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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i 青

    GB/T 13823《振动与冲击传感器的校准方法》由以下四类组成：

    — 第1类：基本概念；

    — 第2类：绝对校准；

    — 第3类：比较校准；

    — 第4类：环境模拟校准。

    本部分为GB/T 13823的第1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ISO 16063-1;1998《振动与冲击传感器的校准方法 第1部分：基本概念））（英文

版）。

    根据我国国情，在“磁灵敏度”一节中，引人注解，表明所对应的国家标准（GB/T 13823.4)采用了旋

转磁场方向的测试方法。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部分，’：

    b)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本部分代替GB/T 13823.1-1993《振动与冲击传感器的校准方法 基本概念》。

    本部分与GB/T 13823.1-1993相比主要变化如下：新增了第6章和附录A；对参考文献进行了

扩展。

    本部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机械振动与冲击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市计量科学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马明德、冯源、李学瑞、张宏宇、谷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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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对于人或各类设备所遭受的冲击和振动进行精确测量的要求日益迫切，所以振动与冲击传感器的

校准已变得格外重要。关于这些校准已采用或推荐了一些方法，GB/T 13823的本部分对其中一些方

法进行了阐述。第5章介绍了几种方法，这些方法在振动与冲击传感器的绝对校准中已被证明是可

靠的。

    本部分包含有振动与冲击两类传感器共同的校准方法，事实证明按照振动测量或冲击测量来区分

传感器是不切实际的。

    本部分仅限于线性运动加速度、速度和位移传感器的校准；不涉及用于力、压力或应变测量的传感

器，当然其中一些传感器可能使用类似的方法进行校准。此外，本部分也不包括用于测量旋转振动的传

感器，因为目前此类传感器数量较少，其校准硬件和方法与本标准涉及的线运动传感器也有所不同。

    本部分包括定义并叙述了作为基础的绝对校准方法。此外，在总则中还概括叙述了振动与冲击传

感器的多种校准方法，以及除灵敏度外其他测量特性的校准方法。为能实现已知准确度的校准，必须详

细规定仪器的技术要求和操作步骤。有关各种校准方法的上述信息将在GB/T 13823的后续部分详细

介绍。

    传感器本身可作为一个单元进行校准，它可以包括连接电缆和／或一个适配装置。对校准系统必须

始终进行明确地说明。

    本部分包括一个参考文献目录，正文中引用参考文献时以方括号中的数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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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动与冲击传感器的校准方法

                      第 1部分：基本概念

1 范围

    GB/T 13823的本部分规定了振动与冲击传感器的校准方法，包括灵敏度以及其他特性的测量

方法。

    本部分推荐了一种绝对校准法为优先采用方法（见5.2. 1)，还介绍了振动与冲击传感器的比较校

准方法（见5.3)，更详尽的叙述见GB/T 13823第2部分到第18部分及ISO 5347第19到第23部分。

    本部分适用于连续读出的线运动加速度、速度及位移传感器的校准，并建议了优先采用的方法，这

种方法已被证明能给出可靠和可复现的结果。

    本部分不适用于旋转式传感器的校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13823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内容。凡是注日期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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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T 1182-1996 形状和位置公差 通则、定义、符号和图样表示法（eqv ISO 1101;1996)

    GB/T 13824-1992 对振动烈度测量仪的要求（eqv ISO 2954:1987)

    ISO 2041:1990 振动与冲击 术语

    JJF 1059-1999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BIPM/IEC/IFCC/ISO/OIMI./IUPAC,1995, IDT)

3 术语和定义

    ISO 2041:1990确立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3. 1

    传感器 transducer

    把被测量的机械运动（如给定方向的加速度），转换成可方便测量或记录的量的装置。

    注：传感器可包括辅助设备，如适调放大器、必备的供电电源、必要的电子元件、输出指示器或记录器等。

3.1.1

    Z作范围 operating range

    传感器在指定允差限内可视为线性传感器的频率与幅值范围。

3. 1.2

    互易传感器 reciprocal transducer

    双向机电传感器。对此类传感器施加的电流与其产生的力之比（此时传感器被约束使其速度为零）

等于对其施加的速度与其产生的电压之比（此时传感器处于开路状态，使其电流为零）。

    例如：磁电与压电传感器。

3. 1.3

    不可逆传感器 unilateral transducer

    应变片作为敏感元件的传感器，此类传感器对施加的电激励不产生明显的机械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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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输入信号 input signal
    作用于传感器输人端的信号。

    例如：作用于安装面的加速度。

3.3

    输出信号 output signal
    传感器对给定输人信号所产生的响应信号。

    注1：对单端传感器，加速度矢量指向传感器安装面时被视为正方向。对背靠背安装的参考加速度计，加速度矢量

          从上表面指向被比较校准的加速度计时被视为正方向。

    注2：输出量（如电压、电荷、电流、阻抗等）的相位规定以所定义的正加速度矢A或导山量（速度或位移）为参考。

3.4

    灵敏度 sensitivity
    对线性传感器，灵敏度为正弦激励作用于安装面且平行于灵敏轴时，输出量与输人量之比。

    注：一般情况下，灵敏度包括幅值与相位两个信息，因此是随频率变化的复数Ao

    正弦输人运动可以由以下方程组表示：

                  ‘＝sexp[j (cut十P,）〕＝S - [Cos (at＋P,）＋jsin(cut＋91,）〕 ············⋯⋯（1）

        v二jWS＝vexp[j (Wt＋，，＋二／2)]＝V - [COS(Ut＋PI＋二／2) + jsin(cut＋Pi＋二／2)]⋯（2）

          a二jCOV＝}exp[j (at＋PI＋二）〕＝a ^ [cos(at＋PI＋二）+jsin(at＋9}＋二）〕 ⋯⋯（3）

                  “＝uexp[j (cut十9)z）〕＝u [cos(cat＋外）+ jsin(cat＋.P,)] ············⋯⋯（4）
    式中：

      S— 位移复数量；

      v 速度复数量；

      a— 加速度复数量；

      U- 输出复数量；

      S— 正弦位移的峰值；

      。 正弦速度的峰值；

      R— 正弦加速度的峰值；

      一 角频率；

外与P2— 相位角；

        t— 时间；

      7 虚部单位量。

    位移灵敏度Ss，以输出信号单位每米表示：

                    5一誉一S,exp[一，（。一＊，〕 ·““·“····“··““·“一 （5，
    式中：

      S~, = u— 位移灵敏度幅值；
                          s

      p1一T2— 相位滞后。

    速度灵敏度Sy，以输出信号单位每米负一次方秒表示：

                  Sy =登一S�exp〔一.j(g,1＋7(/“一。，〕·······················一 ‘“，
    式中：

      vv- Zl一        }}} }}}v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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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十7r/2-,p2— 相位滞后。
    加速度灵敏度Sa，以输出信号单位每米负二次方秒表示：

                  Sa一誉一Sa exp[- j (,n＋“一(P,)] ·······················一 （7，
    式中：

      Sa =_— 加速度灵敏度幅值；
                        a

    Pl十7c-外— 相位滞后。
    通常，对位移传感器确定位移灵敏度，对速度传感器确定速度灵敏度，对加速度传感器确定加速度

灵敏度。一般来说，灵敏度幅值和相位角是频率的函数，f = w/2Tc o
    注：对位移、速度或加速度传感器，当频率趋于零而对应的灵敏度不为零，则被称为具有零频率响应（直流响应）。

        恒加速度下灵敏度对应于。=0和相位差为零。具有零频率响应的传感器有使用应变片、电位差计、差动变压

        器、力平衡（伺服）或可变磁阻系统做敏感元件的加速度传感器。不具有零频率响应的传感器有自发电式惯性

        传感器，如压电或电动传感器等。

3.5

    横向灵敏度比（TSR)  transverse sensitivity ratio (TSR)
    对同一输人量，传感器灵敏轴垂直于输人方向时的输出量与传感器灵敏轴平行于输人方向时的输

出量之比。

3.6

    振动发生器 vibration generator

    对传感器安装面提供可控制运动的装置。

    注：振动发生器有时被称为激励器或振动台。

4 特性测，

4. 1 总则

    传感器校准的基本目的是对传感器在其应用的自由度上，在整个幅值与频率范围确定它的校准系

数（灵敏度）。此外，知道传感器在其他五个自由度上对运动的响应也很重要；例如对一个直线运动加速
度传感器，应知道相对于灵敏轴垂直方向的运动响应以及对转动的响应。其他重要因素包括阻尼、相位

角、非线性或响应随运动幅度的变化、温度与压力变化的影响，以及其他外部条件如连接电缆运动时的

影响。

4.2 直接响应

4.2. 1 频率响应与相位响应

    通过安装传感器使其灵敏轴平行于振动发生器运动方向，测量由振动发生器提供的运动量或输人

量，同时测量传感器的输出，即可获得传感器的灵敏度。使用幅值与频率均在传感器工作范围内的可控

瞬态激励，可对连续读出或峰值读出的传感器进行校准。为测定谐振响应，应在全部频率范围内缓慢连

续地改变振动频率，同时观测传感器输出。一般来说，只提供作为频率函数的幅值灵敏度校准数据。然

而，如果振动传感器使用在靠近频率上限及频率下限，或做特殊应用时，就可能需要相位响应数据。在

全部感兴趣的频率范围内，测量输出信号与机械激励之间的相位差，即可测定相位响应。

4.2.2 非线性度

    使传感器输入幅值从所允许的最小值增加到最大值，同时测量其输出幅值，即可得到传感器输出的

线性偏差（幅度畸变）。当使用正弦振动发生器时，应在不同频率点上重复测量几次。

    非线性可能以几种形式出现。随着幅度增加，传感器灵敏度可能逐渐变化，也可能在振动或冲击之

后存在永久变化导致传感器产生零位移动，或存在突然限制运动范围的间断点。

    传感器非线性的类型和幅度可以由它的幅度畸变来表示，也可将它的谐振曲线、相位角及衰减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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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线性传感器的响应特征相比较来表示。线性度的允许偏差由测量而定。可以预见在传感器有用

的动态范围上限存在非线性。

4.3 乱真响应

4.3.1 温度相关性

    多数传感器的灵敏度、阻尼比和谐振频率都是随温度变化的函数。

    温度响应校准通常利用比较法进行。安装标准传感器使其轴向与被测传感器的轴向一致。被测传

感器放置在温度箱内，标准传感器安放在温度箱外，否则就应对标准传感器进行保护，以抑制温度变化

的影响，以使其在全部校准过程中，由于周围温度的影响而造成的标准传感器灵敏度变化保持在2％以

内。振动发生器仅用在横向振动小于轴向振动25％的已知频率点上。在选择振动发生器和设计夹具

时，应使在进行校准的频率上被测传感器与标准传感器之间的相对运动小到足以忽略。

    进行温度响应校准的另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法是把标准与被测传感器一同安装在温度箱内合适的夹

具上。这种方法仅限于标准传感器温度响应已知的温度范围。

    对具有静态加速度响应的传感器，应在最高和最低温度下测量其零点不对称性。

    对内阻尼大于临界阻尼10％的传感器，应至少在四个频率点上以一单振动幅值选取五个温度点

（含室温）进行校准。此方法同样适用于另外一些传感器，如动圈式电动传感器。所选择的频率要分布

在预定使用的整个频率范围上。

    在最高校准温度上，温度稳定后应对压电传感器的内部电容和电阻进行测量。

    如果在最高校准温度所测量的压电加速度计内阻过低，和适调放大器一起使用时会影响低频响应。

这时应在此温度下进行低频响应校准。要选择若干频率来充分描述频率响应。在加速度计和适调放大

器一起使用的情况下，应进行系统校准。

    注：高温可以影响加速度计的低频响应，也影响加速度计一适调放大器系统的噪声和稳定性。温度响应偏差以被

        测温度下的校准系数相对于室温(200C）时校准系数的变化量来计算（测量频率选在室温下传感器响应的平坦

        段）。该变化量以相对于室温时校准系数的百分比表示。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在期望使用的温度范围内，所选

        择传感器的温度响应偏差不超过＋15%0

4.3.2 压电传感器的瞬变温度灵敏度

    所有压电传感器在瞬态温度变化下都产生热电输出。对铁电材料尤其如此。热电输出大小取决于

构成晶体的材料和传感器的结构。通常，热电输出的主要频率明显小于1 Hz。鉴于大多数适调放大器

的低频特性，来自传感器的大部分热电输出被滤除了。

    显然，热电输出依赖于温度变化速率以及传感器与放大器配套特性。对传感器的热电测试要使用

通常配套的同类型适调放大器。按常用方法将传感器安装在一铝块上。铝块的质量约为传感器的10

倍。传感器与铝块快速浸入一个冰水槽或与室温相差约20℃的其他适当液体槽中。槽中液体应予以

说明。应有措施确保液体不会浸人传感器中并保证连接头的漏电阻不被液体降低，等等。使用直流示

波器或记录仪测量放大器的最大输出和从瞬变开始至达到最大输出的时间。如果输出在起始的2秒内

反向并达到反极性的峰值，该峰值与对应时间也应予以记录。对压电加速度计，通过把传感器最大输出

值除以槽温与室温之差与加速度灵敏度的乘积，即可得到瞬变温度灵敏度。单位等效为「(m

s-2)/C]。
    对特殊应用的具有显著差异的低频特性的放大器，热电测量应和所使用的这类特殊放大器一起进

行系统测量。对瞬态温度变化速率与上述情况差异极大的应用场合，应通过模拟这种温度条件进行

测量。

4.3.3 横向灵敏度比

    横向灵敏度比（TSR）通常在低于500 Hz的单频率点上测量。所使用的频率应记录在报告中。对

于所施加的单频正弦运动，应确认施加到垂直于灵敏轴方向的运动至少应为灵敏轴方向运动的100倍。

当测量横向灵敏度比小于100的传感器时，为获得横向灵敏度比，所施加的运动更强烈，需要格外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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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熟练操作技巧。

    安装传感器并沿灵敏轴在360“范围内，以45“或小于45“为增量逐次旋转传感器，以测定最大横向

响应。

    注：实验表明，加速度计的横向灵敏度在2 000 H：以内频率相关性不明显。当前可用的频率范围从2 000 H：到

        10 000 Hz的横向灵敏度资料非常有限。一些实验者指出，他们的实验结果通常表明，高频横向响应（从

        2 000 Hz至10 000 Hz）具有与低频测量（指小于500 Hz）一样的幅值量级。一般认为，轴向谐振频率大于

        30 kHz的加速度计，主要的横向谐振频率将大于10 kHz，这样也就超出了传感器通常的工作范围。对其他类

        型的振动传感器，目前的资料更少。如有可能．应给出最低横向谐振频率。

4.3.4 旋转运动灵敏度

    很多线运动传感器对旋转输入是敏感的，例如挠性压电与压阻加速度计及摆动式力平衡（伺服）加

速度计。必须注意旋转灵敏度的存在，应该采取预防措施来排除由这种作用引起的测量误差。线运动

振动传感器的旋转灵敏度可以通过旋转振动传感器灵敏度校准方法（见参考文献［36妇来进行测量。

4.3.5 应变灵敏度

    应优先选用下述方法来测定由于基座弯曲而在传感器输出端产生的误差。

    传感器安装在可产生25 m曲率半径和250 X 10-‘应变的简易悬臂梁上。

    把钢制悬臂梁夹紧于一刚性支架上。梁的宽度76 mm，厚度12.5 mm，自由长度为1 450 mm.

    此梁的固有频率非常接近5 Hz。在梁上粘有一个应变片用以测量应变量。其安装位置靠近（被

测）传感器，离固定端大约40 mm。安装位置处的运动用一个传感器测量。固定此传感器应使用附加

的隔离方法以防止基座弯曲。测量过程通常宜使用校准系数高于被测传感器10倍以上的传感器。测

量中应记录应变仪与传感器的输出。通过人工偏转梁的自由端来激励系统。在梁表面应变为250 X

10-6（相当于25 m曲率半径）时记录传感器输出。梁上安装位置处的运动与被测传感器指示运动之间

的差值，就是由于基座弯曲而在传感器输出端产生的误差。用以上差值除以250即得到应变值为10-6

（即一个微应变）时的应变灵敏度。

    应在不同应变幅值下沿不同方向测量应变灵敏度。在某些使用和安装情况下，一些传感器的最大

应变灵敏度能产生较大的误差。例如用于振动校准的振动发生器产生的应变，在一些频率上可使一些

压电加速度计产生百分之几的错误信号。

4.3.6 磁灵敏度

    把传感器安装在一个50 H：或60 Hz的已知磁场内，转动被测量的传感器方向，记录传感器最大电

输出信号。对于加速度计，灵敏度的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特斯拉。对速度传感器，在可用频率范围内灵

敏度单位为米每秒特斯拉。应从测量套组中剔除诱发的振动与乱真电噪声。

    注：我国已正式出版的国家标准（GB/T 13823. 4-1992《振动与冲击传感器校准方法 磁灵敏度的测试》）中，采用

        了转动磁场方向测试传感器磁灵敏度的方法。

4.3.7 安装力矩灵敏度

    对传感器安装力矩引起的校准系数变化，可通过施加几个特定安装力矩来进行测量。几个特定安

装力矩分别为：二分之一规定安装力矩、规定安装力矩和二倍规定安装力矩（最大安装力矩）。这种测量

方法限定传感器只有在使用螺钉、螺栓或其他螺纹紧固件进行安装时才能使用。如安装中使用一个以

上紧固件，每个紧固件均应施加以力矩。

    要确保传感器安装面没有毛刺或其他表面缺陷，以免影响平面安装。安装传感器的测试面要平坦、

光滑，并且必须为钢制。推荐的平面度优于5 ttm，磨削加工后粗糙度均方根偏差不大于2 lim o

    对安装被校传感器的测试面，钻孔、攻丝必须垂直。其垂直度优于0. 05 mm,（见GB/T 1182-

1996)。推荐使用接触面润滑方式，并加以说明。要从非紧固条件下施加力矩，即对于三个测试力矩中

的任一力矩，施加力矩要从零开始进行。对于二分之一和两倍规定安装力矩，力矩灵敏度应记录为相对

于规定力矩传感器校准系数的变化量。使用力矩的不确定度不应超过士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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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特殊环境条件

    在一些特定环境中，传感器的工作可能受到不良影响，如强静电场、变化的强磁场、射频场、强声场

及电缆作用和核辐射的影响。虽然对预期存在不利影响的场所已经研究出特殊测量技术（见

GB/T 13824-1992)，但是当前还没有普遍认可的技术来测定上述特殊环境对传感器工作的影响。

5 校准方法

5.1 总则

    为对传感器进行直接校准，需使用一个振动发生器为传感器提供一个可控制并可测量的输人量，同

时还应具备一种对传感器输出信号进行记录和测量的方法。传感器应紧固在振动发生器上（当传感器

输出大小取决于传感器和振动体的相对运动时，传感器应靠近振动台面安装）。

    传感器的固定要有足够的刚性，以便在传感器工作频段内振动发生器将运动全部传递给传感器。

当传感器及连接物被看做质量一弹簧单自由度系统时，上述系统的固有频率应高于振动发生器给出振

动的最高频率。振动发生器可以是一个使传感器与地球重力场方向形成倾斜角的支架，也可以是离心

机、电动式振动台或冲击摆的砧子。倾斜支架和离心机可以用于零频校准；转动式校准则用于地球重力

场的低频校准；电动式振动台通常被用做稳态正弦校准；冲击摆产生瞬态激励，作为电动式振动台的补

充，可用来激励共振频率响应，也可用于高加速度和高速度校准。此外，冲击激励还可以在高加速度和

高速度变化时验证传感器的性能，检查在瞬变条件下与传感器配套仪器的性能。

    本部分还给出了用于不同目的的几种校准方法。推荐使用激光干涉法作为基本校准方法，只要条

件允许，标准传感器校准时都推荐使用这一方法。在单一频率下做校准时，根据不同的使用情况，应优

先选择以下频率点：160 Hz,80 Hz,16 Hz,8 Hz。频率响应可以从使用频率范围内，通过离散频率点上

的校准得到，在低准确度下可相对于参考频率下的灵敏度得到频率响应。大多数其他校准通过与一个

经绝对校准方法校准的标准传感器作比较得出。校准总是以传感器的运动基面为参考，对于“背靠背”

校准而言，以被校传感器的安装基面为参考。

5.2 绝对法校准

5.2.1 通过侧，位移幅值及频率进行校准

5.2.1. 1 概述

    许多动态校准方法都是依据传感器所承受的振动位移幅值来进行精确测量的。这种方法一般用于

可连续读数的传感器。振动发生器施加的正弦振动应在严格定义的直线上，其横向运动应该小至可

忽略。

    对于位移为s和频率为f的正弦振动分别进行一次和二次微分即可导出公式v=27r万和a二

(27rf)zs。使用这二个公式即可由测得的位移计算速度v和加速度a。这些公式的使用前提是：即使微

分后，运动过程中谐波和噪声也可以忽略。这里强调了将电源或诸如机械共振等其他因素引起的失真

减为最小的必要性。谐波分量也是有害的，因为它们能激发起传感器的共振响应。

    测出位移幅值后，通过计算传感器输出与速度或加速度的比值即可得到传感器灵敏度，位移幅值可

利用激光干涉法测出。在参考文献〔23〕至〔28], [37」和〔38〕中详细介绍了这种方法。

    基于激光干涉法对位移幅值进行测量的灵敏度计算方法，通常在0. 1 Hz-10 kH：频率范围内能

够得到较高的准确度（对应位移幅值20 nm-0. 5 m)。除灵敏度校准外，在干涉位移测量基础上，通过

采用特殊方法还可以实现绝对相位校准。激光多普勒测速法（见参考文献〔39]）也可以实现高精度的绝

对灵敏度校准和相位校准，这是基于位移测量的激光干涉法的一种替代方法。如果参考镜在传感器振

动频率（或相关的谐波频率）上受到干扰，位移测量中就会产生重大误差。分光镜被干扰也会产生误差。

最好用一个高灵敏度的加速度计监测干扰的大小。

5.2.1.2 理想千涉仪原理

    图1给出了工作原理。其中Eo, E,和E：分别代表电场矢量，1,和l：代表通过分光镜之后光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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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的实际光程。被测量的位移幅值用：（反射镜2)表示。

                                                                反射倪I

  二、，下’＿＿
                                                                                i i ＿ ． 2

                                                                                            ． 明门卜-． -

                                                                                                    Z}(t)=S cos(口It)

                                                                          E, +凡

                                                I

                光电*No凸
                                  图1 理想激光干涉仪原理图

    电场矢量E，和E：可表示如下：

                                            ， ‘ 「．1 47C ＼门
                                  E,＝Alexplj｛。t＋-l,｝1                              一！ J－1一犷L’、一 ‘几”月

                                          ， ． ｛．厂 47c，， ． 、Il
                                  E2＝A2ex ｛1｝。t＋干 (l2＋s)｝｛                        －· “一“犷1 L--’A、一‘’一‘川

    式中：

    久— 激光波长。

    光电检测器的光电流强度1(t)由下式给出：

                                              。 ．。 。， ‘．， 「47c，， 、i
                            I (t) ｝E,十凡 ｛‘＝A＋Bcos等 (L十s)                                一，一1。一 ， ‘一’一一 LA、一 ’一‘」

    式中：

    A,B— 系统常数；

    L=12一l,

  由光电流表达式可看出，在弩(l2-l,+s)=2n二时可得最大值，因此，两个相邻最大值之间对应的
位移量为△s=.1/2。每个振动周期内出现最大值的数目为：

                                Rf＝4s/(A/2)＝8s/A

    一般称Rf为频率比，它可由1秒内的干涉条纹数除以振动频率求得。

    位移幅值可由下式求得：

                                    s＝Rf·刀8

    除了频率比，如果再测量出振动频率，就可以计算出振动速度和加速度。

    也可用同样的装置在上述“条纹计数法”推荐的频率范围之外测量位移幅值。分析光电流I<t）的频

谱，便可导出其他几种振幅测量方法。参考文献［23」中给出展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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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7rI厂，/ 47rs＼ 。，/ 4ns＼ ，， 、 。，14 7cs＼ ，‘ 、 〕
        I(t)＝A＋Bcos共=I Jo｛．带二】一2J2《- ！cos(2w,t）十2J<1 - Icos(4w,t）一⋯ 卜
          ‘、“，一“ ’“‘”曰 入 LJ”、A ／ 一“ ＼人 j一 、一，“” 一J几、入 j一 “一‘“， J

                      ＿．41rs r'-，/ 47t; } 、 ＿，/ 4Its ＿ 、 l

                -sin A L"‘1T）cosk(d,‘’一GJ3l a )coslsaO,t)一“J
    下面的两个例子充分说明了这里所需信号处理类型。

  a)调节振动位移大小使其，阶谐波分量为零，解式J. ( 47[s）一。，就可以得到；；          ，，’‘YR'74 1-1-'1} 1-J ' V}7}“Ul 1R Y  JJ -1J "} I “”、d ） 一’ay．’，朴’”YJ‘’

  b)在不可能达到J，（4}sJR;）一。所要求的振动位移时，可由两个谐波分量的比值求出；。例如，；值
    “， 一协‘”11pG JL-JJ”又人 ） 一’11 JS 1J-.1 LN 7, N- "ice -J”j囚r’刁’r口，／，甲曰J YV Y's 14}囚‘。1. ’“to

可从下式解出：

                                                                1                                                                4 zts＼
                                                ii ( - 1
                                              沙‘＼几） u1
                                                        1                                                        4as＼ ua

                                              131 , 一。
                                              Jj＼又 j

    式中：u，和u3— 被测幅值的一阶和三阶谐波分量。

5.2.1.3 测，系统

    图2是一个测量系统的实例，这里使用的传感器即是所谓的参考传感器，并且灵敏度由上端面来确

定（参考安装面）。激光器输出功率为1 mw，检测元件是常用的硅光电管。用脉冲发生器代替内部晶

体振荡器以获得一个性能良好的计数输人信号。当使用零值法时，频率分析仪用来选定适当的频率，为

避免参考镜或分光镜受振动台支座反作用力干扰，激光器、干涉系统和振动系统应分别安装在单独的大

重量隔振块上（例如：每个重块应达到400 kg以上）。

鲍i }#          1 9}Jit lc       #toI$tt1#                                                                   --
          ｛ ＼ 击 i ； 孟 光电接收器 ．

          ｝ \I一一－7 ｝ 1扮丧干浩种 ！、 氮溉激光器 ：

I,一                              .., . , _...._..._..._...._.._.._..,....._............._._...._.._...},....O                    i--------------c                                        rib 6I........._.___._._._.__._. ._._._.. _ _._.__.}‘一{E:8 nm632.Iiif ---- ---- -------------- _-------------- --------＿一
                                    图 2 激光干涉法测f图例

5.2.2 互易法校准（见参考文献［28〕至［3叼）

    绝对校准也可以用互易校准技术来实现。在传感器电输出与所使用的校准振动发生器的运动成线

性正比关系的幅值范围内，互易理论可用来做振动标准的校准。该理论给出了振动发生器驱动线圈的

互易关系，即力与电流之比等于电动势与速度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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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驱动线圈施加指定频率的电流来驱动校准器时，灵敏度Su‘定义为加速度计产生的电动势U13

(V）与传感器安装面的加速度a(m/s'）的比值：

                                      Su。一u13 。·．．·．．·．．·．．，．．·．．·．．·．⋯⋯（8）
                                                                                                                a

    互易法的目的是确定灵敏度Sul，这样当测定了电动势U13后，加速度a可用式（(8）来计算。而Sul

由下式来确定：

                                          Su l＝ S。十szzm ··················⋯ ⋯（9）

    式中：

    Zm— 传感器的机械阻抗，单位为千克每秒（kg/s);

    参数S。和：：由下面两个实验和计算步骤得出。

    实验一：

    将几个不同的重块固定到安装台面上，在分别加载每一个重量块和不加重量块时驱动线圈与加速

度计之间的传递导纳Ye (A/V）由下式给出：

                                      长＝上 “··············⋯⋯（10）
                                                                                    “13

    式中：

    i— 驱动线圈的电流，单位为安培（A);

  U13— 加速度计产生的电动势，单位为伏特（V),

    实验二：

    把校准器安装面与一个振动发生器相联接，然后起动振动发生器”。使校准器运动部件随振动发

生器做正弦运动。测量加速度计产生的电动势u1：与校准器驱动线圈开路所产生的电动势U15，并求出

他们的比值 U13/U15 o

    计算步骤：

    以实验一中安装在台面的负荷质量W为横坐标做图，确定函数W / (Y+, -Y-）的纵坐标截距J和

斜率Q，这里Y,，是附加有负荷质量W的Y,值，Y,。是W=0时的Y,值。将W / (Y+, -Yea）的实部和虚

部分别做出图形，由此可确定出J和Q的实部和虚部，方程式（(9）中的S。和：：的大小由下式给出：

                                    So＝丫j&JJu13/ui5 ···”····“·····“·“·“一 （n）

                                      sZ＝丫(ui3 /u,5 )/户j ···················⋯⋯（12）

    式中：

    。— 角频率，单位为弧每秒（rad/s);

    .7— 虚部单位。

5.2.3 离心机校准法

5.2.3.1 单离心机

    离心机由绕垂直轴以匀角速度旋转的平衡盘或平衡臂组成。利用该装置可以在所需时间内将精确

的已知恒加速度施加给加速度传感器。目前已制造出能够承载几千克重的传感器和加速到6 X 105 m/

S“的离心机。市场也能见到低加速度离心机。

    此类离心机仅可以校准具有零频响应的线加速度传感器。

    校准时，将加速度传感器安装在离心机的转盘或转臂上，应注意使其灵敏轴与旋转圆的半径方向一

致，这时作用在传感器的加速度为：

                                                u二W2 r ············。··。·······。⋯⋯（13）

    1)电动振动台具有双驱动线圈结构，动圈与安装台面之间为机械连接。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使用另外的振动

        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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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 离心机的角频率，单位为弧每秒（rad/s);

    一 转轴到传感器质量块质心的距离。

    传感器的安装与转轴中心距离应足够远，以使得测定r时可以忽略传感器内质量块的定位偏差。

    由于多数传感器的设计结构不便于直接测出r，所以r的值可以这样来确定，将传感器分别装在相

距已知距离Ar的两个位置上，绕转轴旋转并调节旋转转速，尽量使传感器在这两个位置得到的加速度

一致，在第二个位置上的r值以r：表示，那么：

                                                                        △r
                                                                  rg ＝ ，－一－－，犷一一～尸～，一一一 二‘．⋯ ⋯ ”’二”．．．．．⋯ ⋯ ’．l 14 )

                                                              1一 田乏u1／断 u2

    式中：

    cul— 第一个位置上的角频率，此时r=r,=r2一△r;
    W2— 第二个位置上的角频率，此时r=ra ;

    ul— 角频率为。，时传感器的输出；

    u2— 角频率为。：时传感器的输出。

    由r：和。：的值，根据式（13）可确定其加速度。

    如果传感器加速度线性范围的低端能扩展到重力加速度9，就不必确定r的值，在这种情况下，可

以用倾斜支架法在士9下对传感器做第一次校准，然后将传感器放在离心机上，当传感器的输出与g值

校准下的数值一致时，确定其对应的角频率为。I，则在另外一个角频率。下产生的加速度为：

                                        a＝9W2 ／。全 ·，···“·“·“···“·“·“一（15）

    由于加速度随角频率的平方变化，所以与半径r相比需更精确地测定角频率值。多数校准用离心

机上都装有转速表，它可以直接显示误差在2％以内的转速值，更精确地测定转速时可用频闪法或另外

几种装置中的一种（如使用光电元件或磁电元件的装置）。它们能产生与转速成正比的脉冲。脉冲速率

可用电子计数器来测定。

    用离心机对机电传感器进行校准时导线要通过滑环和电刷。由于零频响应的加速度传感器是低阻

抗器件，不存在对外部干扰场和电缆噪声的屏蔽问题，在通常情况下结构良好并经磨合的滑环所产生的

电噪声可以忽略不计。但有些使用了应变元件的加速度传感器由于仅封装了1至2个敏感元件，构成

惠斯登桥路的其他电阻安装在传感器的外部，校准这样的传感器就要把整个桥电路安装在转台上，以避

免由于滑环组件电阻的微小变化产生虚假信号。另外，也可以使用开尔文桥路。

    当传感器在小加速度下校准时，如果传感器对横向加速度较敏感，那么重力加速度就会产生明显影

响。如果可能，当把传感器安装在离心机上时，应使传感器的最大横向灵敏度轴处于水平面内。

    零频率下的加速度灵敏度可以通过高质量离心机校准，其扩展测量不确定度能达到1％或更好，但

离心机校准不能给出在可用的频率范围内的频率响应。

5.2.3.2 倾斜离心机

    当离心机的转轴与地球重力场方向不平行时，安装于离心机上的传感器所承受的加速度将包括重

力加速度分量，大小为gsinpsin(cut)，这个加速度分量附加到向心加速度w' r上，这里91是转轴与垂直

轴线的夹角。地球重力场分量对传感器的影响可以用弹簧一质量系统来近似，相关内容见参考文献

[31]。当r=0并且q)=9扩时，作用于传感器的加速度为正弦加速度。这时，由重力引起的加速度就可

测定，而且测量不确定度最小。当然，无论离心机在什么频率下旋转，其加速度的极限为士9。受离心

机及其平衡能力的限制，离心机最高旋转频率通常在数目赫兹以内。

5.2.3.3 双离心机（参考文献〔32])

    双离心机由一个偏心安装在大离心机上并如5. 2. 3.1所述环绕其垂直轴旋转的小离心机组成（见

图3)。振动传感器A被安装在独立驱动的小离心机上。当两个离心机以恒定的角频率驱动时，传感器

灵敏轴的方向相对于大离心机的中心以某一频率交替变化，以Hz为单位，其角频率等于小离心机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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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离心机的每秒转数。任意时刻t施加于传感器灵敏轴的加速度分量a为：

                            a＝r,w2 cos(w,t）十r(w士w户2 ························⋯⋯（16）
    式中：

    一 大离心机的角频率，单位为弧每秒（rad/s) ;

    。，— 小离心机相对于大离心机的角频率，单位为弧每秒（rad/s);

    r,— 两离心机的中心距；

    一 传感器质量块质心到小离心机中心的距离。

    式（16)中，当。和。，同为顺时针或同为逆时针时，最后一项取正号，当。与。P反向时取负号。

    当r(。士。，）2一项可以忽略时，沿传感器灵敏轴方向上的加速度就剩下正弦项。

                                    a＝r,w2cos(wyt） ························⋯⋯（17）

    这时沿传感器灵敏轴的加速度分量是正弦量，同时还有一个与灵敏轴垂直的加速度分量，因此这种

方法不适用于横向灵敏度比大的传感器。在。与。，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时，：（。士(1) P)2一项为零。

    当双离心机由下列形式构成时，运动方程（17)是精确的，并且沿传感器灵敏轴向的加速度是纯正弦

的。在空间安装一皮带轮，使其与大离心机同心。另一尺寸相同的皮带轮被同轴安装在小离心机上，并

用皮带使两者相连。用电动机驱动大离心机，则两离心机相对于各自的转轴的角频率大小相等，方向

相反。

    双离心机可用来在。.7 Hz-10 Hz频率范围内产生高达500 m/s“的正弦加速度。

                                                                                质心

一
                                        图 3 双离心机

5.2.3.4 倾斜校准支架

    倾斜校准支架利用地球重力场对具有零频响应和可忽略横向灵敏度的线运动加速度传感器进行校

准。可用范围从一9到＋9。被校的传感器固定在转臂末端的平台上，其灵敏轴与转臂方向一致，以感

免费标准网(www.freebz.net) 标准最全面

免费标准网(www.freebz.net) 无需注册 即可下载
测振仪 振动监测仪 www.cezhenyi.net.cn



GB/T 13823.1-2005八SO 16063-1：1998

受沿臂方向上作用的加速度分量。转臂相对于铅垂方向成p角，p角可在00～  1800内调整。该装置上

装有指针可从分度圆上读出p角。注意在P=O时，将安装传感器的底座调到水平。使用高准确度的分

度圆可使转臂在士0.1“或更高的准确度范围内定位。

    沿臂方向作用的加速度分量为：

                                                a＝ gcos4p ···············一“····⋯⋯（18）

    角度变化△尹时，相应的加速度变化量为：

                                        Aa＝gsinopA,p ··············，····⋯⋯（19）

    在与灵敏轴垂直的方向上，加速度传感器所承受的加速度分量a，为：

                                            a,＝ gsi nSp ·······················⋯⋯（20）

    通常，当传感器的横向灵敏度可忽略时，该量不影响校准结果。

    注：为获得满意的结果，试验设备要求隔振。在对直流电压敏感的仪器仪表中采用电子滤波和平均的办法有助于

        减少台面上振动的影响。

5.2.4 冲击校准方法

    为测量随时间变化的加速度，可以使用基于条纹计数和时间间隔测量的激光干涉法（见参考文献

[40])。通过测得的位移值和对应的时间，利用内插多项式并进行两次微分运算即可获得加速度值。实

验证明，通过使用一个专门开发的冲击锤和砧子（见参考文献「41]）均为气动的冲击加速度激励器，冲击

加速度峰值或高品质加速度计的冲击灵敏度的测量值均可以具有很小的不确定度。多数冲击绝对校准

基于速度变化原理（见参考文献〔28〕和〔33])。这是因为速度是一个可以进行直接测量的物理参数，通

常的结构是把被校传感器安装在处于静止位置的悬吊砧体上（见参考文献［34])。用一个锤子打击这个

砧台，使砧台产生一个瞬态运动。这一冲量是可控的，使得速度变化不要过快或过慢，以免激起仪器响

应范围外明显的频率分量，这时可近似应用刚体动力学理论。被校速度或加速度传感器的质量与相连

接的砧台质量相比要小，而且要保证碰撞时传感器灵敏轴方向与冲击力方向尽量一致。做冲击实验时，

要记录加速度计输出与时间的对应关系，在冲击后随即测得砧台的速度△v,

    测量砧子通过已知距离所用时间来测定砧子的速度。用光电或磁传感器触发电子计时器。在碰撞

过程中砧子获得的速度是受到加速度作用的直接结果：

                  △一广a(t)dt ‘·‘···········⋯⋯‘21 )
    式中：

    Ozr 速度增量，单位为米每秒（m/s) ;

  a(t)— 随时间变化的加速度，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m/s') o

    加速度计的输出“,(t)为：

                                              u,(t)＝ S,a (t) ························“·⋯（22）

    式中：

    S,— 参考标准的灵敏度，以输出信号单位每米负二次方秒表示。

    由式（21）和式（22）可解出S,:

                S, =吠u, (t)dtI/AV ‘··········，．·······⋯⋯（23 )
    由碰撞过程所记录下的输出及式（23）可以对线运动加速度传感器进行校准。如冲击施加于线性弹

性体时，其脉冲为半正弦形，脉冲包络的面积A=0. 637 hb，其中h和b分别为脉冲的高度和宽度。改

变碰撞件的质量、垫层，及诸如跌落高度、空气压力等初始条件，或改变与冲击发生器特性有关的其他物

理参数，可以调整脉冲形状和脉宽。

    要得到方程(23)中的△v值，两种方法（用砧子做碰撞或用线性弹性体做碰撞）都可行。用记忆示

波器或高速示波器加上照相的办法均可记录碰撞过程中加速度传感器输出随时间的变化。通过分别施

加已知的电位差信号u：和已知的时间t。，测量其对应的y‘与xc，可以确定电位差标度和时间标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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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差标度系数k，和时间标度系数k：由下列公式给出：

                                k,＝udy,           k2＝Ux, ·········，．·········⋯⋯． （24）

    所记录的加速度计输出随时间的变化曲线下的面积，由下式给出：

                  A一广ydx “····““。··“··一 （25 )
    式中：x,和x：是冲击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将上述量代人（23）式，得出：

                                                ， k,·k,·K ·A
                                                5，＝ 竺止‘一二二二一一二二一一止二 ··············．⋯⋯。．．⋯⋯（26）

                                                                    AV

    面积A可以从记录加速度时间历程的图形积分得到，用面积仪也可测量出加速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下的面积。要注意零漂、过冲和振铃对测定面积的影响。

    式（23）中的积分也可以用电子积分或数字记录求和技术来求得。这样可以加快校准过程，减少主

观误差与操作者的劳动强度。

    在大多数合理的冲击幅值和持续时间范围内，对高质量加速度计基于速度变化原理的冲击绝对校

准不确定度小于5%，前提是传感器在关注的频率范围内具有线性频率响应。如果不是线性的，会导致

难以估计的误差。而且这种方法给出的只是灵敏度值，无法得出任何实用的频率响应或相位响应信息。

5.3 比较法校准

    通过绝对法校准的振动传感器，可用作其他传感器校准的参考标准。5. 2. 1所叙述的方法是优先

选用的方法。

    做比较法校准时，校准过的参考传感器1和被校准传感器2通过合理安装将感受相同的振动输人，

同时测定它们的输出值“1和u：或测量两者的输出比。如果两个传感器检测同一振动参数，例如，同为

速度或同为加速度，并且传感器1和2的响应都是线性的，那么传感器2的幅值灵敏度S：和被校准过

的传感器1的幅值灵敏度S，相应关系为：

                                    S2＝竺S, ··············⋯⋯． （27）
                                                                                      u,

    比较法校准限于传感器1已校准过的频率、脉冲持续时间和幅值范围内。如果已知传感器1的相

位响应，且测得了u，和u：的相位关系，也可确定复数灵敏度SZ。如果两个传感器检测的是不同的振动

参数，例如，将一速度传感器与一加速度计进行比较，则灵敏度S：与i。某次幂有关。将两个传感器背

靠背刚性地安装在一起，其灵敏轴方向与运动方向一致时，可以得到最好的结果。必须保证传感器1与

传感器2承受相同的运动。如果两个传感器都是直线型的并安装在振动发生器的台面上，则可以忽略

台面摆动的影响。对比较法来说不像绝对法那样对波形失真要求那么严格，在两个传感器检测同一振

动参数时要求就更低。然而，运动中存在的谐波分量可能会不同程度地使两个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增加，

这取决于两个传感器在谐波频率下的灵敏度比。

    实际校准时多用电动振动台。将一背靠背参考加速度计装到振动台面上，已校准面背向台面。被

校的加速度计装到背靠背参考加速度计的校准面上。为了在高频下进行比较法校准，参考加速度计校

准时应附加与被校加速度计同量级的质量负载。

    通过利用精密放大器进行衰减和利用平衡比较仪调零的办法对信号进行比较，可方便地对参考加

速度计前置放大器的输出电信号与被校加速度计的输出信号进行精确比较。

    应当注意到，参考传感器的灵敏度与安装被校传感器的安装面上的质量负载有关，因此应当知道参

考传感器在承受被校传感器的质量负载时的灵敏度值（见参考文献［35]),

6 测f不确定度的表达

    按照《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JJF 1059)，校准测量不确定度应使用扩展不确定度U来表达，该

表示指南以国际称重与测量委员会（CIPM）推荐的方法为依据。

免费标准网(www.freebz.net) 标准最全面

免费标准网(www.freebz.net) 无需注册 即可下载
测振仪 振动监测仪 www.cezhenyi.net.cn



GB/T 13823.1-2005/ISO 16063-1：1998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校准测，不确定度的衰达

A. 1 总则

    见第6章。

    U的用途是提供一个区间y-U到y+U。由y评估的被校准的特定值Y在此区间可期望以高概

率存在。为充分判定y-U镇Y<y+U，应按下述方法评定扩展不确定度U,

A. 2 测，扩展不确定度的计算

A. 2. 1 必须设法对明显影响测量结果的各个分量进行确定，并且对这些分量的影响用估计修正值或

修正因子来修正。

    如果某一分量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可以用一个具有明确的期望值（特别是不对称分布）的概率分布

（最好是概率密度，见A. 2. 2 )来表示。那么可以作为系统误差来对待，并且用修约来修正。

A.2.2 每个对测量结果有影响的不确定度分量，以标准偏差。、来表示，即所谓的标准不确定度，等于

变量u?的正平方根。

    有些标准不确定度可以从统计理论估算的标准差得到。这一标准差可由一系列观察值的统计分析

得到（参见JJF 1059中标准不确定度的A类评定）。评估另一些标准不确定度可以某种概率分布的标

准偏差来表示，该分布应能描述对相关量的所有可能取值的科学判断（B类）。这一评价是基于所有的

有用信息量作出的。作为特例，如果没有数据表明某量的可能取值具有系统效应，仅知道这些估算值在

b一与b＋范围之间，则可以〔b- ; b+」间的平均分布来描述这些数据。它的标准不确定度是b/万，其中b

=(b+-b-)/2。在这种情况下期望值（(b＋十b-)12可用做修正值。

    如果一个影响量是均匀分布（矩形概率密度），但它转换为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又是非线性的（例如：

正弦信号、二阶或三阶多项式），这样就要选择相关的分布模型来处理这种情况。

    实例

    在正弦加速度标称侧量方向上，加速度灵敏度S是通过它的输出电压或电荷幅值圣，以及振动激励

产生的加速度幅值a，按公式S=x/a来计算的。在多种对校准结果有影响的分量中，有一个来自振动

台的明显横向运动分量，其加速度幅值为云：，与加速度计的横向灵敏度ST结合，转换为输出信号中的

误差分量elT。对这个例子来说，假设被测加速度和横向加速度频率相同并且没有相位差。由于横向灵

敏度通常取决于最大横向灵敏度（ST.mnx）方向与横向激励方向夹角N的正弦，其误差分量可以表示为：

                          eiT＝ST·a：二ST,。二·a T,。二COSQ
    如果已知其最大横向灵敏度ST,，二和最大横向加速度云：，。：，而角度N是不知道的，这时假设a在

〔一二，二」之间按矩形分布是很合理的。这样，这一影响量在角度N满足矩形分布的情况下，将产生测量

误差分量eiT，其概率密度为：

                              w(e＿）＝一一一卫‘一一－

                                ”甘V工一l言）
    式中：

    一b<e}, <b,b=ST,a�xar,-x

    （通常也称为反正弦分布），相应的标准不确定度为：u(ej, )=b/v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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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望值E{、丁，在这时为零，这是对误差QrT的最佳估计。
A.2.3 根据不确定度传播定律，由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有时也包括协方差）合成确定的合成标准不

确定度“。，作为测量值Y的标准不确定度。因此，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由下式得到：

                            ｛.v，af、z， 、 ＿N-1   Nc-1 }-, a厂 a
                      uc（刃 ＝ ／）；【青告】U, (x;）＋2）1）；聋乙于-u (x; . x;） ········”·⋯（A. 1）
                  一〔‘“’ 1/ u \ dx／一‘一” 一uj u， dx; ax，一‘一”一，‘

    这一方程式基于一阶泰勒级数的近似：

                                      Y＝f(X,，X,，⋯⋯，XN） ····················⋯⋯ （A. 2）

    这里Y是由N个输入量，X� X2 I ...... I X、通过函数关系f确定的被测对象。

    被测量Y的估算值用y来表示。通过对输入量值使用输入估计x� x2 . ...... I x、由式A. 1获得。

这样测量结果的输出评估可由下式得到：

                                    y＝.f (x, f X2，·⋯ +xN） ·············，．········，，二（A. 3）

    在式（A. 1)中，dfldx‘常常称作灵敏系数。，，等于偏微分aflax，在X; =x，时的估计值。u(二，x; )

是x; , x;的协方差估计值。

    没有明显互相关的情况下，式（A. 1)被简化为

                                      I  N，刁厂、2一
                    u, (y)一V昏（},   ù  (x;fix; ’ ·········．．·······．．···⋯⋯（A. 4，

    如果在不确定度u(x;）表征的范围内，相对于输人估计变量x，模型函数f是充分线性的，那么可

采用式（A. 2 )的一阶泰勒级数近似，其结果是方程(A. 1)。在A. 2. 2的实例中，如果角度月被视为输人

量X;，则不属于这种情况。在振动与冲击传感器校准中还存在具有相似影响的其他量，为克服这个障

碍，这里介绍了一个合适的模型（见参考文献［42])。为了简要地说明针对上述实例的模型，将因子（(1-

e}T /劲，此时e;T/xGG1，作为输入量X引人计算被测量的函数关系式。实例中方程（A. 2 )简化为三

个输入量 ：

                                        Y＝f (X,，XZ，X,）

    这里Y表示被测量（灵敏度S),XI表示加速度计输出（电压或电荷幅值x), X。表示加速度幅值，

                          、，＿ ，、＿， X,＿，＿ 、二、、 ，＿，、．＿＿。＿ ，，．＿、，，．。。＿＿ ＿ ．二一‘．，＿、。，、，“
X, =1- e-，/x。这样，关系式Y=攀X,可以成立，如果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即可用一阶泰勒级数近似

        一        Tx‘一。～”’／、于‘、一 XZ一“ 刁．～一’～‘J一件’书尸，一”切’曰尸、’一’一 “’切 ‘尹，小朴～朴～’仍

去导出相对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二） ／厂u(x,）门z 厂u(x,)门z 厂u(x,) 7,
                                      y       V L  xt   J ‘ 工2  J ‘ x3    J

    在实例中使用引人的符号，最后的关系式表示如下：

                    U, (S) ｛厂u(x),2 厂u(a)门z 厂u(e,,/全),z
                                        s     "V L  x 」 L  a 」 L     1     J

    这里u(x)/x是输出电压幅值测量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u(a)/a是加速度幅值测量的相对标准不

确定度，由于实例中。（气丁）= b/涯，有。（几：／全）一。（气：）／全。这样，如果某量与1的偏差同样可由该量
的相对误差来表示，那么，该量可以作为一个输入量引人，从而可分别将一系列不确定来源考虑进来。

A.2.4 将u：乘以扩展因子k得到扩展不确定度。

    U=ku,

    这里优先选取扩展因子k=2。如果能假设校准结果的估算值服从具有近似标准差“。的近似正态

分布，就能断定未知值位于由U限定的区间内，其置信水平或概率约为95％.

A.2.5 当给出测量结果y、扩展不确定度及所用包含因子的报告时，如果k不等于2，要加以说明。另

外，包含概率的近似值或取值区间的置信水平也应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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