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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739-2005八SO 13753:1998

                                          月明 胃

    本标准等同采用ISO 13753:1998(E)《机械振动与冲击 手臂振动 手臂系统为负载时弹性材料

振动传递率的测量方法》（英文版）。

    为了便于使用，对于ISO 13753:1998(E）本标准做了如下编辑性修改：

    a) 用“本标准”代替“本国际标准，’；

    b) 用小数点符号“，”代替小数点符号“，”；

    c)删除了ISO 13753:1998(E）的前言；

    d)  "ISO X X X X”改为“GB/T X X X X";

    e) 表与图的格式按GB/T l. 1进行了修改。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B、附录C、附录D和附录E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机械振动与冲击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吉林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长春工业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肖建民、郑凡颖、曲生、韩莲英、郭伟、崔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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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9739-2005/ISO 13753:1998

                            弓1 言

    本标准是为适应日益增长的保护人员免受暴露于手传振动引起的振动损伤的风险的要求而制

定的。

    许多标准涉及到振动暴露风险的测量与评价，以及特定工具和作业的典型测试方法。

    弹性材料用于覆盖手柄和制作手套，采用这两种方法以减轻振动暴露的程度。本标准给出了一种

测童以单层或多层平板形式材料样品的振动衰减的方法。有些情况下材料可以是二层或多层的平板形

式。这是一种实验室测量方法，提供了一种可重复和可靠的程序。

    本标准假定材料的特性是线性的，其质量与负载质量相比可以忽略不计（如果需要，对材料的质量

可做出修正）。本方法测定以质量块为负载时材料的阻抗，并假定质量块对于材料的压力与手握时的压

力等效。这种方法通过测量质量块为负载时，材料在所有要求的频率上的传递函数来实现。以手臂为

负载时的振动传递率通过对手臂阻抗的标准值与材料阻抗的测量值进行计算得出。本标准中使用的阻

抗是握住圆形手柄时手掌的阻抗。本方法测得的传递率可能不适用于手指。本标准采用手臂系统Zh

方向即材料被施加压力的方向的阻抗。本方法的数学基础由附录B给出。

    如果本测量方法得出的结果显示，在直到500 Hz的所有频率上传递率都大于0.6，则该材料在实

际应用中相同的频率范围内可能不会提供较大的衰减。在实际应用中，作为频率函数的传递率应与振

源的频谱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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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739-2005/ISO 13753：1998

            机械振动与冲击 手臂振动 手臂系统为

              负载时弹性材料振动传递率的测A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测量手臂系统为负载时弹性材料的振动传递率的方法。

    本方法适用工具有线性特性的所有材料．在大多数弹性泡沫材料和橡胶材料中都可使用本方法，

暂时也可以用于编织材料。本方法可用于混合系统，例如带有泡沫或橡胶基板的编织材料。

    这种实验室测试的结果可用于筛选工具手柄减振和手套使用的材料。本方法能实现对手套的材料

进行分级，但未必能预测用这些材料制作的手套的传递率（手套振动传递率的测量见GB/T 18703-

2002手套掌部振动传递率的测量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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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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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90 人体手传振动的测量与评价方法（GB/T 14790-1993,egv ISO 5349:1986)

    GB/T 15619 机械振动与冲击 人体暴露 词汇（GB/T 15619-2005, ISO 5805:1997,IDT)

    GB/T 19740 机械振动与冲击 人体手臂系统驱动点的自少几：竹限抗（GB/T 19740-2005,

ISO 10068:1998,IDT)

    ISO 2041 振动与冲击 词汇

3 术语和定义

    ISO 2041,GB/T 14790和GB/T 15619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注：关于手传振动，见GB/T 15619，传递率见ISO 2041,

4 符号

    本标准使用下列符号：

    a,— 振动台上测量的加速度

    a2— 作为材料负载的质量块m上测量的加速度

  real— 表示复数量实部的下标

  imag— 表示复数量虚部的下标
  ｝ ｝— 表示复数量的模

    m— 弹性材料上负载的质量

    T— 传递率

    ZM— 弹性材料的阻抗

    ZH— 手臂系统的阻抗。该值由GB/T 19740(见附录A）给出

    。 角频率

      .l— 一1的平方根

    A;(jw）或简写为A;:a、的傅里叶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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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9739-2005/ISO 13753：1998

    示例：

    「A，（jw)］ ＊二 ，， ‘、， ，，：、，，‘。‘，，
  L器筒」二。【表示A, (j ca，和A2(jw，复数比的实部·

5 原理

    本方法使用一个振动激励系统（振动台），台面上放置弹性材料，负载质量块m置于材料之上。用

加速度计测量振动台上的振动a，和质量块m的振动a2。振动台可由宽带随机信号或正弦信号驱动。

6 测．设备

6.1 一般要求

    本方法要求使用一台频率分析仪（最好是双通道），两个传感器和双通道测量设备。

    测量装置如图1所示。

6.2 加速度传感器和前It放大器

    选择的传感器（加速度计）和前置放大器应满足频率范围5H：至1 000 Hz的测量要求，仪器应有

过载指示。

6.3 传感器的安装

    两个传感器应分别刚性安装于振动台的台面和负载质量块m顶部。安装可使用螺栓、胶和蜂蜡。

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在无材料样品时，至少在达到1 000 H：的频率范围内，两个传感器之间的传递函

数为 1,

                ！一

  一三歌一
    1— 质量块m;

    2— 弹性材料；

    3— 振动台。

                                        圈1 测，装I

7 测试样品和质f块 m

    测试样品应为厚度一致的平板，面积至少应能容纳半径为45 mm的圆形面积。样品大小不应超出

振动台面的边缘。应采用半径45 mm、质量2. 5 kg的圆柱形金属块（例如：钢）作为弹性材料的负载。

8 测f步骤

8.1 同步测量振动台面上和质量块m顶部的加速度a,和a2.

8.2 振动台可用宽带随机信号激励。在10 H：至500 H：范围内功率谱密度应保持恒定，其值至少应

为2. 5 X 10-'(m/s')'/Hz，误差在士10％之内。

8.3 振动台也可用正弦信号激励，激励信号a，的量值至少应为1 m/s' 0

    注：应测量在每一频率上两个信号的相干函数，其值应大于0.95，尽管在共振频率上可能低于此值。

8.4 应测量在每一频率上的A, /AZ（用模与相位或用实部和虚部表示）的比率。该比率为复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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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739-2005/ISO 13753：1998

8.5 根据测试报告的要求，传递率的测量应在50 H：至500 Hz频率范围内的1/3倍频程中心频率上

进行。如果可能，建议对更低的频率进行测量，直到10 Hz,

9 结果评价

    首先确定材料的阻抗ZM，然后由该值与手臂的阻抗Z。确定传递率。

9.1 确定材料的阻抗 寿

    用公式（1)计算材料的阻抗：

                                  2。＝一larm ·．．·．．·．．·．．·．．·．·．．．．⋯⋯（1）
                                                    一M jA，＼

                                                      kA,／

9.2 确定传递率 T

    用手臂系统为负载时材料的传递函数A2/Al就是所要求的振动传递率。该值通过对9.1中得到

的ZM和GB/T 19740(见附录A）给出的ZH值计算得出：
                                            ＿ ｝ Z ｝
                                              T二 ｝一 粼犯尸1 ························⋯⋯（2）

                                          I                                          Zx＋ZM

    注：公式（1)和（(2）中包含复数量，这些公式的完整表达由附录C给出。附录D给出了传递率T的计算举例。

9.3 传递率的测f精度

    传递率的测量精度（重复性）约为10%。测量精度取决于样品的线性程度、阻抗值ZH以及其他测

量参数的精度（见附录E),

    注1：非线性材料的传递率的测量精度可能大大超过1o％,

    注2：振动台和测量仪器的允差也使结果产生误差。

10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引用本标准；

    b) 材料制造厂家的名称和地址；

    c) 材料的描述，包括厚度、尺寸、质量和材料类型；

    d) 测试样品的数量；

    e) 测试实验室的名称和地址及测试 日期；

    f) 测量系统描述；

    8） 激励信号的类型（正弦或随机）及其特性数据；

    h) 环境条件包括温度和湿度；

    1） 在以下频率（单位：Hz)上传递率的值：

    50,63,80,100,125,160,200,315,400,500，如果可能在以下频率：10,12.5,16,20,25,31.5,40,ww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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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9739-2005/LSO 13753:1998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手，阻抗Ze的值

    表A. 1列出了GB/T 19740中给出的而 的值。这些值可以模和相位的形式引用，也可以实部和

虚部的形式引用，以供在传递率T的评价中使用。

                                衰A. 1 手臂限抗石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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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739-2005/ISO 13753:1998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弹性材料的振动传递率侧，的数学甚础

B. 1 评价

    使用一半径45 mm、质量为2. 5 kg的质量块压在材料上。使用在质量块和振动台平面上的传感器

测量传递函数，然后对材料的阻抗进行评价。

    A，Q co）曰 、，二．
    _, 是一个复函数。
    A2 ( j&J)- ’:xw}no

    、‘ ，＊Lt.A,(jw） 二＊、，r＿＿/ 4- r-4、二＿＿，yo1-1} .,
    在单一频率上，有爷三兴共笼＝量值X [Cos（相位）十jsin(相位）〕
    WT ` - A2(jo)) ‘一 、'1H 4ii 一’“、', H Fs.’  J

    式中：

    量值— 由A, /A：表示的比率的数值；

    相位— A,与A：之间的相位差。

    材料的阻抗由对质量块的阻抗与复函数A, /A2的计算得出：

    ZM=一     1wm
      ～M      iA,＼

          }A,／

    然后计算由手臂系统为负载时材料的传递函数：

    ＿ ｝ Z ｝
      T= ｝二．＝平二－｝

        ｝ZH+ZM I

    这里Z。为手臂的阻抗。

B. 2 理论基础

                ｛一

  下压王一
    1— 质量块，；

    2- 阻抗为ZM的弹性材料。

      口2 = x2

      口1＝ 工［

    这里x：和x，为位移。

                              图B. 1带有质f块m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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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9739-2005/LSO 13753:1998

    假定材料的质量可以忽略不计：

    mz2＝一zm (.2：一x,）

    （由牛顿第二定律）则有

    z＝一一jcom
      ～M j      A ＼

            f岑上】一 1
          、          A21

    当由手握持时，模型变为如图B. 2所示。

                ！一

  叮上王一
    1— 手臂阻抗ZH，

    2— 阻抗为几 的弹性材料。

                              圈B. 2 手份阻抗几 的理论模型

    再次假定材料的质量可以忽略不计：

    ZHx2＝一zm (x：-x,）

    由此

    ， ！x2｝ ｝ zm ｝
      T＝ ｝；三｝＝ 卜二二半片 ｝
        ｝X, I ！石+z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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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739-2005/ISO 13753:1998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公式（1)和（(2）的完整裹达

本附录以实部和虚部的形式给出了第9章的公式（1)和（(2）的完整表达。

ZM -．二，一          i 一了一～M IA,、 ‘二，A,、
      1子 1 一I +j《子 】
      、      AZ］ -1 ‘’夕\A2 I;m,e

故有

                        iA,＼
                              众wn 电一二一 ．

  ＿ 、 一‘”、A，1i
（ZM），，＝二一；甲－－“ 二若责巴毕二一，r、一M’旧‘ 厂/A,、 ‘-2 .2 ， A,＼“

          ｝！宁 】 一1｝十1二于 1
        LkA21-，一J’＼A:j ;m,8

                    厂IA，＼ ＿，

  ＿ 、 一“"I kA, I二、 ‘1
（ZM）‘二＝：一二一，户二二笼于竺一．下共，一、一，，，“ r tA,＼ ‘I ．／A, \ z

            ｝卜升 1 一1｝＋f芍二！
          L kA2／-【 一」 ’、AZ／二

和

， ｝AZ｝ ｝ zM                I ｝而｝“
T= 1 - I＝ ｝二＝ 一巴二，｝＝‘2；se二二－甲二－气一r二；－，爪r，－二节二二二～二～一代二二，贾一－－二－；；二～：一－二二二－二－－一二
‘一IA}｝一｛ZH T ZM｝一习IZH)’＋｝ZM｝’-I-2[(ZH)-1(ZM)-1+(ZH)�o,(Z,,)m�87

www.b
zf

xw
.c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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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9-2005/ISO 13753:1998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传邀率T的计算举例

    表一D. 1给出了一些计算举例说明如何根据A, /A：的值（量值和相位）以及附录A给出的手臂阻抗

值计算出传递率T。

                                  表D. 1 传递率T的计算

  频率f                                  100 HZ                    250 HZ

  角频率． 200ns t                 500ns 1

  质量二 2. 5 kg                    2. 5 kg

  I A,｝ ＿， 。＿ ；

  ！才｝一 。·‘ 2. 5 ：

＿相位 600 1400

三IA

  ｛  A2，一 。·“ 一‘.92

  I A, I

  ｛才｝‘，一 0.52 1.61

  rI A,、 12,，  A，、  2
  ｝1芍土, 一1｝＋1- 二 0.76                                   11.1
  L  \A2）．，‘i’＼A2），

  (ZM)x.i                                           1 074 N·S/M                     569.6 N·S/M

  (ZM)。 一1 446 N．S/M 一1 029.5 N．S/M

  ｝珠 ｝’ 3.24X10fi(N·s/m) 2                  1. 38X 10'(N·s/m)2

  （寿),.,,                                    164.9 N·盯m                     209 N·S/M

  (ZH);m,                                            5.8 N．S/M                            72N·S/M

二｝寿 12                                           27 225 (N·s/m)2                     48 841 (N·s/m)2

  T                                                      0.95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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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739-2005/ISO 13753:1998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影晌测且结果的因素

    测试条件（例如：湿度、温度、样品的形状）和测试材料的特性（例如：老化、非线性）对样品的动态特

性和性能有很大的影响。

    在以下情况中，评价测试结果时应特别注意：

    — 湿度吸收率大于5%a

    — 转变温度在0℃和33℃之间。

    材料老化对样品的特性有大的影响。为了评估材料的长期防护效果，对旧的材料样品可能需要进

行附加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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