=2.77 向上进位得 n=3 

平台上总垂直负载（查表 A.1 得） 

Ftot;v=2516 牛顿 

平台上总水平负载（根据 A.4 计算公式得） 

Ftot;h=0.1Ftot;v =252 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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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 围栏 

围栏是线状部件，需考虑两部分：使用者负载和围栏负载 

围栏上使用者数量（根据 A.4 计算公式得） 

n=Lpr/0.6=1.0/0.6=1.67 向上进位得 n=2 

总垂直负载（查表 A.1 得） 

Ftot;v=1948 牛顿 

围栏上线性载荷为： 

qv= Ftot;v / Lpr =1948 牛顿/米 

总水平负载 

qh=0.1qv =195 牛顿/米      

注：此负载已经包括在围栏负载里面，不需要重新考虑 

根据 A.2.6.6 围栏水平载荷是 750 牛顿/米. 

B.3.4 梯子 

根据 A.3.2 的要求，每个梯子的横档应该可以承载至少一个人。 

Ftot;v=1391 牛顿 

此梯子根据 A.2.6.5,可以根据所有横档的长度和来确定使用者的

数目。 

所有横档的长度和：6X0.35=2.1 米 

使用者数目可以根据 A.3.3 来确定(公式 A.10) 

n=Lpr/0.6=3.5 向上进位得 n=4 

此梯子可以承载 4 个人（参见 A.2.2.c） 

Ftot;v =10X(4X53.8+1.64X9.64)X(1+1/4)=3084 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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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表 A1 也可以如此计算： 

Ftot;v =4X839=3356 牛顿 

B.3.5 设备整体          

可以根据每个单个部件的负载叠加来确定整体的负载。当然，也

可以考虑由于使用者的增加而产生的平均负载下降的效果 

平台： n=2.77 

围栏(4): n=4X1.67=6.68 

梯子：n=3.5 

总计：n=12.95 

向上进位得 n=13 

根据表 1 得到的总垂直负载是： 

Ftot;v =13X674=8762 牛顿 

注：也可以根据 A.2.2c)得到更为精确的值 

总水平负载，根据公式 A.4 计算得到： 

Ftot;h= 0.1Ftot;v=876 牛顿         

注 2： 总水平负载包括 3 个作用于不同地方的水平负载（平台，

梯子，围栏）。 

B.4 计算作用于秋千椅上的负载 

对于图 B2 的秋千椅，由于运动产生的负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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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 是水平负载（单位：牛顿） 

Fv 是垂直负载（单位：牛顿） 

Ft 是合成负载（单位：牛顿） 

g 是重力加速度（=10m/s2） 

Gs 是秋千的自重（单位：公斤） 

Gn 是根据 A.2.2a)确定 

n 是根据 A.2.6.1 确定的使用者数目 

Ch,Cv,Cr 是根据秋千的最大摆角max 和在确定角度确定的负载

系数。 

秋千设备的质量包括摇摆平面的质量和绳索（绳子，杆子，链条）

的一半的质量。 

在秋千椅上的负载是可变的，同时也包括永久负载（秋千自重）。 

由于永久载荷和可变载荷而引起的载荷系数变化是不大的，可以

忽略的。 

Fh,Fv,Fr 可以被认为是可变的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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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 秋千上的载荷 

表 B1： 秋千的载荷系数 

 

B.5 秋千上负载范例（不包括安全系数） 

秋千平台 

秋千平台包括一个橡胶轮胎（内部带有钢丝网），由四根链条挂

起（参见图 B.3） 

直径：1.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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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和网的重量：50 公斤 

链条重量：10 公斤  

 

图 B.3 单点连接的秋千示例 

计算： 

秋千部件的质量： 

Gs=50+(1/2x10)=55 公斤 

秋千平台的外周长： 

L=XD=3.14X1.0=3.14 米 

使用者数量： 

n=L/0.6=3.14/0.6=5.23 进位得 n=6 

使用者的体重 (参见公式 A.1) 

Gn=nXm+1.64Xn=6X53.8+1.64X9.6X6=361 公斤 

最大摇摆角度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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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秋千平面是通过链条连接的，所以 

max = 800 

当合成负载 Fr达到最大值，链条受力最大（参见公式 B.5） 

     =00时，合成负载的负载系数最大： 

Cr=2.653 

Fchains=CrXgX(Gn+Gs)=2.653X10X(361+55)=11036 牛顿 

当负载系数 Cv达到最大值时，垂直受力最大（参见公式 B.4） 

     =00时，负载系数： 

Cv=2.653 

Fv=CvXgX(Gn+Gs)=2.653X10X(361+55)=11036 牛顿 

这个时候的水平负载的负载系数是： 

Ch=0 

Fh=0 牛顿 

当负载系数 Ch达到最大值时，水平受力最大（参见公式 B.3） 

     =42.60时，负载系数： 

Ch=1.26 

Fh=ChXgX(Gn+Gs)=1.26X10X(361+55)=5242 牛顿 

这个时候的垂直负载的负载系数是： 

Cv=1.372 

Fv=CvXgX(Gn+Gs)=1.372X10X(361+55)=5708 牛顿 

B.6 计算滑道的负载 

下面是对于滑道上绳索最大负载的计算。 此计算是假设绳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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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的（沿着直线滑行） 

如果使用表 B2，则不需要计算了 

计算绳索质量的一半： 

Gc=1/2gclc                            (B.6) 

Gc是绳索质量的一半（单位：公斤） 

U0 是绳索的开始的静态变形量（由于自重和滚轮装置重量 

Gc+Gr）（单位：米）（参见图 B.4） 

U 是在使用时的动态变形量（Gc+Gr+Gn）（单位：米）（参见图

B.4） 

Gc是绳索的每米的重量（单位：公斤） 

lc是滑道的长度（单位：米） 

Gr是滚轮装置的重量（单位：公斤） 

Gn是根据 A.2.2a)算出的使用者的质量 

n 是使用者的数量 （传统的滑道 n=2） 

 

图 B.4 滑道的变形 

注 1： 初始静态变形 U0即便很小，也会对绳索产生高应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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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支撑件和地基产生高负载。即使是微小的温度变化也不能忽

略了，因为这会造成在绳索应力方面有极大的变化。 而变形量

小又会使滑行到了端部还不减慢速度，这会造成其他方面的危

险。 

绳索的总应力 Ttot 可以计算得到： 

Ttot = Tpr +T 

Ttot是绳索的最大应力（单位：牛顿） 

Tpr 是静态张力，是由于绳索自身重力，滑轮和预张力（单位：

牛顿） 

T 是由于使用者的重量引起的张力（单位：牛顿） 

预张力计算公式： 

Tpr=( Gc+Gr）X g/2               (B.8) 

g 是重力加速度（=10m/s2）  

是初始变形=U0/(1/2lc)            (B.9)         

U0 是在绳索中间的静态变形（由于自重，滚轮重量和预张力） 

注 2：一段时间后，初始变形 U0 会由于绳索的拉伸而增大。这

会减小绳索的最大张力（更安全） 

计算由使用者引起的张力 

  

Ec 是绳索的弹性（单位：牛顿/平方毫米） 

Ac是绳索的截面积 （单位：平方毫米） 

p 是相对最大的动态变形=u/(1/2lc), 从下面的公式中求出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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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是预张力=Tpr/(EcAc)                           (B.12) 

C 是常数=4（Gc+Gr+Gn）Xg/(EcAc)              (B.13) 

注 3： P 的安全值可以如下得到： 

 

B.7 滑道上的负载示例（无安全系数） 

数据： 

滑道： 

长度：60 米 

初始静态变形：全程的 1% 

绳索：6X36 钢丝绳 

额定直径：12 毫米 

重量：0.602 公斤/米 

钢截面：66.24 平方米 

弹性： 105 000 牛顿/平方米 

极限载荷：101 千牛 

滚轮： 

重量： 10 公斤 

使用者： 

2 个儿童重量： 13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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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变形计算（参见图 B.4） 

U0=0.01X60=0.6 米 

相对初始变形 （参见公式 B.9） 

=U0/(1/2lc)=0.6/(1/2X60)=0.02 

绳索一半质量（参见公式 B6） 

Gc=1/2gclc=1/2X0.602X60=18 公斤 

滚轮质量： 

Gr=10 公斤 

两个儿童质量： 

Gn=130 公斤 

绳索的预张力 (参见公式 B.8)：     

Tpr=( Gc+Gr）X g/2=（18+10）X10/(2X0.02)=7000 牛顿 

预张力系数（参见公式 B.12） 

=Tpr/(EcAc)=7000/(105000X66.24)=0.00100644 

常数（参见公式 B.13）                           

C=4（Gc+Gr+Gn）Xg/(EcAc)=4(18+10+130)X10/(105000X66.24) 

=0.00090867 

B.11 可以这样解答： 

 

P3+0.02P2+0.0036258P-0.0008361548=0 

可以满足公式的 p=0.07625 

现在附加的动态张力（参见公式 B.10）可以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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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索总张力（参见公式 B.7）: 

Ttot = Tpr +T=7000+18828=25828 牛顿 

表 2 给出了根据一些实际案例计算出来的最大绳索张力，此表可

以应用到所有满足下列参数的绳索： 

-绳索重量 0.75 公斤/米 

-绳索弹性  110 000 牛顿/平方米 

-净横截面  80 平方毫米 

-滚轮重量  25 公斤 

-使用者重量  130 公斤 

表 2：绳索最大动载（单位：千牛顿） 

初始变形 绳索长度 

米 1% 2% 3% 4% 5% 

20 

30 

40 

50 

60 

28.0 

28.3 

28.6 

29.0 

29.3 

23.6 

23.8 

24.1 

24.3 

24.6 

19.5 

19.7 

20.0 

20.0 

20.4 

16.2 

16.4 

16.6 

16.8 

17.0 

13.6 

13.8 

14.0 

14.1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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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结构强度测试 

C.1 通过/不通过标准 

C.1.1 加载要求 

应该可以在测试样品上加载荷（参见 C.2）5 分钟 

C.1.2 不通过判定 

测试结束后测试样品应该没有过多的变形，裂纹或损坏，连接不

能有松动 

测试结束后，样品仍应该满足此标准所有条款要求，否则就可以

认定是样品出现过多的变形 

C.2. 测试负载 

C.2.1 合成负载 

需使用以下的合成载荷： 

 

G 是 A1 中给出的永久负载 

Qi 是 A2.2 到 A2.6 给出的可变负载之一 

G;t 是在计算中采用的永久负载的部分安全系数(在所有情况下

都为 1.0) 

Q;t 是在计算中采用的可变负载的部分安全系数(参见 C2.2 或

C.2.3) 

 没有必要将独立的可变负载（如风和使用者负载）叠加，但是

同一负载作用于不同方向（如水平负载和垂直负载）需要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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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试时永久负载存在，但是由于与可变负载相比，永久负载很

小（很多情况下），所以永久负载不需要附加安全系数。 

C.2.2 对于一个系列相类似的产品，不需要每个都进行加载测

试，则必须使用下面的安全系数 

Q;t=0 （有利条件下）             

Q;t=2（不利条件下）             

 C.2.3 当每个产品都需要测试时，则须使用下面的安全系数 

Q;t=0 （有利条件下）             

Q;t=1.35（不利条件下）             

C.3 加载 

C.3.1 点载荷 

当加载时，下面的尺寸不能超过： 

-线型部件 l0.1 米 

-平面型部件 a0.1 米 X0.1 米 

L 是测试载荷的长度 

a 是测试载荷的面积 

为了模拟负载是由一个人产生的，需要负载加在长度不超过 0.1

米的测试板上面 

C.3.2 线型负载 

线型负载可以看做是点负载平均分布在 0.6 米的长度内，负载下

测试板的长度不得超过 0.6 米 

C.3.3 面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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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负载可以看做是点负载平均分布在 0.6 米 X0.6 米的范围内，

负载下测试板的长度不得超过 0.6 米 X0.6 米 

C.4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应该符合 EN ISO/IEC 17025 的要求，包括 EN1176 这

个标准号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