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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ISO 14964:2000(E)《机械振动与冲击 固定结构的振动在振动测量和评价方面
质量管理的具体要求》。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如下编辑性修改:

    a) 删去国际标准的前言，引言放在正文之前;

    b) 在规范性引用文件或参考文献中.用我国已经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国家标准代替相关国际标

准。这些相关标准包括:

    ISO 9000—        GB/T 19000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ISO 8402:1994—     GB/T 19000-2000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ISO 8402:1994的等同采用

国家标准为GB/T 6583-1994，而GB/T 19000-2000替代了GB/T 6583-1994和GB/T 19000. 1-

1994);

    ISO 9001,1$0 9002,ISO 9003 合并为一个标准ISO 9001:200o- GB/T 19001-2000质量管

理体系 要求;

    ISO 9004-2—     GB/T 19004.2 质量管理和质量体系要素 第2部分:服务指南;
    ISO 10012-1- GB/T 19022. 1 测量设备的质量保证要求 第 1部分:测量设备的计量确认

体系;

    ISO 10012-2—    GB/T 19022. 2 测量设备的质量保证 第2部分:测量过程控制指南.
    本标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机械振动与冲击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郑州大学、郑州机械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苗同臣、胡少伟、韩国明、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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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实现使技术和人为因素对服务质量的影响得到有效控制的目标，负责结构振动测量和评价的

机构应该建立一种途径。其主要目的是预测和发现所有的错误来源和控制过程中各个不同阶段(包括:

操作方法和设备的选择、监测、数据处理、参数的定义和确定等)可能出现的不合格。

    为了取得最佳效益并满足顾客的期望，应当建立一套质量体系。

    客观真实定义的质量管理包括以下目的:

    — 顾客信任 ;

    — 公司在市场中的发展;

    — 认可 ;

    — 指定机构制定法规时的公共权限准则;

    — 专家证明的选择

    GB/T 19000族标准把质量标准描述为用于履行质量管理体系的组织结构、职责、程序和资源。

    ISO 2631-2和ISO 4866技术标准将质量标准定义为:成功地完成一项振动评价的基本要求和采用
的方法。它的范围可以从在指定地点和时间进行简单的监测直至深人地诊断研究。

    本标准是GB/T 1900。族质量标准的补充，它给出了这些系列标准用于固定结构振动测量和评价

时具体要求的指南 因此，本标准是ISO 4866技术标准和质量管理标准的接口。

    固定结构振动和冲击的测量和评价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依照GB/T 1900。和GB/T 19004. 2，结构振动的测量和评价被定义为一种服务，但通常要求
        更高的专业知识，有时还需要一些研究工作;

    b) 合同评审和测量评价机构与用户之间的关系不同于普通的服务，多数情况下测量评价机构为

        用户提供咨询服务，合同只包含解决问题的要求，而不包含任何具体详细的工作任务说明;

    c) 在已签约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如果测量的目的是评价复杂结构的最大响应，调查程序中可能需

        要并允许一定的灵活性;

    d) 某些振动事件，所获得的信息不能像GB/T 19022. 1要求的用真实的再现来得到有效地证明。

        (例如 :爆炸 、破坏和某些 其他类 型的随机运动 );

    e) 人们认识到，在许多组织 中，测 量评价机 构只有少数 几个人组 成 ，有 时甚至 只有一 两个人 ，因

        此 ，正规的管理结构和评审工作实施起来可能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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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振动与冲击 固定结构的振动

在振动测量和评价方面质A

      管理的具体要求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GB/T 1900。族标准用于测量和评价固定结构振动时具体要求的指南，因此是

GB/T 19000族质量标准的补充，并且作为ISO 4866技术标准和质量管理标准之间的接口。

    对结构的实用性、人体的舒适性和(或)安全性而言，结构振动的测量和评价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不同阶段的工作直到最终报告都是相互关联的。为使最终结果可信，必须保证每一阶段工作执行的质量。

    当测量和评价结构振动效应的某些性能必须加以论证时，本标准可以在合同中使用。

    本标准适用于振动评价的不同阶段:

    — 合同评审;

    — 调查方法的选择 ;

测量位置的选择 ;

测量设备的选择 ;

— 数据处理程序;

— 诊断要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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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修正单(不包括勘误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而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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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GB/T 19000(所有部分) 质量管理体系

    ISO 4866机械振动与冲击建筑物振动振动测量和对建筑物影响的评价指南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一些与质量保证有关的信息、术语和定义在附录A中给出。

组织 organization

公司、集团公司、商行、企业、协会或咨询公司，无论其是否股份制、公有或私有。

3.2

工作循环 work cycle

在产品制造过程 中.对发生振动的生 产操 作的描述 和持续 时间。

3.3

测f评价机构(M&E机构) Measuring and Evaluation Body(M &E Body)

承担振动测量和评价工作的组织。

测f设备 measuring equipment

所有用于振动测量的仪器设备，包括传感器、放大器、滤波器以及数据采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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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M f       measurement

    以确定一个或多个振动参数的量值为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操作。

3.6

    分析 analysis

    由测量、数据处理、排序、特性估计和以符合预期用途的格式表示的数据以及评价等活动得到的谱。

3.7

    评价 evaluation

    依照测量的类型(见ISO 4866)，和其他相关数据或已授权的评价结果比较，可以进行鉴别和严格

判断，并且可以检查是否在合适的条件下进行的测量。

3.8

    认可 accreditation

    对有能力开展相关类型的振动测量和评价的测量评估机构所做的正式承认。

3.9

    认可准则 accreditation criteria

    认可机构使用的一系列要求，由对测量评价机构认可时完成。

3.10

    振源 vibration source

    在环境中引起振动的简单或复杂的固体、液体或气体等。

    注 这些振源包括机器、交通工具、娜炸、波浪载荷和风载荷等

3.11

    振动接收器 vibration receiver
    能够对由内部或外部振源发射的振动能量作出响应的所有结构或结构部件。

4 质11体系要求

4,1 总则

    为了诊断并解决振动问题，振动评价项目变成了一项需要不同参与者共同合作的工作，包括建筑物、

机器或敏感设备的设计和建造者、隔振系统制造者、生产厂家负责人以及振动测量和评价专业实验室。

    一个振动测量评价项目可包括下列内容:

    a)振动对现有结构影响的研究，这些振动可能来自工厂、采石场、铁路和公路运输或建设等活动;

    b) 研究和表征某一区域的主要振动，以保证将来项目鉴定合格;

    c) 研究和表征主要振动，以提供改善振源的建议;

    d) 研究振动，以便设计振源(如机器、铁路轨道等)、振动吸收器(如建筑物、敏感设备等)或振动

        传递途径中计量的隔振装置;

    。) 识别隔振系统的特征和性能;

    f) 分析建筑物振动以及由此引起的相关现象，以便评价人们对此产生的抱怨;

    9)对研究计划做出系统性测量的规划和设计，
    侧量评价机构(M&E)应当在工作进行阶段，根据合适的质量标准实施一个质量体系，这个体系的

元素应当在人员使用的质量手册中加以证明，建立这个质量体系应考虑的要求在4. 2到4.9中给出。

4.2 合法身份

    测量评价机构(M&E)应当具有合法资质，这一点应当在相关文件中声明或注释。
4.3 公平、独立与完整性

    振动测量评价机构(M&E)及其人员不能受到可能影响其技术判断的、来自商业、经济和其他方面

测振仪 振动监测仪 www.cezhenyi.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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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的影响

    测量评价机构不能从事可能影响其判断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任何活动。

    由于公司某种活动引起振动的发生，如果由公司内部机构进行测量和评价，这个机构就被认为是不

独立的，除非这项工作由一名独立评估师担保。

    测量评价人员从事试验的报酬，不应以调查的结果为依据

4.4 合同评审
    制定质量计划应考虑以下事实;

    a) 如果委托人知道存在一个振动问题，为了找出答案要求进行必要的分析，通常不可能按照委托

        人的要求制定契约性的测量程序。

    b)在许多情况下(如工厂的振动)，测量评价机构在拟定详细调查程序时，需要那些具有责任心、

        仔细观察工作系统和工作循环中振源的人员的帮助。

    c) 由于许多振动发生的时间可能是不可预见的，因此测量的时间和测量持续的时间在任何合同

        或纲要中都不能预先具体指定，必须现场确定。

    d)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振动测量点的数量和位置可以根据观察进行修改，在任何合同中都不应

        该规定。

    e) 测量评价机构应对测量和结果提供可信级别的指标。

    测量评价机构应根据测量结果提供专家意见，这些测量由熟悉测量方法和过程、测量目的和测量结

果评估的人员进行。只有这些人员可以和委托人讨论方案、确定振动问题、对执行程序和过程作出适当

的修改。所有这些修改应形成文件并提供给委托人

4.5 调查方法的选择

    调查方法取决于调查目标、振源、振动接收器以及它们之间的要素(振动路径)的性质。

    像采样率、记录持续时间和记录数量这样的技术参数，必须根据调查的类型确定，以确保结果的
质量 。

    基础振动的调查需要考虑与现场地质技术相关的所有方面。

    振源(如钢轨两侧或在隧道中)测量对了解振动的传播和传递函数可能会有重要的贡献。

    如果调查涉及到保护振源附近的敏感设备，可以在调查开始前确定振动状态，使设备在振源振动开

始之前已经工作，然后把这些测量值和敏感设备制造商提供的极限值进行对比。

    如果工作目的是确定一幢建筑物、一台机器或一套敏感设备的隔振系统的效能，将有不同的调查方

法。调查应当证实其他非隔振元器件的响应不干扰隔振元器件的振动。

    在预防控制短暂振动(如打桩振动)对建筑物造成的威胁时，调查可能要求装备有实时测量和警报

系统，以避免对结构和设备造成任何损坏。

    质量管理体系必须考虑从事测量工作的人员的能力和他们对间题各个方面的响应能力。

4.6设备选择
    质量管理首先要认识到没有可用于所有振动测量的万能设备，质量体系必须根据调查的范围、性质

和被调查的结构来确定测量设备。测量设备选择的要素如下:

    a) 传感器的种类

        — 根据被测量振动的频率范围和幅值、传感器支座的特性以及测量地点的环境(如温度和湿

            度)，选择振动传感器;

        — 当研究低振级振动，特别是涉及人们常抱怨的振动问题时，应考虑传感器的灵敏度和分辨

            率(最小值);

        — 当监测高振级振动和冲击时，应考虑传感器的量程(最大值);

        — 振动传感器应在所关注的频率范围内提供平缓的响应(误差土1 dB以内)，并且能补偿传

            感器固有频率的放大影响;应标注有效频率范围和相位特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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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选定的传感器能简单地给出与评价中用到的振动参数相关的输出.就可简化质量管

            理程序;

b) 现场记录系统的选择

    — 测量技术首选的是记录原始的时间历程，以后从这些时间历程可以获得任何希望得到的数据

          (见 ISO 2631-2);

    — 应说明抗混滤波器的特性;

    — 对那些仅发生一次或不经常发生的事件，要求有可视化的记录;

    — 某些情况下，自动监测用来收集有代表性的数据或预防损坏接收器;这样一个系统需要同时
        具备远程传输和报警能力，并且为了避免假报警或失控，振动阔值的选择非常重要;

    — 为了检查数据质量，如果对现场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就可以增强质量管理效果，但是原始数

        据也应当记录并保存下来。

4.7 数据处理程序

    负责数据处理的人员应当知道工作任务的目的，他们不仅有能力作分析工作，而且要求具有丰富的

结构响应方面的知识。质量管理的基础是认识到属于振动评价的数据处理依赖于:

获取数据 ;

测量和评价工作的范围 。

    这就是为什么现场数据预处理是质量管理程序的一部分的原因。不进行预处理将可能导致测量评

价工作范围内任何信息的丢失。

4.8 诊断要索

    进一步的测量可以给出确定的诊断。要求具备专业能力和资格鉴定，建立与测量和评价工作有关

的诊断。项目负责人通常需要客户的帮助，互相交换与振源和振动接收物体相关的数据。

4.9 报告

    除了技术内容之外，报告还应包括:

    — 有限责任的陈述;

    — 那些要求应用专业判断部分的鉴别.

测振仪 振动监测仪 www.cezhenyi.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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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质t保证中使用的术语

    注:这些定义以GB/T 19000-2000为基础。

A. 1

    质f保证 quality assurance
    为了对一个产品或一项服务给出满意的质量要求而需要提供足够信任的全部有计划和有系统的

活动 .

    注 1:只有给出的要求完全反映了用户的需求，质it保证才是完全的。

    注2:为了有效性 质量保证通常要求对以后应用的设计或规范有足够影响 对产品的验证和审核、安装和检查操作

          等方面的耍家进行不断地评价.提供信任可包括出示的证物

    注 3:在机构内部，质量保证只作为管理工具.在合同中，质f保证也为供方提供信用关系。

A.2

    质f控制 quality control
    为达到质量要求所采取的作业技术和活动.
    注1 为避免馄淆，当涉及像“生产质量管理”这样的小范围质量控制，或涉及像‘公司范围的质量控制”这样比较广

          泛的概念时，条献的修改要加以小心。

    注2:质量控制包括作业技术和活动，其目的在于监视过程并排除质量环(质t姗旋)中所有阶段中导致不满惫的原

          因，以取得经济效益。

A.3

    质A环 quality loop

    质f蛆旋 quality spiral
    从辨别需求到评定这些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的各阶段中，影响产品或服务质量的相互作用活动的概

念模式。

A. 4

    质f管理 quality management
    确定并实施质量方针的全面管理职能的各个方面。

    注 1,鉴于质量管理的职贵属于高级管理 要达到期望的质盆就要求组织的所有成员负起责任并互相合作.

    注2:质童管理包括战略性策划、资源分配和诸如质最策划、操作和评价等方面的其他系统性活动.

A.5

    质f计划 quality plan
    针对特定的产品、服务、合同或项目，规定专门的质量措施、资源和活动顺序的文件。

A. 6

    质f方针 quality policy
    由组织的最高管理者正式发布的该组织总的质量宗旨和质量方向。

    注:质t方针是总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最高管理者批准.

A. 7

    质f体Ft  quality system
    实施质量管理的组织结构、职责、程序、过程和资源a

    注 1:质量体系的内容只应以满足质盘目标的需要为准。

    注 2:为了合同、强制性和评价的目的，可要求对己确定的质量体系要素的实施进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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