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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basis of the running wire rope security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rocess, 

combined with the methods of acoustic emission nondestructive testing, security evaluation to 

running state of wire rope was realized. Moreover, wire rope information and users information 

were brought into management system to realize the informatization and high efficiency and make 

users information be under unified management. From the demand analysis and feasibility analysis 

of wire rope security evalu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general design of the system was obtained, 

and then the system was developed by using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as background database 

and visual programming tools Visual Basic 6.0. The system mainly includes login module, online 

evaluation module, wire rop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odule, users management module, data 

security module, software information module and help module, and could meet the needs of wire 

rope security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after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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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基于钢丝绳运行中对安全及信

息的管理过程，结合声发射无损检测方法，

实现对钢丝绳运行状况的安全评价；同时，

将钢丝绳信息、用户信息纳入管理体系，实

现对钢丝绳管理的信息化、高效化，以及对

用户信息的统一管理。通过对钢丝绳安全评

价及管理系统进行需求分析和可行性分析，

进一步完成了系统的总体设计，利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作为后台数据

库，结合Windows下可视化编程工具Visual 

Basic 6.0进行了系统开发。系统主要包括登

录、在线评价、钢丝绳信息管理、用户管理、

数据安全、软件信息、帮助模块，对系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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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试后，可以满足钢丝绳安全评价及管理

工作的需要。 

关键词: 钢丝绳；安全评价；声发射；数

据库 

1．引言 

在石油化工、交通运输、冶金、煤炭、

港口、旅游架空索道与缆车等行业和部门，

钢丝绳作为承载、牵引过程中的重要部件，

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1]。然而，由于在使

用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钢丝绳会出

现不同程度的腐蚀、磨损、断丝等现象，使

其使用强度降低，甚至发生断裂[2]。它的承

载能力和损伤情况会对生产的有序进行和

人生财产的安全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实

现对使用中的钢丝绳断丝现象进行有效的

安全监测意义重大。目前，主要采取定期“眼

观”、“手摸”等办法来检查钢丝绳的状态，

或采用强制性定期更换钢丝绳的办法来保

证安全。但是，人工检查不但耗费了巨大的

人力而且不能够实时地保证钢丝绳的安全；

同时，强制性定期地更换钢丝绳会产生巨大

的浪费[3]。因此，对钢丝绳的安全状况进行

在线评价是刻不容缓的。另一方面，工程中

使用的钢丝绳类型广泛、数目巨大，人工进

行信息管理耗时、耗力，易出现错误，不易

于保存。因此利用计算机在数据处理上的优

势，对钢丝绳的信息进行存储和管理，有利

于向高效、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基于

上述需求，开发出合理的钢丝绳安全评价及

管理系统是非常必要的。 

2．系统分析和总体设计 

2.1  需求分析 

通过调查企业内部对钢丝绳安全评价

的需求以及钢丝绳信息的管理方式并进行

仔细分析，要求系统具有以下功能： 

[1] 要求系统具有良好的人机交互界

面，便于操作人员的操作； 

[2] 完全人性化设计，无需专业人士指

导，即可操作本系统； 

[3] 利用声发射技术对钢丝绳安全进

行评价和安全预警； 

[4] 规范、完善的钢丝绳基础信息； 

[5] 方便的、全方位的数据查询、修改

功能； 

[6] 对查询到的记录进行打印； 

[7] 系统具有数据备份及数据还原功

能，能够保证系统数据的安全性； 

[8] 用户可自行修改密码。 

 

2.2  可行性分析 

本系统的开发主要包括对钢丝绳运行

状况进行安全评价及预警和对数据库中的

数据进行操作。考虑到系统的功能要求，在

系统的技术实现上可以使用Visual Basic 

6.0 开发工具与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相结合进行软件开发。Visual Basic 6.0组件

功能强大，可以实现系统的各项功能操作，

并提高开发软件的效率和软件安全性。同

时，微软提供的SQL Server 2000具有较高的

数据安全性与可维护性，本系统在投入使用

后，后期数据维护比较容易，因此，本系统

的开发是可行的。 

2.3  总体设计 

钢丝绳安全评价及管理系统主要由登

录、在线评价、钢丝绳信息管理、用户管理、

数据安全、软件信息、帮助等模块组成。 

 （1）登录模块 

 该模块主要用于对登录系统的用户进

行安全性检查，以防止非法用户进入系统。 

（2）在线评价模块 

该模块基于声发射检测技术，对钢丝绳

的运行状况进行安全评价和预警。 

（3）钢丝绳信息管理模块 

该模块主要用于钢丝绳基本信息的存

储、修改、删除、增加、查询、打印、等操

作。 

（4）用户管理模块 

该模块主要用于对用户信息的管理以

及用户自行修改密码。 

（5）数据安全模块 

该模块用于对数据库进行数据备份与

恢复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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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软件信息模块 

该模块包括软件说明及关于系统信息。 

（7）帮助 

该模块主要对初次使用系统的用户给

出操作的帮助信息。 

系统的功能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系统功能结构图 

3．系统实现 

3.1  系统数据库设计 

选择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数据库

管理系统为系统运行提供后台服务，数据库

的名称为“钢丝绳信息”，数据库中包含钢

丝绳信息表、用户信息表。其中，钢丝绳信

息表用于保存钢丝绳的型号、股数等基本信

息，同时为钢丝绳安全评价提供数据支持，

其中不允许为空的为钢丝绳型号。用户信息

表用于保存用户的基本信息。 

3.2  系统登录 

启动系统后，首先弹出欢迎界面，点击

“欢迎进入系统”按钮后，弹出系统登录窗

口。系统登录主要用于对登录系统的用户进

行安全性检查，以防止非法用户进入该系

统。只有合法的用户才可以登录系统，如果

用户的用户名或密码错误，系统给出相应的

提示。在界面的状态栏中显示操作员信息及

系统时间。系统登录界面如图2所示。 

 
图2 系统登录界面 

3.3  在线评价 

声发射作为一种先进的无损检测技术，

能够有效的检查出材料损伤过程所发出的

瞬态弹性波，如裂纹扩展、纤维断裂等。因

此利用声发射技术可以完成对各种产品和

结构中可能发生的缺陷、故障进行预报，以

保障其安全运行，在设备的在线监测中具有

重要的地位。在多年的生产实践和研究中发

展起来的声发射参数分析法是对信号处理

的一种经典分析法，目前仍然在声发射检测

中被广泛使用，并已被证明在多数情况下可

以解决工程实践中的问题。对声发射信号进

行频域谱分析作为重要的辅助分析手段，可

以更好地判断缺陷类型。 

在线评价模块基于声发射检测手段，利

用声发射信号的参数分析法结合频域谱分

析法对钢丝绳声发射信号进行处理与分析，

实现对钢丝绳断丝率的计算以及对钢丝绳

运行状况的安全评价与预警功能。在线评价

模块建立在大量实践经验上，直观易操作，

实现了对钢丝绳声发射断丝信号的判断并

且为进行安全评价提供了依据。安全评价以

及预警功能的实现，极大地方便了对声发射

源特性的考察，并且实现了对缺陷的实际有

害程度的评估，便于及时制定检修计划，从

而实现在工程应用中有效预报出潜在危险，

降低事故发生可能性以及维修成本。由于本

软件界面设计采用VB 6.0，使得系统界面清

晰直观，易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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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首先选择钢丝绳型号，该型号钢丝

绳的参数为下一步进行的安全评价提供数

据支持；接着输入幅值、绝对能量、频谱范

围等参数，利用参数分析法结合频域谱分析

进行参数处理，界面显示断丝率，并对钢丝

绳运行状况进行安全评价给出可能的预警。

运行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在线评价界面 

3.4  钢丝绳信息管理 

钢丝绳信息管理模块主要用于对钢丝

绳基本信息的存储、修改、删除、增加、查

询、打印、等操作。钢丝绳信息表中储存了

钢丝绳的型号、股数、股钢丝数、形式、绳

芯、捻距、直径、单丝直径、制造厂商、生

产日期信息。用户可以通过钢丝绳股数、捻

距、直径等字段查询相关记录，同时，可以

对所有记录进行修改、删除、增加及打印等

操作。其原理为：利用VB的adodc控件连接

数据库，同时作为datagrid控件的数据源来

显示所有记录；另一方面利用SQL语言中的

查询、添加、删除、修改等语句来实现相应

的功能。界面设计简单明了，主要包括状态

栏、工作区，为用户提供了便捷的访问路径。

其中，状态栏显示系统运行时间和用户信

息，工作区内显示了所有的信息记录及对应

的功能按钮。钢丝绳信息管理界面如图4所

示。 

 
图4 钢丝绳信息管理界面 

3.5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模块主要由用户信息、密码修

改组成。用户信息中包含了用户的用户名、

密码、资格等信息，为了对私人信息进行保

护，只有拥有权限的用户可以进入该模块，

同时系统提供相应的查询、修改、增加、删

除功能；所有用户可在登录成功后对其密码

进行修改，系统要求用户两次输入新密码，

只有在两次输入密码相同的情况下才可以

完成修改。用户信息界面如图5所示。 

 
图5 用户信息界面 

3.6  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模块主要由数据库备份与恢

复组成。为了防止意外事件发生，如病毒、

硬盘的损坏或突然掉电等，管理员需要经常

做好数据库的备份，就是把当前的数据库文

件复制到另一个目录。数据库恢复是数据库

备份的逆操作,就是把备份的数据库文件覆

盖到当前目录。数据库备份与恢复界面如图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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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数据库备份与恢复界面 

3.7  其他模块 

软件信息模块包括软件说明及关于系

统信息，其中“软件说明”主要介绍系统开

发的依据标准以及系统需求；“关于系统”

主要介绍系统的基本信息。帮助模块用于对

初次使用的用户给出帮助信息，利于操作者

更好的使用。“重新登录”只是在用户已经

登录的情况下，重新返回登录模块，主要用

于用户的切换。 

4．结束语 

（1）本文针对钢丝绳运行中对安全及

信息管理的实际需要，建立了一个实用的钢

丝绳安全评价及管理系统，通过声发射检测

法实现对钢丝绳断丝信号的判断，并给出运

行状况的安全评价及预警；同时，实现了对

钢丝绳信息、用户信息的存储，并且提供查

询、修改、打印等功能。 

（2）通过为用户分配权限来保证数据

的一致性、保密性；数据库的备份与恢复保

证数据的安全可靠。 

（3）系统采用良好地人机对话模式，

界面设计友好，使操作者无需具备专业的计

算机知识，便可完成所有操作。 

（4）系统在Windows XP及Windows 7 

(x86)平台下进行测试后，可以稳定运行，

同时，满足对钢丝绳运行状况安全评价及管

理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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