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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 6404((齿轮装置的验收规范》分为两部分，

    — 第1部分:空气传播噪声的试验规范;

    — 第2部分:验收试验中齿轮装置机械振动的测定。

    本部分为GB/T 6404的第2部分，对应于ISO 8579-2:1993((齿轮装置的验收规范 第 2部分:验

收试验中齿轮装置机械振动的测定》(英文版)

    本部分代替GB/T 8543-1987,

    本部分等同采用ISO 8579-2:1993。为方便使用，本部分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 按照汉语习惯对一些编排格式进行了修改;

    —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 删除了ISO 8579-2的前言。

    本部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和附录D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齿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由郑州机械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陈爱闽、张元国、王长路、王琦、杨星原、王长明、魏建芳、王德俊、孟令召、

解晓辉、阳培。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T 8543-19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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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齿轮装置的验收规范

第2部分:验收试验中齿轮装置

        机械振动的测定

范围

    GB/T 6404的本部分适用于具有独立箱体的闭式增速和减速齿轮装置机械振动的测定。规定了

箱体和轴振动的测定方法以及测定振动级的仪器类型、测量方法和测试步骤。包括了验收中的振动

等级 。

    不包括齿轮系统扭转振动测量。

    GB/T 6404的本部分仅适用于在制造者的试验设备上验收试验的，且在设计速度、载荷、温度范围

和润滑条件下测试和运行的齿轮装置

    如经协商一致，齿轮装置也可在其他地方测试，但应在制造者推荐的条件下运转?

    对于在现场测量齿轮装置的振动可能还需要其他关于振动评价的标准。

    GB/T 6404的本部分不适用于一些特殊的或辅助性的齿轮装置，如与齿轮装置做成一体的压缩

机、泵、透平等以及不传递动力的齿轮装置。

    注 对这些装盆的试验验收限制应分别予以说明 然而，经协商，对这些装置可以使用本标准或其他合适的标准。

    振动测量中可能要求一些特殊的条款，如:测量方式和验收级别应由制造者和用户协商确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6404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下述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适用于

本部分

    ISO 2041;1990 振动和冲击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6404的本部分使用ISO 2041:199。中的定义和下列给出的定义

非接触式传感器 non-contact transducer

将距离或位移转换成与其成比例的电信号的传感器。

3.2

加速度 acceleration

表征速度对时间导数的矢量(ISO 2041;1990,1.3),
注:见 附录 A

3.3

位移 dis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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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位移 relative displacement

    表征物体或质点相对于某参考位置变化的矢量(ISO 2041:1990,1.1)

    注:见附录A

3.4

    频率响应 frequency response

    输出信号表征为输入信号频率的函数。频率响应通常用曲线图给出，以表达输出信号与作为频率

函数的相位移或相角(根据需要选用)之间的关系((ISO 2041:1990,B.13)

3.5

    峰峰值(振动的)peak-to-peak value (of a vibration)

    振动量的最大值间的代数差(ISO 2041:1990,2.35)0

3.6

    均方根值 root-mean-square value
    r. m. s值 r. m, s value

    对于单值函数f(t)，在，} -ti区间的均方根值为在该区间函数值平方的平均值，再取其平方根。
    注 1:单值 函数 ((t)在 t, -t;区间的均方根值为

均方根值一[丁‘一，(t)ldt/(，一，」”
    注 2:在振动理论中，振动的均值等于零。此时，均方根值等于标准偏差(o)，均方值等于方差(a0)o (ISO 2041

          1990, A. 37) o

3. 7

    传感器 transducer

    接收并输出能量的装置。它将从一个系统接收到的量转换成所需要的量输出到另一个系统，输出

量的类型可以和接收量的类型相同，也可LA不同(ISO 2041:1990,4.1),

3. 8

    速度 veloci妙

    相对速度 relative velocity

    表征位移对时间导数的矢量(ISO 2041;1990,1.2),
    注 见附录 A

3.9

    振动 vibration

    描述机械系统运动或位置的量值相对于某一平均值或大或小交替地随时问变化的现象。

(ISO 2041:1990,2.1)。

概述

4.1 系统

    齿轮装置应在将系统影响减到最小的状态下测试〔见附录B)口

4.2 系统的影响

    齿轮制造厂不能控制的因素可能会对现场齿轮装置的振动等级产生影响，附录B中列出了一些影

响因素。在传动系统的设计阶段就应对整个系统的振动进行估计，对系统的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对检

验的责任应明确规定严格执行

4.3 箱体和轴的测，

    齿轮装置的振动有两种测量形式:一种是测量箱体的振动;另一种是测量轴的振动。对采用滚动轴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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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作支承的齿轮装置，当轴承径向问隙较小，轴承和箱体间的相对运动也较小时，应优先选用箱体振动

测量 。

    对采用普通滑动轴承作支承的齿轮装置，采用轴振动测量或箱体振动测量均可。但在一定的频率

范围内(典型的为。̂-500 Hz)，采用轴振动测量可获得用箱体振动测量不易得到的详细信息。箱体振

动侧量的优点是有较宽的频率范围和动态特性范围，为轮齿啮合频率的分析提供必要的依据(见第 1

章)。

    由于每种仪器有各自的特点，在给定齿轮装置和运行条件下，要小心选择测量仪器。通常，联合使

用轴振动测量和箱体振动测量以获得齿轮装置轴的绝对运动量

    当验收试验时的运行条件与现场的运行条件有明显的偏差时，振动数据之间的偏差应予考虑。

5 仪器

5.1 类型

    测量振动使用的传感器和仪器，在已知频率范围内，应知道其测量速度和位移的精度 仪器还应有

已知精度的相对于速度或位移或两者的电信号输出。传感器应在标定的范围内使用，标定的范围包括

安装方法以及像温度、磁场、表面精度等主要环境条件。振动仪器系统的类型和使用方法应符合相应的

标准。仪器中最好包括一台带宽不超过1/3倍频程的窄带频率分析仪。

5.1.1 轴振动测f仪器

    轴的振动测量推荐采用非接触式传感器。测量仪器必须能够读出振动位移的峰峰值。当轴的旋转

速度小于3 000 r/min、信号频率小子200 H:且表面摩擦速度小于30。/、时，可采用接触式传感器。
5. 1.2 箱体振动测f仪器

    箱体的振动测量推荐采用地震式传感器。测量仪器应包括一个具有准确的均方根整流特性的电动

式仪器，它能确定振动速度(mm/s)的均方根值。传感器的安装方法会影响传感器的频率响应，传感器

应采用螺钉或螺栓或粘接材料固定。对于轻型的加速度计，如果轮齿啮合的最大基础频率小于

1 000 Hz,振动频率不大于3 000 H:时，可采用磁力固定。不允许采用手持式接触测量。
5.2 测.频率范围

    仪器的测量频率范围应能够测量轴的最低转速和轮齿的最高啮合频率。轴位移频率测量范围应为

0̂ 500 Hz。当采用积分加速度测量时，箱体速度频率测量范围最好是10 Hz-10 000 H:或更高。

5.3 允许误差

    测量仪器系统，包括传感器和读数仪器，在整个运转温度范围内测得的振动等级值的允许误差

为 10%e

5.4 校准

    振动读数仪器应用一个标准信号来校验。并在每次齿轮装置振动测量前后进行调整。

    全部测量设备至少应每2年校准7次。

6 振动测f

6.， 轴的振动测It

    轴的振动位移应相对于箱体进行测量 应使用非接触式传感器，传感器应安装在尽可能靠近轴承

的地方并且固定在箱体刚性较好的部位。应测量轴3个相互垂直方向上的振动，其中的一个方向应与

轴线平行。每根轴上有一个轴向传感器是必要的。测点的数量和安装位置由用户和制造厂协商确定

    机械和电器误差不应超过在轴的旋转频率下允许振动位移的25 0o或6 Km，取两者中的较大值。

如果误差与测量值之间保持恒定的矢量与相位的关系，则在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处，被测轴的机械与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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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可从振动的读数值中减去以得到真实的振动级。减去机械和电器误差后得到的实际振动测量值的

允许误差不超过53的规定。

6.2 箱体的振动测11

    应在箱体上刚性较好的部位如轴承座处测量箱体的振动。不应在不支承轴承的箱体部位测量，因

为在这些部位测量不能反映出齿轮装置的性能。测量应在3个相互垂直的方向上进行，3个方向中的2

个必须位于与齿轮回转轴线相垂直的平面内，这个平面最好是水平平面或垂直平面。

    建议在齿轮装置的每一个可从外部接近的轴承位置进行测量。如果无法接近轴承座，则可用离轴

承座最近的安装点。传感器的数量和安装位置取决子箱体的刚性和轴的数量，并应由用户和制造者协

商确定 。

6.3  19f的单位

    测量所用的单位见表to

                                                  表 1

项 目 单 位

  速度

(r. m. s)

              mm/s

dB(基准值:o=5X10 ̀mm/s)

位移〔峰峰值) 卜m

频 率 Hz

7 试验

    齿轮装置振动测量应在制造者的试车试验过程中进行。除非与用户另有协议外，试验的传动装置

由制造者决定。

7. 1 试验系统的连接

    试验传动装置、驱动装置、被侧齿轮装置和加载装置应使用现场工作时的联轴器或具有相同悬伸质

量的联轴器连接

7.2 试验条件

    除非齿轮制造者和用户另有协议外，应使用7. 2. 1-7. 2. 5中给出的条件。

7.2. 1 试验时齿轮装置应在额定速度下运转。如设计用于变速工况，试验应在速度范围内的算术平均

值速度下进行

7.2.2 试验时齿轮装置应按设计给定的方向运转。如果齿轮装置为可逆运转，则在两个方向上都应进

行试验。

7.2.3 试验时齿轮装置应在空载或轻载下平稳运行。

7.2.4 试验测量时应使用工作时的润滑系统，并且润滑油的勃度应和工作时润滑油的豁度相同。

7.2.5 振动测 量时.机器应存论计混度恭围内1F杆

8 验收值

    轴位移和箱体速度测量的评价值见图1和图2.图I和图2是作为比较的公共基础。对给定应用

场合的齿轮装置的验收评价，由制造者和用户协商选取图中的评价值，并与由双方协商选取的测量仪器

获得的侧量值进行比较。验收时，既可以对整个齿轮装置统一使用一个评价标准，也可以对每一根轴或

每个测量位置分别使用评价标准。附录D给出了典型齿轮装置振动的主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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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振动幅值

    图1和图2中的振动特性曲线是对应于频率的关系曲线。注意:这两幅图是经过滤波的测值绘制

而成的。在同一时间内可能测得不同频率下的几个幅值，此时应对照图中曲线分别确定各自频率下的

允许极限值。这种情况下。要求使用频率分析仪器，分析仪器应能识别振动中的不同频率，以便与图中

曲线进行合理的比较。

8.1.1 频率带宽

    知道各种仪器的带宽是必要的，像1/3倍频程或快速傅里叶转换分析仪可能表明一个较高或较低

的值，这些值取决于给定带的频率和随机振动的大小。

8. 1. 2 综合值

    如果不能获得或不知道频谱数据，可用下列给出方法的一种或两种来指导验收。

    a) 如果未经滤波的箱体速度的名义值不超过最大速度等级(见图2)，则测试结果可接受;

    b) 以轴的转速作为名义频率，将未经滤波的轴位移值与图1进行比较。

    注:第 1章中的“测量方式和验收级别应由制造者和用户协商确定，，适用于综合值或频率带宽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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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当频率为。-50 H:时，评价值等子评价曲线的位移值;当频率大于50

                                  图 1 轴振动评价 曲线

                            1000

            颇串/Hz

Hz时 每10倍频程下曲线降价 10 dB

8.2 测f的轴位移评价

    轴位移的峰峰值可用图1进行评价。以包含所有测量的(未经滤波)轴位移的最低线作为齿轮轴的

评价级，对于被测齿轮装置，以所有被测轴上的最高评价级作为齿轮装置的评价级。

8.3 测f的箱体振动评价

    箱体振动速度的均方根值可与图2进行比较评价。以完全包含振动频谱的最低线作为指定测量位

置 的箱体振动速度评价级 ，以所有测量位置上的最高评价级作为齿轮装置的评价级。

1)除非己知 1个或2个主要频率成份引起的振动值是主要的，那么对于用综合(未经滤波)验收来代替经滤波的测

  量值时，使用图 1和图2的值实际上降低了允许振动值(增加了齿轮装置的振动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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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当频率为 45 H2~15叨 Hz时，评价值等于评价曲线的速度值;在此频率以外，每10倍颇程下曲线降价14 dB

                                圈 2 箱体 振动评价 曲线

9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9.1一9.5规定的内容。

9.1 制造者

    制造者的名称及被测齿轮装置的类型和定义。

9.2 运行数据

    试验运行数据、齿轮装置安装及运行条件，包括装配和连接的特性。

    尤其要注意:应指出运行数据与7.1和7.2的任何偏差。

9.3 布t简圈

    简图(包括齿轮装置布置的尺寸简图)及根据6.1和6.2规定的各测点的位置、轴线和测点的数量。

9.4 测t仪器

    使用的所有测量仪器应列表注明制造者和类型。

9.5 试验测t值和结果

    在每个测量位置，试验的测量值和结果应包括下列内容中的一项或多项:

    a) 综合振动值;

    b) 主要振动频率及其幅值;

    c) 窄带频谱。

    应记录振动仪器的读数以作为主观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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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景)

位移 、速度和加速度波形之间的关系

A. 1 目的

本附录给出了位移、速度和加速度波形之间关系的大致轮廓。

A Z 波形关系

在适当频率下，任何周期性正弦波形的振动均可用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的幅值来定义。

速度是位移 的一阶导数 、加速度是位移的二 阶导数 (对时间)。见图 A.1。

A. 3 相对幅值

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的相对幅值是振动频率的函数。

频率为10 Hz,100 Hz,l 000 Hz且振动的净峰峰值为25 Jim时，速度和加速度的值见表A. 1.

位移

    速度

加通度一

//一

缨
，
1.360’欠一

:日
位移

速度

D= Asin(wt)

加速度

式中:

?一dDat一、一(田‘)
一_dvdt-一Asin(mt)

t— 时间 ;

。— 圆频率(这种情况下，m=1),

A— 幅值.

注:请注意，作为时间的函数，速度和加速度分别比位移超前州2(=90")和 x(=1800)

                                      图A.1 波形

                              表A. 1 速度和加速度的值

频率/Hz 位移(峰峰值)/pm 速度(均方根值)/ (mm/.) 加速度(峰值)/<m/s})

10 25 0.555 0, 049

100 25 5.55 4.93

1 000 25 555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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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 幅值关系

    当振动以一个简单的正弦函数F(t) =A sin (wt)给出时，振动的幅值关系见图A. 2

                                      +

广气一 atm      W
                                                                    理

                                                                            世

子火/
，率一令(周/·卜令(Hz)

图中

一 。X *(.-,T rad/s) t
A- 峰值;

ZA— 峰峰值;

A .。、 ，、 _._」‘_、 ~~ ， 、
气二- 到力很退 l河宁非止54幽47A,光 s.。，。
V艺

图 A.2 振动幅值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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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系统的影响

B. 1 目的

    齿轮装置的振动测量不仅包括齿轮装置内部的声源，也包括系统内部的其他声源(旋转部件)。后

者振动值的大小及振动从振源传递到测量点的途径都会对测得的实际振级产生很大的影响。下面列出

了应予考虑的系统的一些影响因素。

B.2 影响系统的典型 因致

    除了影响车间试验结果的因素外，在此列出了影响现场齿轮装置工作特性的一些因素，对这些因素

产生的任何影响，制造者不负责任，除非在设计以前或设计期间被告知详细的情况。

B.2.1原动机振源

    a) 内燃机的强迫激振;

    b) 液压马达的强迫激振

B, 2,2 载荷特性

    a) 载荷随速度而变化，如，风扇和叶轮等的速度变化;

    b) 载荷脉动，如:螺旋推进器，往复式压缩机和各类泵等;

    c) 随机载荷冲击，如:矿石破碎机等.

B.2.3 装配因素

    a) 系统各部件的对中;

    b)组件、部件和零件的平衡。

B.24 系统的扭转特性

    。) 联轴器刚度;

    b) 扭转柔性;

    c) 旋转件的转动惯量，

    d) 联轴器阻尼。

B.2，5 系统的横向特性

    a) 地基的稳定性，

    b) 安装方法;

    c) 零部件的柔性;

    d)零部件的质量。

B.26 载荷和速度

    a) 旋转方向;

    b) 转动速度;

    c) 载荷 士小

www.fr
ee

bz
.n

et

测振仪 振动监测仪 www.cezhenyi.net.cn

www.freebz.net
www.freebz.net


GB/T 6404.2-2005/ISO 8579-2:1993

B.3 资任

    B. 2列出了在现场工作时影响齿轮装置工作特性的因素。通常，这些现场因素非齿轮装置制造者

所能控制，对这些因素产生的任何影响，制造者不负责任。

    在传动系统的设计阶段就应考虑系统的影响因素，并明确各方的责任。系统各部件的制造者均应

了解自身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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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振动仪器及其特性

C. 1 本附录给出了齿轮装里振动测f时所使用的各种仪器及其特性

C. 2 箱体 振动和轴振动 的测f仪器

    用于齿轮装置振动测量的，箱体和轴传感器系统应能获得有效的结果。在一些情况下可能要使用

地震式和相对位移传感器，以便获取齿轮箱试验期间的必要信息。

尽管振动测量的两种形式之间有联系，但获取信息的本质不同，这一点必须正确理解。

C.3 箱体报动 的地，式测.

    测量轴承座处(接近轴承处的齿轮装置上刚性较好的部位)的振动可获得试验条件下测量点的振动

烈度值。由于测得的振动值是一绝对量。试验的支承结构最好为可以看作是固定基础的结构。试验时，

至少在试验的速度范围内.必须避免支承结构的共振。测得的振动烈度是齿轮装置转动部分和支承箱

体动态藕合的函数。在使用滚动轴承时，藕合是非常直接的，使用滑动轴承时，由于油膜的阻尼作用，轴
的振动或多或少地受到抑制。滑动轴承受速度、转矩、载荷以及润滑油的影响较大，评价轴承座的振动

烈度时，必须考虑这些变化因素的影响。一般在轻载条件下，由轴的转动效应引起的以1倍或2倍转速

出现的振动(一般由不平衡和偏心产生)可能还不会强烈地传递到齿轮装置的轴承座上，但在重载条件

下 这些振动传递的强度可能很高。此外，由于齿轮啮合引起的高频振动也会强烈地传递到轴承座上，

并且 在测得的箱体上振动信号 中占支配地位 。

    测量箱体振动时，可使用速度传感器或加速度计，速度传感器测量的线性范围取决于其类型，一般

为10 Hz-2 500 Hz，当低于高速齿轮装置的轮齿啮合频率时，应使用测量范围不低于10 kHz的加速

度计，该仪器在使用过程中需要进行调节，在将信号转换成速度信号时要特别注意排除低频噪声的影

响，同时必须注意采用的传感器的安装方法应能确保仪器的线性测量范围。

C. 4 轴振动的位移测f

    轴振动的位移测量可使用接触式或非接触式传感器。探头直接接触轴可能引起探头顶部轴之间的

磨损。探头应能允许“油膜抖动”，且有较低的频率响应(200 Hz以下)，接触式传感器应仅用子轴的转

速小 于 3 000 r/min且表面滑动速度小于 30 m/s,

    非接触式振动传感器有多种形式，其测量工作原理各不相同，主要形式有:电容式、感应式及涡流式

传感器。由于涡流式传感器具有频率范围较宽、尺寸较小并且对工作环境条件变化不敏感等优点，所以

在齿轮装置的测量中应用得较为普遍.

    非接触式传感器一般用于测量齿轮轴和轴承座之间的相对运动。将两个探头互相垂直地放置在规

定的测量表面上，齿轮轴的运动轨迹就可通过示波器显示出来。大多数非接触式传感器(主要指涡流式

传感器)可用来确定轴在轴承间隙里的位置。角度的大小可由运转条件的范围确定。

    尽管涡流式传感器频率响应的范围很宽((0-10 kHz)，但在频率超过500 H:时，一般只能测出少

量的轴振动信号。因此非接触式传感器不适用于高于500 H:的振动的评价。

    非接触式传感器在低频范围工作时，可用于判别与轴的不平衡和机械误差有关的振动影响因素，如

齿轮径向跳动、圆度等，它还可以判别齿轮作用力、转矩和不对中力在轴上引起的附加载荷的大小.辨别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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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的有关问题及可能存在的不稳定性。

    安装非接触式传感器时，应保证传感器与轴承或箱体间无大的相对运动，最好采用一刚性组件将传

感器插入箱体，并且可从外部接触传感器，不必打开箱盖就对传感器进行校准和维修。

    用于非接触式传感器测量的轴颈应避免机加工偏心，其表面应尽可能地避免电和机械跳动的影响

尽管电跳动补偿能消除虚假的振动信号，但可靠地测量峰峰值小于10 pm的振动级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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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振动 的主观评价

D. 1 目的

    本附录为在制造者的测试装置上进行验收试验时，典型的齿轮装里验收机械振动提供了一个主观

评价依据。

P.2 概述

    本附录仅用于一些典型的齿轮装置，且作为一般的指导原则。
    由于齿轮装置的设计、尺寸和应用场合不同，其振动也不相同。对大型低速磨机齿轮传动是非常适

用的评价标准，对高速精密或船用齿轮传动，可能是不合适的。对低速磨机齿轮传动使用高速精密齿轮
传动的评价标准可能会增加不必要的成本。对给定的等级必须谨慎选择验收准则。

D. 3 主观评价

对 于表 D. 1

    位移

  评价值
  200 D R T

中给出的典型应用场合的齿轮传动的振动主观评价值见图D.1
速度

禁l20VR

125DR 12.5V R

吕OD R

SODA

S VR

5V R

31 SD R 3.15 VR

一‘碑2 户产II仁i/洲
户

‘产沪

珊
I一/ 尹尸沪珊仁尸训口i

少尸

珊
一Z沪

11姗仁沪碑碑撇
B/
产洲

珊
一‘/碑/姗仁护碑口'I II

少
声碑尸

I}IIU一
1kW 10 kN 100 k W 1M 认沙 l0 MW

                            功率级

图D, 1 振动的主观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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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 1

评价等级 典型应用场合

A 海军舰船等

B 高速(大于3600r/min)等

C 工业应用、商船等

D 磨机等

    示例:一个工业或商船用齿轮传动装置，设计功率为 3 700 kW，轴的最高转速为 1 500 r/min,其振动评价值选择如

下 图D. 1中，125 DR -12. 5 VR评价线以下 3 700 kW(3. 7MW)和曲线 C交点。考虑齿轮传动装置的经济性时，验收

振动评价值可选为125DR和(或)12.5 VR,保守一点的话，验收可选为80 DR,8 VR或80 DR和8 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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