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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 和 的修订版 其初版 是我国在

大量试验验证的基础上参照 自行编制的标准 当时为测试方法标准 其限值部分为

中的一条 年的修订版将测试方法和限值标准合并于一起 其内容主要参照了

第一版和此后的一些新的修订文件 其修订版 为测试方法标准

为限值标准 本标准经过十多年的贯彻执行 证明我国电机振动的质量水平和检测

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标准要求的能力 所以本次修订的标准为等同采用 对于修订

后本标准范围未包括的电机 可考虑制定专业标准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和

本标准的附录 为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机械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旋转电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 广州电器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施庆圆 陈业绍 姚大坤 杨明 黄世观

本标准委托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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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电工委员会 是一个包容所有国家电工技术委员会 国家委员会 的世界性标准化

组织 的宗旨在于促进国际间在电气和电子技术领域内所有标准化问题的合作 为此 除其他活动

外 还颁布国际标准 标准的起草工作委托各技术委员会进行 对所涉及的专题感兴趣的任一

国家委员会可以参加标准起草工作 与 有联系的国际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也可参予标准的起草工

作 与国际标准化组织 按照协议确定的条件密切地合作

关于技术专题的正式决定或协定 尽可能地表达了国际间对有关专题的一致意见 因为每

一技术委员会代表了所有对该专题感兴趣的国家委员会

制定的供国际间应用的文件具有推荐性 以标准 技术报告或导则形式予以颁布 在这种意义上

为各国家委员会所接受

为促进国际间的一致 各 国家委员会明确保证在他们的国家或地区标准中尽可能采用

国际标准 相应的国家或地区标准若与 标准之间有任何差异都应当在该标准中清楚地加以说明

不提供表明其批准的识别程序 对宣称符合其标准的任何设备也不承担责任

应注意这种可能性 本国际标准的某些部分可能是专利权内容 对部分或全部识别这种专利权

不承担任何责任

国际标准 是由 第二技术委员会 旋转电机 起草的

第二版废除和替代 年出版的第一版

本标准的正文是基于下述文件

国际标准草案最后文本 表决报告

为批准本标准而进行表决的全部资料可参阅上表中列出的表决报告

附录 仅作为信息性资料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轴中心高为 及以上

电机的机械振动

振动的测量 评定及限值 代替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脱离开任何负载或原动机的旋转电机在规定条件下振动的测量方法和限值

本标准适用于轴中心高为 及以上 额定输出为 以下 额定转速为 到

的直流电机和三相交流电机

对于立式电机和凸缘安装的电机 本标准仅适用于能在自由悬置状态下进行测量的电机

本标准不适用于在运行地点安装的电机 三相换向器电动机 单相电机 单相供电的三相电机 立式

水轮发电机 永磁发电机或串励直流电机

注 在运行地点测量的电机参照 基础文件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 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在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 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本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机械振动与冲击 术语

旋转机械转轴径向振动的测量与评定 第一部分 总则

往复式和旋转式机械的机械振动 对测量振动烈度仪器的要求

机械振动 平衡 轴与配键常规

机械振动 测量非旋转部分机械振动的评定 第 部分 通则

转轴振动测量系统 第 部分 由转轴辐射振动的相对和绝对信号的发送

定义

本标准采用的定义按 和第 章中有关标准的规定

测量量值

概述

振动测量量值是电机轴承处的振动速度和电机轴承内部或附近的轴相对振动位移

振动烈度

电机轴承振动烈度的判据是振动速度的有效值 以 表示 在规定的诸测量点中所测得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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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表示电机的振动烈度 见

感应电动机 特别是二极电机 常常会出现二倍转差频率振动速度拍振 在这种情形下 振动烈度可

由下式确定

其中 最大振动速度有效值

最小振动速度有效值

轴相对振动

轴相对振动所采用的判据应是沿测量方向的振动位移峰峰值 见

测量设备

振动烈度的测量设备应符合 的要求

轴相对振动测量设备应符合 的要求

电机安装

电机的振动与其安装有密切的关系 就评价旋转电机的平衡和振动而言 为了保证试验的重复性和

提供可供比较的测量数据 则需要在适当的规定试验条件下 对单台电机进行测量

自由悬置

将电机悬挂在弹簧上或安装在有弹性的支撑件 弹簧 橡胶垫等 上 在 规定的条件下 电机及

其自由悬置系统沿六个可能自由度的固有振动频率应小于相应被试电机转速频率的三分之一 悬置系

统应具有的弹性与额定转速的关系可从图 中确定

刚性安装

电机应紧固在坚硬的底板上

在电机底脚上 或在座式轴承或定予底脚附近的底座上 的水平与垂直两方向所测得的最大振动速

度应不超过在邻近轴承上沿水平或垂直方向所测得的最大振动速度的

注

此项要求确保了试验安装的整体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固有频率不会出现在下述范围

电机旋转频率的

二倍旋转频率的

一倍和或二倍电网频率的

底脚振动为轴承振动速度 的比率对每转发生一次的振动和二倍电网频率的振动都是正确的 如欲评价后

者

运行环境的判定

在 和 中描述的支撑系统可看作为仅容许外部对电机有微小干扰的无源环境 如果电机在

静止状态时的振动烈度超过运行时振动烈度的 则应属于有源环境 此时本标准不适用 见



注 为了降低悬置系统的质量和转动惯量对振动烈度等级所产生的影响 弹性支撑的有效质量应不大于被试电机的

十分之一

图 最小弹性位移与额定转速的关系

测试条件

键

对轴伸带键槽的电机 测量振动和校平衡时应填充一个半键

注 可采用一个半高全长的半键或全高半长的半键 置于键槽轴向中央 见 中

测量点

振动速度测量点

对带端盖式轴承的电机 测量振动烈度等级适合的测点和方向如图 所示 对不拆卸零部件不可能

按图 布置测点的电机则按图 所示位置 对具有座式轴承的电机见图

轴相对位移的测点

应把非接触式传感器安装在轴承内部 或安装在轴承盖附近 如轴承内无法安装时 直接测量轴径

向的相对位移 所推荐的径向测点位移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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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用于电机的一端或二端推荐测量点

图 不拆卸零部件电机不能按图 测量时的测量点

图 座式轴承的测量点



图 测定轴相对位移推荐的传感器圆周位置

测试条件

电机应在空载 诸相关参量为额定值的状态下进行测量 交流电机应在 的 规定

的实际正弦波条件下运行

除非另有规定 测量应在每一规定转速或额定转速全范围内进行 在每一试验转速下运行时的振动

均不可超过表 所示限值

对于双向旋转电机 振动限值适用于两个方向

振动传感器

测振传感器与电机表面的接触应按照传感器制造厂的规定 不得干扰被试电机运行时的振动状态

为此 传感器装置的总偶合质量应小于电机质量的五十分之一

轴承座振动限值

振动烈度限值

如第 章所规定的两种安装条件 轴中心高 及以上直流和三相交流电机的振动划分为三种

振动等级 常规级 降低级 特殊级 烈度限值见表

交流电机二倍电网频率振动速度的限值

二极电机有明显二倍电网频率振动 为了正确评定这部分振动成份要求电机遵循 中的规定进

行刚性安装

对轴中心高 的二极电机 上述评定应作为基本的电机型式试验的内容 以确定明显的

二倍电网频率振动的存在

轴中心高 并具有二倍电网频率振动的电机测量时应以刚性安装 且不应超过表 中

轴中心高 刚性安装时的振动限值

轴向振动

轴承轴向振动与轴承的功能及轴承的结构有关

对推力轴承 轴向振动与推力波动有关 这种振动会损坏滑动轴承的金属衬料或滚动轴承的零件

这些轴承的轴向振动应和径向振动同样考虑 并符合表 限值

如轴承无轴向限制结构时 由制造厂和用户事先协议确定 可采用较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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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轴中心高 的振动烈度限值 有效值

振动

等级

额定转速 电机在自由悬置状态下测量 刚性安装

注

如未规定级别 电机应符合 级要求

级电机多用于机床驱动中 级电机用于对振动要求严格的特殊机械驱动 级仅适用于轴中心高

的电机

对要求比表 中数值更小的电机 推荐从数系 和 等中选取限值

对于轴中心高大于 的电机 两种安装方法均适用 除非另有协议 可由制造厂选择安装方式

制造厂和用户应考虑到检测仪器可能有 的测量允差

一台电机 自身的平衡较好 符合表中的级别 但当安装在现场中受各种因素 如地基不平 被驱动机械的反

作用等的影响 也会显示很大的振动 另外 由于所驱动的诸单元的固有频率与电机旋转体少量残余不平衡

激励频率极为接近也会引起振动 在这种情形下 不仅只是对电机 而且对装置里的每一单元都要检验

以相同机座带底脚卧式电机的轴中心高作为无底脚电机 上脚式电机或立式电机的轴中心高

轴相对振动限值

建议仅对有滑动轴承 额定功率大于 的二极和四极电机测量轴相对振动 至于安装轴测

量传感器的必要规定由制造厂和用户事先协议确定

带滑动轴承的电机按特定规定安装振动测量传感器时 其规定的轴相对振动位移的限值见表 这

些限值是第 章要求的补充

表 最大轴相对振动 和最大径向跳动的限值

振动等级 极数 最大轴相对位移 最大径向跳动

注

等级通常是对驱动关键性设备的高速电机规定的

所有限值适用于 和 两种频率的电机

最大轴相对位移限值包括径向跳动 径向跳动的定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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