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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740-2005/ISO 10068：1998

                            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ISO 10068 :1998 (E) ((机械振动与冲击 人体手臂系统驱动点的自由机械阻抗》

（英文版）。

    为了便于使用，对于ISO 10068:1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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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8:1998(E）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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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表题与图题格式按GB/T 1. 1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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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莲英、曲生、郭伟、王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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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9740-2005/ISO 10068：1998

                              引 言

    人体手臂系统的机械阻抗描述对施加于人手的振动力引起的手臂系统的运动响应。例如，这种振

动力在操作振动的手持式动力工具时产生。在进行以下设计及开发时要求给出手臂系统的机械阻抗：

    a) 减振和防振装置；

    b) 用来测量动力工具手柄振动的试验环。

    对机械阻抗的了解可以对传向人手的机械力进行评价，并有助于对手臂系统的生物动力学特性进

行描述，人体手臂系统机械阻抗标准化值的确定，将有助于有效的减振装置和防振装置及有意义的试验

方法的开发。

    当手握住振动物体时，手臂系统的响应取决于多种因素。最重要的因素如下：

    — 按手臂系统考虑的振动方向；

    — 被握物体的几何形状；

    — 由手施加到物体上的力；

    — 姿势；

    — 肌肉状态；

    — 人体测量学特性。

    由手施加的力通常用握力和推进力描述，后者通常称为“推力”、“推进力”或“压力”。

    本标准中，驱动点的自由机械阻抗用来描述人体手臂系统对手的强迫运动的动态响应，用频率的函

数表示。

    自由阻抗值根据不同的调查者对活体男性受试人群的阻抗测量结果导出。目前还缺乏来自独立资

料的有效数据描述女性手臂系统阻抗。

    在正常同等条件下独立进行的研究中报告的阻抗的平均值间的未说明的差异，已按标准化的男性

手臂阻抗的形式给出。测量值的综合也已完成（见附录F)。作为频率函数的阻抗的模和相位的最可能

的值借助上下包络进行限定，它包含了每一频率的全部可接受数据的平均值。包络线根据局部立方样

条函数建立，并规定了每一频率的男性手臂阻抗的可接受的值的范围。可接受数据的计权的均值和均

值的标准差规定为频率的函数，并对本标准全部应用给出了目标值。

    本标准给出的作为频率函数的阻抗的模或相位与涉及受试人员的单一调查中测量的均值在全部频

率上没有精确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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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740-2005/ISO 10068：1998

              机械振动与冲击 人体手臂系统驱动

                        点的自由机械阻抗

1 范围

    本标准描述了男性人体手臂系统驱动点的自由机械阻抗。用模和相位表示的自由阻抗的值，按三

个正交平移激励的方向给出，激励方向与GB/T 14790和ISO 8727规定的手的基本中心坐标系的xh,

yh和z、轴一致。自由阻抗的Xh、  Yh和zh分量作为频率的函数按频率范围从10 Hz至500 Hz，对应于

特定的手臂姿势、握力和推进力、手柄的直径和激励的强度分别给出。在三个方向上的自由阻抗分量被

视为独立存在（见附录F)o

    本标准可用来确定手臂系统在驱动点的自由机械阻抗的典型值，这些数据适用于特定条件下的男

性。对每个阻抗分量，自由阻抗在每一频率用三个值确定，以反映对男性手臂的测量值的范围。上限和

下限值规定了最可能的阻抗值的范围，中间值表示人体数据的总体平均值，从而规定了对于全部应用的

目标值。本标准暂可适用于女性。

    作为频率的函数，相对于规定的握力和推进力的驱动点的自由机械阻抗的参考值在附录A中给

出。这些阻抗值用于确定手臂系统为负载时弹性材料的振动传递率。

    用来对自由阻抗值建模的手臂系统的数学表达式也在附录C至E中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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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8727:1997 机械振动与冲击 人体暴露 生物动力学坐标系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自由阻抗 free impedance

    在频率f施加的周期性激励力F(f)，与在同一频率引起的振动速度V( f）的复数比，对所有其他联

结点而言，系统是自由的，即施加的外力为零（见ISO 2041)0

                                        Z(f)＝F(f)/v(f)

    注1：自由阻抗一般为复数，即具有实部和虚部，也可用模和相位来表示。

    注2：本标准根据在同一点，即振动传向手臂系统的点，测量的力和速度为基础制定。

    注3：手和臂被视为一个系统，其在相互垂直的三个轴向的平移振动是独立的。

    注4：对人体手臂系统的动态响应的其他的描述方法（例如，视在质量）已在科技文献中应用。

4 手臂系统驱动点的自由机械阻抗

    手臂系统的驱动点的自由机械阻抗的模和相位，在表 1至表 3及在图1至图3(作为说明）中在三

个正交的激励方向上作为频率的函数给出。激励的方向根据GB/T 14790和ISO 8727规定的基本中

心坐标系中的xh , yh和zh轴确定。每个表和图都包含了相对于每个运动方向的每一频率的模和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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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0-2005/ISO 10068：1998

三个值。这些数值用三位有效数字给出是为了计算方便，并不反映对手臂阻抗研究的精度。对表1至

表3中未列出的频率，允许使用线性插值法获得需要的阻抗值，对应于1/3倍频程的中心频率的阻抗值

在附录B中给出。

    每一频率的上下限值包含了选用的全部数据的平均值，并在图1至图3用连续实线表示。每一频

率的中间值，在图1至图3中用虚线表示，给出了全部选定数据的计权平均估算值，从而形成了全部应

用的目标值。平均（目标）值的标准差也在表1至表3中给出。

    应用本标准在每一频率的上下限之间产生／使用的阻抗值，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代表了在某一频

率或某些频率上男性的手臂机械阻抗。

    如果应用仅在某些频率符合本标准要求，则在这种应用的所有描述中都应表明这些频率。

                        表 1 在x、方向手臂系统驱动点的自由机械阻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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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在Y、方向手臂系统驱动点的自由机械阻抗值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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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0-2005/ISO 10068：1998

                        表 3 在艺。方向手臂系统驱动点的自由机械阻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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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曲线的含义见第4章。

                    圈1  x、方向手甘系统驱动点的自由机械阻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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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曲线的含义见第4章。

                        图2  y、方向手臂系统驱动点的自由机械阻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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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曲线的含义见第4章。

                      图3 不。方向手臂系统驱动点的自由机械阻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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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9740-2005八SO 10068：1998

5 阻抗值的适用性

    自由阻抗值满足下述全部条件时适用于男性人体。适用性的限制大致与获得数据的测量条件范围

一致。

    a) 手臂相对于躯干的位置要在图4中限定的范围内。

    b) 腕部在中间位置，即既不弯曲也不外展的位置（允差士150)，见图50

    c) 手握住的手柄直径在19 mm至45 mm之间。如果最小和最大截面尺寸在19 mm至45 mm

        之间时，自由阻抗值也适用于这些非圆形截面

    d） 手的握力在25 N至50 N之间。手施加的推进力不大于50 N}

    注1：阻抗值的主要根据右手数据为基础得出。暂时也适用于左手。

    注2：阻抗值暂时可适用于女性。研究表明女性的阻抗的模比男性要小20

    注3：已有报告显示，握力的增大导致阻抗的模增大，尤其是频率在50 IIz以上

    注4：在频率 100 Hz以上推进力对阻抗的模和相位没有实际的影响。已有报告显示，在低频段阻抗的模随着推进

          力的增大而增大。在推进力达到150 N时阻抗模的变化小于10肠。

    注5：阻抗可能受手柄加速度的影响，本标准中的阻抗值在加速度达到50 m/s'时仍适用。

6 应用

6.1 手臂系统为负载时弹性材料传递率的评价

    驱动点的自由机械阻抗的xh,zh分量的参考值作为频率的函数在附录A中给出，对应的握力为

30 N，推进力为50 N，肘部角度为900。这些阻抗值的给出是为了满足评价手臂系统为负载的弹性材料

的振动传递率的需要（细节在GB/T 19739中给出）。

6.2 手臂系统模型

    符合本标准条款的手臂系统模型在附录C至E中给出。这些模型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这些附

录的给出是为了使用测量环时，便于对手臂系统建立数学模型并进行力学模拟。

6.3 手臂系统吸收能f评估

    当手握持振动的物体时，传向手的机械能可根据已知的振源内部阻抗与运动，以及手臂系统驱动点

的自由机械阻抗计算得出。如果使用本标准中的阻抗值进行计算，则求得的值仅仅是对传向手臂系统

的能量的粗略估计，即使其姿势满足第5章的要求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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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少

                        750<+<1050；一150<肛 150；一150<Y<150;a+六 1200

注：当测量方向为顺时针时角度为正。

                                图4 手臂位置允许范围

公“h一
                                    图5 腕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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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9740-2005/ISO 10068：1998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手臂系统驱动点的自由机械阻抗的x。和z、分，参考值

    手臂系统驱动点的自由机械阻抗的xh和z。分量的参考值在表A. 1中作为频率的函数给出，频率

范围从10 H：至500 Hz。这些值由对男性受试者进行测量的阻抗导出，其目的在于评价手臂系统为阻

抗时弹性材料的振动传递率（细节在GB/T 19739中给出）。在表A. 1所列频率之外的阻抗值允许用

线性插值法求出。

    自由阻抗的参考值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时适用于男性人体。

    a) 肘部角度为900（允差士150)，以使手臂相对于躯干的位置处于图4限定的范围内，即

                          750<a<1050；一15'<P< 15'；一150<Y<150

    b) 腕部在中间位置（允差士150)，如图5所示；

    c） 手握持手柄的直径为19 mm至45 mm。对非圆形截面手柄最小截面尺寸和最大截面尺寸在

        19 mm至45 mm之间时，参考值也适用。

    d) 手的握力为30 N士5N，推进力为50 N士8 No

    注：手臂阻抗可能受与手接触的表面的加速度值的影响。

                        表A. 1  1/3倍频程中心频率x。和z。方向上的手臂

                                系统驱动点的自由机械阻抗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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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740-2005八SO 10068：1998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1/3倍频程中心频率手臂阻抗值

    关于术语“下限”、“平均值”及“上限”的含义见第4章。

                        表B. 1         1/3倍频程中心频率x、方向上的手臂

                                  系统驱动点的自由机械阻抗值

/(N " s/m)                                               V f1 /11%*/Hz10              24            38             59            36            53            6812.5            30            49             71            38            53            6916              33            54             80            38            53            7020              36            64             84            38            54            7125              43            72            104            38            57            7231.5            51            80            125            38            53            7340              62            95            154            37            53            7350              74            112           189            36            51            7063              90            140           233            33            47            6680              109           172           280            29            43            63100             120           199           300            23  �E�虫���橘���S��������=�����D狂����)�o�1U����������o�D�������
          37            60125              124            211            302            18            31            57160             123           210           294            11            29            52200             120           208           287            7             23            48250             119           189,          287            6             24            45315             120           207           302            6             25            44400             134           224           360            8             26            45500             168           292           442            10            29            47

                          表B. 2          1/3�镀党讨行钠德蕐、方向上的手臂

                                  系统驱动点的自由机械阻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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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B. 2（续）

一里*M /PtT  I         il} {f      }.35           -12            7            3030           -18           -1            2217           -22           -2            1606           -23           -5            1006           -23           -9            706           -22          -11            607           -19           -7            708           -16           -6            910           -11            0            1713           -7             8            3018           -4            16            4534           1             22            56
                          表B. 3  1/3倍频程中心频率z。方向上的手臂

                                  系统驱动点的自由机械阻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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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模型 1

    本模型对三个方向均采用相同的一般结构（图C. 1)。列在表C. 1中模型参数的不同值用于在每个

方向获得图C. 2至C. 4中所示的阻抗值。

    在这个三自由度的模型中，质量、弹簧和阻尼与手臂系统中的生理结构没有对应的关系。更小的模

型质量在更靠近运动传人模型的点（见图C. 1中的F)，这一点在手上选取。

                                      表C. 1 模型参数值

卞}}Jti l}JY6 zh0.008 6              0.029 90.356 5              0. 662 33.246 2              2.902 32. 709 X 10"           533 5300.0             2. 994 X 1056 415                2 49568.00                227. 551. 75               380.630. 78               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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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图C. 1人体手甘系统自由阻抗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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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曲线的含义见第4章。

          图C.2  x、方向人体手臂系统自由阻抗模型（细实线）与自由阻抗值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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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曲线的含义见第4章。

            图C.3  y、方向人体手甘系统自由阻抗模型（细实线）与自由阻抗值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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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曲线的含义见第4章。

          图C.4  z、方向人体手臂系统自由阻抗模型（细实线）与自由阻抗值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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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模型 2

    本模型对三个方向均采用相同的一般结构（图D. 1)。在表D. 1中列出的模型参数的不同值用于

在每个方向获得图D. 2至D. 4中所示的阻抗值。

    在这个四自由度的模型中，进一步改进了附录C中的模型形式，质量、弹簧和阻尼与手臂系统中的

生理结构并不对应。更小的质量模型在更靠近运动传人的模型点（图D. 1中的F)，该点在手上选取。

                                    表D. 1 模型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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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图D. 1 手仲系统自由阻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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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曲线的含义见第 4章。

            图 D.2  x。方向人体手臂系统自由阻抗模型（细实线）与自由阻抗值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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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曲线的含义见第4章。

        图D.3  y、方向人体手臂系统自由阻抗模型（细实线）与自由阻抗值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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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曲线的含义见第4章．

            圈D. 4 ：、方向人体手衡系统自由阻抗模型（细实钱）与自由限抗值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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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模型3

    本模型对三个方向均采用相同的一般结构（图E. 1)。在表E. 1中列出的模型参数的不同值用于在

每个方向获得图E. 2至E. 4中所示的阻抗值。

    质量、杠杆臂、弹簧和阻尼与手臂系统中的生理结构并不对应。

    注：当调整模型参数与手臂系统阻抗的模的值一致时，对相位只作了有限的考虑。

                                      表E. 1 模型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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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3
                    ｝二

    1－一一动量矩半径为r的质量，的中心；

    2— 运动传人点；

    xe－一一运动传人点的位移；

    x一 质量中心点的位移。

    注：本例子对应于二方向，加上标记y和z，模型对y和z方向也有效。

                              图E. 1 人体手臂系统自由阻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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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曲线的含义见第4章。

        图E.2  x。方向人体手臂系统自由阻抗模型（细实线）与自由阻抗值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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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曲线的含义见第4章。

            图E.3  y、方向人体手臂系统自由阻抗模型（细实线）与自由阻抗值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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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曲线的含义见第4章。

          图E.4  z。方向人体手臂系统自由阻抗模型（细实线）与自由阻抗值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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