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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等同采用ISO 9688:1990《机械振动和冲击 评价机械系统冲击阻抗的分析方法 分析的

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交换》（英文版）。

    本标准等同翻译ISO 9688:19900
    为了便于使用，本标准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删去了国际标准的前言；

    b) 对国际标准中的长篇叙述，根据GB/T 1. 1-2000作了章、条、款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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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工业第二O二研究所、郑州机械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顾国富、韩国明、焦明纲、潘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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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I                                                 Iq

    本标准规定了冲击阻抗分析评价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必须建立的基本技术对话要素，目的是对

基于计算分析的一个机械系统（产品或人体）的机械阻抗评价的用户和评价的提供者之间应该相互交换

什么样的信息做出指导。

    通常而且可行时，设备或结构部件的冲击阻抗宜通过冲击试验验证。试验程序和试验执行已包含

在一些标准中。例如：

    GB/T 2423.5-1995 电子电工产品环境试验 第二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 冲击

    GB/T 14123-1993 冲击台特性描述

    通过实践检验，冲击试验将使工程师对一个机器、车辆、结构和人体受到冲击作用时的机械响应有

更透彻的了解。这样一些试验能使工程师确定的产品或人体的机械可靠性和功能可靠性比计算的更为

准确。

    通过实物试验评价出的冲击阻抗通常要比基于计算分析求得的阻抗大。然而，对基于使用计算方

法求得的机械阻抗值，人们的信任在增加，这主要是由于计算方法的改进以及它们与实际的关系现在比

以前理解的更好了。

    尤其当一些冲击试验不可能或不可行时，分析方法则更适宜，例如下述情况：

    — 对一些结构或设备要求通过试验做出评价，所需费用过分昂贵；

    — 要求将冲击阻抗之评价作为设计过程的一部分，或者设计者用以检验和改进模型；

    — 设计者在决定是否以及如何检验一个要求评价的产品，需要提供必需的分析支持；

    — 设计者想为总结在某一产品或某一类产品上所做冲击试验结果，寻求一个基础；

    — 通过使用简单的数学模型足以评价其冲击阻抗（例如，在冲击隔离设计中或为抗冲击装置配置

        紧固件中）。

    根据产品的机械结构性能和复杂性，在其使用的系统中相对其他部分的功能重要性，以及对产品或

产品所处的系统的安全要求，所选择的近似评价产品冲击阻抗的分析方法可能是相对简单的，或者是较

复杂的。

    它可以是如下简单的分析：

    — 等效的静载（重力载荷）分析；

    — 使用弹性或（和）塑性变形能的简单模型的分析，作为模型承受冲击脉冲输人能量而无损伤的

        能力的测量。

    它可以是复杂的计算方法，使用：

    — 时间历程；

    — 有限元方法；

    — 分析模态分析方法。

    为了避免分析评价的使用者和提供者之间误解，许多细节必须加以讨论，并建立其相关的：

    a) 产品的力学特性和它的环境（如尺寸、重量、材料、构成或制造方法、操作条件、安全性、冲击敏

        感元件、管连接、固紧等）；

    b) 规定冲击输人的参数、允差限要求或其他验收准则；

    c） 适当的数学模型，它足以通过该模型能力的测量，以最少的参数求出产品的力学特性，以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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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的结果。这些包括力一变形的约束特性（线性或非线性、弹性或塑性、单一的或组合的）、

        系统或模态阻尼的类型、通过系统传播能量的方式以及模型的构成和自由度数（集中参数和有

        限的、或连续的与无限的）；

    d） 适当的分析方法、感兴趣的频率范围以及研究的目的和界限；

    e) 表示结果的方法和形式。

    由于没有或使用者不能提供足够的技术资料，有时分析的提供者很难适当地应用其背景知识，然

而，使用者应知道他期望从分析评价中得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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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振动和冲击 评价机械系统冲击阻抗

            的分析方法 分析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

                            的信息交换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以评价机械系统（产品或人体）冲击阻抗分析方法的程序。它提供了一个用以构成

和起草冲击分析的议定书以及识别议定书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要求评价其冲击阻抗的任何产品或人体。

    注I：本标准中除非另外声明。术语“产品”指的是一个工程制造物（例如设备、零部件、机器、车辆或结构）。

    注2：在本标准中既不涉及冲击环境的特征参数，也不与特定的验收性能量值相关联。当评价一特定产品的冲击阻

          抗要规定冲击环境和（或）性能量级时，必须对这些参数指定一个适当的数值。本标准仅确定如何执行这一计

          算，而不指定数值，具体的数值可能或应当针对特定场合确定。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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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2041:199。 机械振动与冲击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ISO 2041:199。确立的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机械系统 mechanical system

    a） 在机械冲击场合，一个产品的机械构成，包括全部约束和它与环境的交互连接部分，这一环境

        必须是存在的，或为充分描述被安装产品及其部件的力学特性而考虑的。

    b) 包括质量、刚度和阻尼构成的系统。

3.2

    冲击阻抗 shock resistance

    系统承受以规定的冲击脉冲给出的冲击激励的能力，在此冲击脉冲的作用下系统的响应不应超过

可接收的限值。

    注：用量化的术语，一个系统的冲击阻抗被描述为系统能接受的，其响应不超过规定的接收限度的冲击输入量值。

3.3

    (I中击）性能准则 （shock) performance criteria

    一组系统响应值或其他功能准则，该准则规定了产品或人体受到冲击负载时可接收的性能。

    注：这些响应值可能包括应力、应变、应变速率或人体耐限。

3.4

    模态分析 modal analysis
    用以建立一个产品或人体的响应特征量（例如结构部件中的应力和应变或人体的冲击阻抗）的分析

方法，它对指定的一组最低振型中的每一振型，定量地测度它的质量、刚度、阻尼参数，以这些最低振型

区分该产品或人体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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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谱 spectrum

    一个用频率或波长的函数描述的量。

    注1：术语“谱”可用以表示分量在连续范围（通常是很宽的）上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声频谱。

    注2：在机械冲击领域，谱不是以波长的函数给出的。

3.6

    机械冲击、冲击 mechanical shock; shock

    能激起系统瞬态扰动的力、位置、速度或加速度的突然变化。

    注：所谓突然变化通常是指变化的时间小于系统的基本固有周期。

3.7

    冲击脉冲 shock pulse
    用时变参数（如运动、力或速度）的突然增加或突然减少来表征的冲击激励形式。

    注：宜使用描述性的力学术语，例如加速度脉冲。

3.8

    作用的冲击、冲击激励 applied shock ;shock excitation

    作用于系统并产生机械冲击的激励。

3.9

    冲击运动 shock motion

    由冲击激励引起的瞬态运动。

3. 10

    碰撞 impact
    一个质量与另一个质量的一个单次互撞。

3. 11

    冲f   impulse

    a) 一个冲击力对其作用时间的积分。

    b） 对一个常力，它等于力和作用时间的乘积。

    注：在冲击应用中，作用时间很短。

3. 12

    连续冲击 bump

    试验用的多次重复的冲击。

3. 13

    理想冲击脉冲 ideal shock pulse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时间函数描述的冲击脉冲。

3. 14

    标称冲击脉冲，标称脉冲 nominal shock pulse; nominal pulse
    带有给定公差的特定冲击脉冲。

    注 1：标称脉冲是一个通用的术语，它要根据其产生的特定意义要求附加的修改，例如标称半正弦脉冲或标称锯齿

          波冲击脉冲。

    注 2：标称脉冲的公差可用脉冲的形状（包括面积）或相应的谱理想地表示出来。

3. 15

    冲击脉冲的标称值 nominal value of a shock pulse
    针对规定的公差给出的规定值（例如峰值或持续时间）。

3. 16

    冲击脉冲持续时间 duration of shock pu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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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击脉冲的运动从某一基准值上升到最大值，再下降到该基准值所需的时间间隔。

    注1：这一定义仅限于简单型式的脉冲。

    注2：对实测脉冲，基准值通常取峰值的1八0，对理想的脉冲它取作0.

3.17

    上升时fl，脉冲上升时f al  rise time; pulse rise time
    脉冲从最大值的某一规定的较小分数值升到另一规定的较大分数值所需的时间间隔。

    注：对实测脉冲，规定的较小值为峰值的1/10，而对规定的较大值则为峰值的9/10。对理想脉冲，分别取。和1,

3.18

    脉冲T降时间 pulse droop-off time; pulse decay time
    脉冲从最大值的某一规定的较大分数值下降到另一规定的较小分数值所需的时间间隔。

    注：对实测脉冲，规定的较小值为峰值的 1/10，而对规定的较大值则为峰值的9/10。对理想脉冲，分别取。和 to

3.19

    冲击试验机 shock testing machine
    对系统施加可控的和可再现的机械冲击的装置。

3.20

    冲击响应谱 shock response spectrum
    a) 将受到冲击作用的特定类型的一系列系统的响应描述为该系列系统固有频率的数。

    b） 在机械冲击领域，将一系列单自由度系统的组合对作用的冲击的最大响应（位移、速度或加速

        度），近似表示为其固有频率的函数。

    注1：冲击响应谱是一通用术语，它要求附加的修改，以给出其特定的意义，例如加速度、速度或位移冲击响应谱。

    注2：除非另有规定，如未给定系统阻尼的类别和大小，则均假定为0。响应是指最大绝对值而不管正负以及最大

          值出现的时间，通常称作为最大冲击响应谱。如果使用其他形式的冲击响应谱，则应当指明。

    注3：应该注意冲击响应谱的概念，并不完全符合谱的定义，见3. 5 0

4 分析的使用者提供的信息

4.1 通用信息

    执行分析的人（提供者）应具有关于产品或人体以及关于冲击环境条件和性能准则的足够量的信

息，以使他能做出选择，提出与使用者合作进行分析的适当方法和模型。所提供的基本信息依赖于验收

准则的类型和提出的分析方法。这一信息通常应在用户和提供者之间详细商定。

    应给出一个系统承受冲击能力分析评价所需的最少信息清单，即使仅要求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4.2 产品的通用描述

    应给出一个产品或人体机械特性的简要描述，包括其适当的支撑结构的元件。描述可以取自：

    a) 设计图，它表明总体尺寸、结构详图、材料和材料的成分、部件的连接和相对其他部件或公共参

        照的定位方向。

    b） 产品支持结构的特性，包括如何安装以及安装在何处（例如，直接以锁紧螺钉固定或以弹性安

        装在船上或车辆上，或在建筑或容器内），支撑结构的设计特性和尺寸，包括其静力或动力负载

        能力。

    c） 连接件和附件特性，包括在正常运行工况下连接的管、管道、电缆和其他弹性装置的刚度和可

        接收的偏移幅度，以及这些附件与产品的安装间隙。

    d） 产品质量分布，根据产品的主要部件描述其质量分布。如有可能，还应给出产品以及其主要

        元件的惯性矩（并应给出在每种情况下获取这些数据的方法）。

    e） 从分析以及先前的试验所获得的相关数据，包括冲击试验的结果，静载荷分析结果，涉及冲击

        能力的资料以及结构元件的其他动力学特性。

    f) 关于产品运输和（或）操作方面任何限制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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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冲击环境条件

    可视为分析的输人数据的冲击环境，应以其烈度、方向以及作用于产品的点和它的数据来源清楚地

加以说明。

4.3.1 应给出适于分析的冲击烈度。假如可以，应使用基于理想脉冲形式的标准或设计冲击响应谱。

对理想化的脉冲形式，应给出脉冲的形状，它的持续时间及最大幅值（亦即它的最大加速度、速度或位

移）。对其他形式的脉冲，大多数分析要用到脉冲的时间历程（亦即加速度时间函数）。如有可能得到，

应提供附加信息（象均方谱）。当作用的冲击是产品跌落试验时，则应清楚地说明跌落的高度以及产品

跌落到的表面类型（例如土地、混凝土地面或水中）。

4.3.2 应说明冲击作用的方向，它是水平于还是垂直于产品固定面的。

4.3.3 通常，产品接收冲击的点是在连接处（支座）的点上。当冲击是与跌落产品有关时，则应指出其

可能受到冲击的表面或角点。

4.3.4 应说明数据的来源。

    注：那些执行分析的人对冲击测量领域技术发展常常是非常熟悉的，这些将用于对用户提供数据正确性的检验。

4.4 （冲击）性能准则

    应该说明产品或者结构元件的破坏或验收准则，它们可以用可接受的响应、功能性能准则和安全要

求表示。

4.4. 1可接受的响应可能涉及应力水平、挠度、作用力、塑性变形等。假如产品在不同点可接受的响应

不同，这也应当说明。

4.4.2 功能性能准则可以包括在冲击作用期间可接收的相对于正常功能的偏差。在某些情况下，在冲

击作用期间这些可能并非是必需的或要求的产品功能。通常，要求在冲击作用过后，产品仍能保持其正

常功能。

4.4.3 安全性要求，对人体以及对装有爆炸、危险液体等的产品，或者由试验时冲击作用导致产品的故

障所引起的二次破坏或危险是适当的。

5 分析执行者的报告中提供的信息

5. 1 所选的数学模型和分析方法以及选择的理由

5.1.1 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通常包含产品的物理参数、冲击作用力、产品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

5.1.1.1 应说明选择数学模型的理由，数学模型应足够详细地表示产品的质量、刚度和阻尼特性的基

本特征，使所选模型的作用清晰，对产品及其他主要元件模型所指定的质量、刚度和阻尼值应是灵敏地

自含内部协调的，并且如有可能，应清楚的表明实际产品的材料及其几何关系，并加以解释。

5.1.1.2 应清楚地识别冲击激励在模型上的作用点，并清楚地阐明检测产品模型冲击阻抗的环境，亦

即，基础和连到产品模型上的子结构（如果有的话）的力学特性。

5.1.1.3 说明并解释产品与其环境的任何相互作用，特别是在冲击试验中或冲击试验后，将可能影响

在所述环境中产品操作的任何相互作用。

5.1.2 分析方法

    应根据程序的要求，说明实施分析的方法，方法基于的假设以及由分析所产生数值结果的形式和性

质。对于模型和假设所施加于分析的任何限制也应清楚地加以阐明。

5.1.3 详细说明

    分析的执行者在报告中应给出详细说明，以阐明选择产品模型及其环境选择的原因以及有关假设，

这些假设将限制分析的范围，如有可能，在论述中所提供的解释说明应给出参考的技术文献资料，论述

应以某种方法、风格和容易为用户工程师们的理解的方式写成，工程师们将可解释评价。可能的话，应

在产品冲击阻抗的评价中使用单图、进行或不进行优越性分析，如果评价要求对某一输人或响应的样本

测振仪 振动监测仪 www.cezhenyi.net.cn



                                                                    GB/T 19847 2005/ISO 9688：1990

作出解释，也应加以说明。

5.2 可接收的性能级

    对给定的冲击输人，该标准并不规定和建议什么是可接收的产品响应或是产品和人体可接收的性

能级别。另外，如有可用的信息，无论在其他标准中还是在可接收的并认为分析者已知的专业技术文章

中，则应将这一信息的可用性及其出处附在评价中。分析的提供者应参加那些可能被要求对评价作解

释的会议，根据特定产品所包括的那些可接收的性能级别作出解释。

6 关于由评价解释引起的设计改变的职责

    由评价解释所引起的任何设计改变（见5. 2)是分析使用者（估计为产品的制造者）本身的职责。这

样一些设计改变可能导致产品的物理变化与相应产品模型的变化，即指定其主要元件的质量、刚度、阻

尼值会发生变化。任何将这些变化数值考虑进去的后续的评价，应另行协商，并且，在评价的提供者和

使用者之间多半应有新的合同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