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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在非旋转部件上测量和评价机器的机械振动系列标准的第5部分。它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ISO 10816-5:2000《在非旋转部件上测量和评价机器的机械振动 第5部分:水力发电厂和泵站机组》。
    本标准在技术内容上和ISO 10816-5:2000相同，编写方法完全相对应。

    本标准建立了我国水力发电厂和泵站机组在轴承体或轴承座上进行振动测量和评价的准则，关于

振动限值的规定和ISO 10816-5:2000的推荐值完全一致。

    本标准的附录A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B、附录C和附录D是提示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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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负责起草，郑州机械研究所、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电力试

验研究院、葛洲坝水力发电厂参加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阂广庆、韩国明、胡建文、李虹、曹剑绵、王柏仁、刘庚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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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前言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是由各国标准化团体((ISO成员团体)组成的世界性联合会。制定国际标准

的工作通常由ISO的技术委员会完成，各成员团体若对某技术委员会已确立的标准项目感兴趣，均有

权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与ISO保持联系的各国际组织(官方的或非官方的)也可参加有关工作。在电

工技术标准化方面，ISO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保持密切合作关系。

    国际标准的起草符合ISO/IEC指导原则第3部分的规则。

    由技术委员会正式通过的国际标准草案在被ISO理事会批准为国际标准之前，提交各成员团体表

决。根据ISO程序，国际标准需取得至少75%参加表决的成员团体的同意才能正式通过。

    请注意ISO 10816的这一部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权问题,ISO没有责任识别这些专利权

问题 。

    国际标准ISO 10816-5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 108机械振动与冲击技术委员会第二分技术

委员会((SC 2) (机器、车辆和结构的机械振动与冲击的测量与评定)制定。

    ISO 10816总题目为《在非旋转部件上测量和评价机器的机械振动》，它由以下各部分组成: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50 MW以上陆地安装的大型汽轮发电机组

    第3部分:额定功率大于15 kW额定转速在120 r/min至15 000 r/min之间的在现场测量的工业

                机器

    第4部分:不包括航空器类的燃气轮机驱动装置

    第5部分:水力发电厂和泵站机组

    第6部分:功率大于100 kW的往复式机器

    本标准的附录A是标准的附录，附录B和附录C是提示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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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力发电厂和泵站机组在非旋转部件上振动的测量和评价准则。

    本标准适用于水力发电厂和泵站机组正常工况下在轴承、轴承支架或轴承座上进行振动测量和

评价。

    本标准对在非旋转部件上振动的测量和评价准则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稳态运行的振动值，二是稳

态运行时可能出现的振动变化，所规定的数值不作为振动评价的唯一依据，因为评价机械的振动状态通

常要考虑转轴振动和轴承座振动两个方面(见GB/T 6075. 1和GB/T 11348.1的引言)。

    本标准适用于水力发电厂和泵站机组，其额定转速为((60̂-1 800)r/min，轴瓦类型为筒式或分块瓦

式轴承，主机功率大于或等于1 MW。轴线的位置可以是垂直、水平或与这两个方向成任意角度。

    本标准适用的机组有以下组合:

    a)水轮机和水轮发电机;

    b)水泵和作电动机运行的电机;

    c)水泵一水轮机和电动机一发电机。

    包括辅助设备(如轴线上的启动水轮机或励磁机)。目前本标准只对机组的主要轴承。

    本标准也适用于通过齿轮或径向弹性联轴器与发电机或电动机连接的水轮机或泵。但是，这种类型

的电机主要应该用GB/T 6075.3规定的准则来评价。

    本标准不适用于以下机器:

    a)热电厂或工业设备上的泵(见GB/T 11348.3);

    b)用滚动轴承的水力机器。

    水力发电厂和泵站机组的轴承座振动确定的目的与GB/T 6075. 1一致，即:

    a)任务A:监测振动性能的变化;

    b)任务B:预防过量的动载荷。

    本准则主要用于机组 自身产生 的振动 。必要 时也应 专门考虑外部振源传给机组 的振动 。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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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6075.1-1999在非旋转部件上测量和评价机器的机械振动 第1部分:总则
                            (idt ISO 10816-1;1995)

    GB/T 17189-1997 水力机械振动和脉动现场测试规程

机械设备组合

    水力机械设备在设计和组合上有明显的不同要求，按径向轴承刚度的不同可分成4大类如下:

    第1类:卧式机组，其座式轴承或端盖轴承安装在刚性基础上，通常其工作转速在300 r/min以上;

    第2类:卧式机组，其轴承座固定在水力机械的外壳上，通常其工作转速低于300 r/min;

    第3类:立式机组，其轴承座全部安装在基础上，通常其工作转速为((60̂-1 800)r/min;

    第4类:立式机组，其下导轴承座安装在基础上，只有上导轴承座安装在发电机定子上，通常其工作

转速为(60̂-1 OOOr/min,
    注:伞式机组属于第 4类

    图1到图4给出了每一类的例图(图中数值指示测点位置)。

图1 第1类:卧式机组(其座式轴承或端盖轴承安装在刚性

        基础上，通常其工作转速在300 r/min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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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下

公

拨
图2 第2类:卧式机组(轴承座固定在水力机械的外壳上，

            通常其工作转速低于300 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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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第3类:立式机组(轴承座全部安装在基础上，

      通常其T-作转速在60-1 800 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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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伞式机组属于第4类。

    图4 第4类:立式机组(其下导轴承安装在基础上，只有上导轴承安装在发电机上，

                          通常其工作转速在60̂-1 000 r/min)

测t方法和工况

4.1 引言

    测量应根据GB/T 6075.1和GB/T 17189给出的基本步骤，按本标准4.2-4.5进行。

4.2 测量类型

    对水力机组轴承座绝对振动的测量，通常用惯性传感器测量振动速度V l��，单位为mm/s，或者通

过积分后得到振动位移Sp_p，单位为JAM。在支架振动响应可以忽略的情况下，也可将位移传感器固定在

刚性支架上，直接测量振动位移Sp_o

    由于水力机械振动性能的特殊性以及在不同的转速范围下运行，这些量最适用的范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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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对于低速机械(低于300r/min)，建议测量振动位移Sv-v。如果预期的频谱含有高频成分，评价一
般应基于位移和速度的宽频带测量;

    b)对于中高速机组(300 r/min至1 800 r/min)，建议测量振动速度V-，如果预计的频谱含有低频
成分，评价一般应基于位移和速度的宽频带测量。

4.3 测量位置和方向

    轴承座振动测量要求测量点选在机械的外露部位，这些部位通常是可接近的，并且是在支撑结构传

递力的代表性位置上。例如在机组的所有主轴承上。水力机械测点位置的典型例子见图1-图5.

    必须确保测量值合理地代表了轴承座的振动，而不包含局部共振或放大。振动测量的位置和方向的

选择应使其在各种运行工况下，对机械的动态力有足够的灵敏度。通常需要在每一轴承盖、支架和轴承
座上沿两个径向正交测量方位布置。对有水平轴线的低速机组，例如图2所示的灯泡式水轮机，测量位

置和方向要仔细确定。

    注:有时可能误解立式机组下部导轴承处侧量的振动，在这样的轴承和埋设在建筑物刚性基础中的支撑件上测得

        的振动，有时是由水力产生的，它通过基础从水力机器宜接传人。这样的振动未必能正确反应旋转轴系的振动。

    当用便携式仪器测量卧式机组时，测量沿垂直和水平方向，相隔s00角(垂直于轴线)。如有可能，沿
轴线方向(平行于轴线)也应设置测点，见图5。

十

残

注:建议水平测量位置应在轴承座上，而不是在轴承盖上。

                        图5 座式或端盖式轴承的测量位置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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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轴承盖或座上的单个传感器能够提供机器振动幅值的足够信息，可用它代替典型的正交传感

器对。然而，从一个测点用单一传感器来评价振动必须小心，因为它可能没放在适当的方位上，以至于不

能提供该点最大振动值的合理近似值。

    在立式或斜式机组情况下，必须采用能反映最大振动值的位置和方向，例如刚性和弹性轴(对于辐

射式支臂支撑结构这是重要的)，特定的测量位置和方向要与测量值同时记录。如有可能，不同轴承上的

传感器应在同一直线上。对于立式机组，建议的测量方向是上游方向和与之成90。的方向。

    若仅为了监测，某些情况下建议测点位置可减至最重要的几点，特别是具有4个以上轴承的机组。

应根据振动性能分析并模拟各种事故和干扰影响作出选择。最佳测点位置应当是干扰事件发生时能产

生明显轴承振幅(速度和位移)的点。

    对于第1类或第2类机组的连续监控，通常在轴承支架或轴承座处沿水平或轻微倾斜位置上安放

一个传感器就够了。为监测机组的轴向振动，在推力轴承处安装一个传感器就足够了。

4.4 测量设备

    测量设备应能测量宽频带振动，而且在下面的频率范围内有平坦的响应:

    a)如果测量量是振动位移S-，从最低1/4额定转速频率到转速频率与叶片或水斗数乘积的三倍

频率;

    b)如果测量量是振动速度V-，应从2 H:到1 000 Hz,

    注:如果测量设备还用于诊断 目的，则上限频率还必须高于规定值(例如，在测量振动速度的情况下要高于

          1 000 Hz).

    在使用特殊惯性式测量传感器或加速度传感器时，振动位移可作为绝对量测量。如果应用标准设

备，必须特别注意保证测试仪器与特定的电子补偿器相匹配，以获得规定频率范围内的平坦响应。

    对于额定转速低于或等于300 r/min的机组，常用接触或非接触位移传感器，来测量相对位移(相

对于基础)。这些传感器应安装在刚性杆或固定在刚性基础部件的支架上。必须保证这些部件的固有频

率至少高于额定转速频率10倍以上，并且不能是额定转速频率的整数倍。

    振动速度应用惯性传感器或加速度传感器作为绝对量来测量。如果使用惯性传感器，必须注意确保

测试仪器与特定的电子补偿器相匹配，以获得2H:到1 000 Hz频率范围内的平坦响应。

    测量绝对振动的传感器应安装在轴承座或临近结构的刚性部件上，它能代表机器的振动响应。特别

要注意保证传感器的安装一定要符合传感器制造厂的技术要求。如果安装传感器需要附加元件，必须保

证这些附加元件的固有频率至少高于额定转速频率的10倍以上，并且不能是额定转速频率的整数倍。

    应了解环境对测试系统性能的影响，这些环境影响包括:

    a)温度变化;

    b)磁场 ;

    c)声场 ;

    d)电源变化r

    e)传感器导线长度;

    f)传感器方向性。

    必须特别注意保证振动传感器安装正确，并且不影响机器的振动响应特性。

4.5 测试工况

    机器在稳态工况运行，而且转子和主轴承已达到正常稳态运行温度后才能测试。

评价准则

5.1 引言

    GB/T 6075.1提供了评定各种机器振动烈度的两个评定准则的一般描述。一项评定准则考虑了宽

带测量的振动幅值;另一项评定准则考虑了幅值的变化，不管是增加还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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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准则工:振动幅值

    正常运行工况时，机器可靠安全的运行要求振动幅值应该控制在一定的限值内，它与可接受的动态

载荷和传人支承结构和基础的可接受的振动是协调的。一般说来，在尚未建立机组满意运行性能资料的

情况下，对于这类机器(例如新的机器类型)，这个准则可作为机器评价的基础。

    每个轴承座测得的最大振动幅值，根据下面规定的区域来评价:

    区域A:新交付使用的机器的振动通常应在此区域内;

    区域B:通常认为振动在此区域内的机器可以无限制地长期运行;

    区域C:通常认为振动在此区域内的机器不宜长期持续运行。一般来说，在有适当机会采取补救措

施之，机器在这种状态下可以运行有限的一段时间;

    区域D:通常认为在此区域的振动已经非常严重，足以导致机器损坏.

    区域界限规定的数值不准备作为验收规范，验收规范由机器制造厂和用户商定。但是，区域的界限

值提供的准则可确保避免严重的缺陷或不现实的要求。另外，对于特殊机器，可能需要使用不同的界限

值(较高或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机器制造厂有责任解释其理由，尤其要确保机器以较高的振动运行时

的安全 。

    注 对于增加出力后重新投运的机组，通常要标明“超额定出力”，其振动幅值可以位于区域 A或区域 B内。然而选

        择区域A或区域B依赖于新激励力与新部件及留用的部件经受长期动载荷的能力之间的关系。

5.3 评价区域界线

53.， 水轮机运行工况

    附录A(标准的附录)的表A1至表A4给出的区域边界推荐值适用于本标准所包含的4类机器。这
些准则在以下条件下应用是有效的，即在轴承座上沿径向测量、机组的额定转速在60̂ 1 800 r/min之

内、在合同允许的稳态工况下运行。如果机器已适应某些特殊工况，则在这些负荷工况下也同样有效。在

附录B(提示的附录)指定的工况下，可以允许有更大振动值。
    区域边界值是对振动速度和位移这两个测量量规定的。如果这两个量用表A1、表A3和表A4的相

应值来测量和比较，则评价时应采用最严格的那个测量量。

    除本标准第1章给出限制以外，限值适用于各类机组的所有型号，与水头和功率无关，对于水力稳

定运行的机器通常可期望有更低的轴承座振动。

    在水泵一水轮机情况下，可能会产生较大的轴承座振动幅值，这是由于转轮的设计准则要兼顾水轮

机和水泵转轮的最佳设计。

    在世界范围内收集了有不同功率和转速的四类机组的1 400多个样本的测量数据，对这些数据作

统计分析后得到表A1至表A4的数值。分析步骤的简要描述和应用的回归技术在附录C(提示的附录)

中给出。

      注

    1 一般来说，机器的振动状态的总体评价要基于上述定义的轴承座振动和轴振动的测量(见GB/T 11348.5)的两

        个方面

    2 正如附录C解释的，推荐的限值是建立在预测限值定义和统计步骤的基础上的 由于测量数据很分散，这样做是

        必要的 因此不能指望在所有情况下测试的机器都存在区域边界值和可能发生的事故之间有确切的关联。

5.3.2 泵 的运行工况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数据可以用来制定机组在泵运行工况下的准则。本标准修订时再作增补。

5.3. 3 特殊运行工况

    必须注意下列运行工况:

    a)低负荷和超负荷的稳态运行工况，以及频繁的开机和停机过程中的瞬态运行工况;

    b)稀少的运行工况，例如紧急停机工况、甩负荷、泵和水泵一水轮机在投人机械制动时的运行。

    这些运行过程的评价比在指定的负荷范围内稳态运行评价困难得多。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数据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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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来建立这些特殊的运行工况的限制曲线。越低于额定工况，水力机械内的水流受到的扰动越大。像脱

流和涡动那样的扰动会产生强烈的随机激振。由于水的密度大，水轮机随机激振力要比汽轮机大得多。

    在指定负荷范围以外区域运行时，通常质量不平衡产生的轴承或结构的振动都被随机振动分量覆

盖了。由于特殊运行工况下，存在这些巨大的随机分量，所以，应该较少地依赖瞬时值，而应更多的依赖

在有代表性的测量周期内测得的平均值。

5.3.4 轴向振动

    在连续的运行监测中，通常不对径向承载的主轴承处的轴向振动作测量。只有在定期检查或诊断事

故时，才临时性地对轴向振动作测量。在推力轴承上，轴向振动一般与轴向脉动有关，它能引起轴向承载

表面的损坏。因为缺少测量数据，轴承的轴向振动准则目前还不能给出。

5.4 准则I:振动幅值的变化

    这个准则给出了振动幅值相对于稳态运行工况下建立的基线值发生变化的评价方法。宽频带振幅

有明显变化时，虽然还未达到准则I中的报警区域C，但也要采取措施。这种变化可能是瞬时的，或者是

随时间而渐进的，它可能指示事故已发生或予示即将发生的事故或其他不规则事故。准则皿是以稳态运

行工况下宽频带振动幅值的变化为基础来制定的。稳态运行工况应解释为机器的功率和运行工况只有

小的变化。

    当应用准则II时，应在相同的传感器方向和位置上，并在近似相同的机器运行工况下进行振动测量

与比较。不管其振幅值如何，正常振动幅值的明显变化都应被调查，因为那时危险的情况还能够避免。当

振动幅值的变化超过区域B上界限值(在表A1至表A4中定义为B/C)的25%时，这样的变化应认为

是明显的，特别是如果这种变化是突发的。诊断调查开始时应查明变化的原因，然后决定什么样的措施

是可行的。

    注:无论振动值是增加还是减少，认为25%的变化是明显的。该值提供一个指导，但是对于特殊机器，也可根据经验

        采用其他值。

5.5 运行限值

5.5门 概述

    为了长期运行，通常的做法是确定振动限值。这些限值的形式如下:

    报警值:警示振动已经达到规定值，或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时可能需要采取补救措施。出现报警

情况后，机组还可以继续运行一段时间，以便查明振动改变的原因并确定补救措施。

    停机值:超过这个规定振动值继续运行会导致机器损坏。如果振动超过停机值，应该立刻采取措施

以降低振动或者立刻停机

    考虑到支承刚度和动载荷的差别，对不同的测量位置和方向可以规定不同的运行限值。

5. 5.2 报警值的设定

    对于不同的机器，报警值可以有很大的变化。通常是相对于基线值来设定报警值。此基线值是根据

特定机器测量的经验而确定的。

    推荐设置的报警值应该比基线值高某一数值，此数值相当于区域B上限值的25 0o。如果基线值较

低，报警值可能在区域C以下。

    在没有基线值的情况，例如新机组，初始报警值的设置应根据同类机器的经验或者商定的验收值。

运行一段时间后，建立起稳定状态下的基线值后，再相应地调整报警值。

    不论何种情况，报警值不能超过区域 B上限(这个上限值在表A1至表A4中定义为B/C)的

1.25倍。

    如果稳态的基线值改变了(如大修后)，报警值设定也需要相应的修改。

    对于同一台机器，考虑到支撑刚度和动载荷的不同，在不同的测量位置和方向可以规定不同的报

警值。

5，5.3 停机值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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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机值与机器的机械完整性有关，并且取决于某些特定的设计性能，这个性能是指机器能够经受非

常规的动载荷的能力。所以，对类似设计的所有机器，这个值一般是相同的，而且通常与用来设定报警值

的稳定状态下的基线值无关。

    然而，对于不同设计的机器，停机值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可能给出设定绝对停机值的确切准则。一般

来说，停机值将落在区域C或区域D内，但是它不能超出区域C上限值(这个上限值在表A1至表A4

中定义为C/D)的1.25倍。

5.5.4 特殊运行工况

    当机组在正常负荷范围以外运行或在瞬态工况运行时，报警和停机功能必须被解除。如果在这些工

况运行期间机器也要监测，必须按照机器试运转时可接受的最大振动值选择第二组报警值和停机值。

5.6 附加的方法与准则

    本标准给出的机器振动测量和评价，可由GB/T 11348.5给出的轴振动测量和评定准则来补充。重

要的是要认识到，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把轴承座振动和转轴振动联系起来，反之亦然。因此，当同时应用

标准GB/T 11348. 5的准则评价振动烈度时，应各自独立测量转轴振动和轴承支架或轴承座振动。如果

应用不同的准则导致对机器振动烈度的不同评价时，则应考虑应用更严格的区域分类。

5.了 以振动向量信息为基础的评价
    本标准所考虑的评价仅限于宽频带振动，而没有参考频率分量和相位。大多数情况下，这对验收试

验和运行监测是足够的。然而对长期监测和诊断，振动向量信息的使用对监测和确定机器动态变化是有

用的。某些情况下如仅用宽频带振动测量，不能监测这些变化(见GB/T 6075.1)，这类测量准则的制定

已超 出本标 准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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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评价区域边界值

    表A1至表A4给出了本标准所包含的四个主要机器类型的区域边界推荐值。当用标准中4.4规定

的设备测量轴承支架或轴承座径向振动时，对于振动速度使用宽频带均方根值，对于振动位移使用峰-

峰值。它们仅对水轮机在合同允许稳态范围内运行时有效。如果机器已适用于特定工况(有关限制见

5. 3.1至5. 3. 3 )。则对这些负荷工况也是有效的。

    注:限值是根据测量数据的统计评价来确定的(见附录C)。它们不是从个别机器的运行特性(例如发生事故)的评价

        中得出的.

    对某些机器类型，推荐的区域边界值必须根据轴承径向刚度的差异来划分。在图1至图4中所示的

不同测试部位给出了各自的值。

    对两种测量量都给出了区域边界值。如果两个量(振动速度和振动位移)都被用来测量，并根据表

A1，表A3和表A4的相应值进行比较，要用两者中最严格的一个来评价。
    注:当存在尾水管激振时，混流式水轮机在轴承座处可以有较高的振动值。经验表明即使在正常运行工况下，这种

        激振也会存在。在混流式水轮机尾水管严重激振的情况下，表A1,表A3和表 A4中规定的区域边界值的应用

        要受到限制。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测量数据来确定具有尾水管严重激振的机器的限值。

        表A1 推荐的第1类机器的评价区域边界值(安装在刚性基础上的带有座式轴承或

                      端盖轴承的卧式机器，通常工作转速大于300 r/min)

区域边界值

测量位置 1,2,3和4

位移峰一峰值/ym 速度均方根值/(mm/s)

A/B

B/C

C/D

30

50

80

1.6

2.5

4.0

注 在部分负荷工况下，合成稳态力向量的方位和工作喷嘴位置(上或下)非常强烈地影响二喷嘴水斗式水轮机

    振动水平 。

表A2 推荐的第2类机器的评价区域边界值(轴承座只支承在水力机器外壳上的

                  卧式机组，通常其工作转速低于300 r/min)

测量位置 1和 2

区域边界值

速度均方根值/(mm/0

A/B

B/C

C/D

注:现在不能对这类机器中给出位移值.这是由于具有很低频率和大位移幅值的泡体振动不断地传人机器的轴

    承。这将掩盖轴承上由机器 自己产生的全部振动位移值，推荐的区域边界值不能应用于泡体的振动幅值的

    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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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推荐的第3类机器的评价区域边界值(轴承座都支承在基础上的立式机组，

                      通常工作转速在60̂-1 800 r/min)

区域边界值
在所有主轴承处

位移峰 峰值/um 速度均方根值/(mm/s)

A/B

B/C

C/D

30

50

80

1. 6

2.5

4.0

表A4 推荐的第4类机器的评价区域边界值(下导轴承座支承在基础上，上导轴承座

      支承在发电机定子上的立式机组，通常其工作转速在60̂-1 000 r/min)

区域边界值
测点位置 1 所有其他主轴承处

位移峰一峰值/Vm 阵度均方根值/(mm/s)位移峰一峰值/lam 速度均方根值/(mm/s )

A/B

B/C

C/D

65

100

160

2.5

4.0

6.4

30

50

80

1.6

2. 5

4. 0

注

I 如果机器有一个不支承在基础上的发电机下导轴承，其振动应根据测点位置 1评价

2 伞式机组也属于这一类，对主轴承的评定区域边界值也按此表。

        附 录 B

      (提示的附录)

水力机组轴承座的振动特性

B1 引言

    轴承座振动的机械原理已在GB/T 6075.1中作了解释。它们主要以宽频振动理论和对卧式机器的

试验研究为根据。至今，对立式机器的研究并不多，而在水力机组多数都是立式的。

    对于水力机械，轴承座振动可以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发生振动，可能引起振动的原因讨论如下。

B2 机械原 因

    原因有轴线不对中，轴承各向性能不同，转动或静止部件安装松动，转轮、叶轮、发电机或励磁机转

子中的残余不平衡。可能出现的频率是转速频率及其谐振频率。

B3 电气原因

    原因为电机转子的不平衡磁拉力。可能出现的频率是转速频率及其谐振频率。

B4 水力原因

B4.1 流经流道的水流

    可能出现的频率是转速频率、叶片或水斗的过流频率(叶片数或导叶数与转速频率的乘积)以及这

些频率的各种组合。

B4. 2 尾水管压力脉动

    对于混流式水轮机，在最佳出力范围外，即使在稳态运行工况也会产生尾水管压力脉动。可能出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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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频率低于转速频率，通常低至转速频率的1/3至1/4。它可能激起水力结构(管道)或者导叶的共振，

从而加剧压力脉动。

B4. 3 汽蚀

    由于转轮或转轮叶片周围不合理的流态引起的，通常发生在较高负荷区。汽蚀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尾

水水位的变化。可能出现的频率通常为高频，象爆裂时的频率。

B4.4 流体弹性振动

    由于水流经过的部件(如叶片、导叶、固定导叶等)出水边的形状不当造成的。可能出现的频率从几

十赫兹至几千赫兹(取决于断面尺寸和流速)，通常可以观察到明显的拍的特征。

B4.5 自激振动

    发生在有些机械部件(如密封、迷宫、气隙)的移动能够影响流经它的水流时。可能出现的频率高于

转速频率，常与转动系统的弯曲固有频率一致。

    在第3类和第4类机器带部分负荷或超负荷运行时，由于水涡流作用，较大的振动会发生。假如在

有限制的运行周期内，机器的工作状态不影响主要部件的疲劳强度(虽然有较大振动等级，但仍低于提
出的限制区域)，机组仍可以适应这些特殊运行工况。

B5 附加激振

    在开机和关机这些常规的瞬态运行工况下，附加激振力与转轮相互作用，导致较宽的频谱和较高的

振幅。在甩负荷期间转浆式水轮机也受到尾水管不稳定的影响，而产生相当大的次同步轴承振动幅值。

在类似的条件下(特别是转子仅有两个径向轴承时)，在减速到某一速度时，可观察到类共振现象，其轴

承振动幅值包含一个或多个对应于瞬时转速的转子固有频率。

    在频繁的瞬态运行工况(例如开机和关机)，宽带频谱的随机激振占优势。在极端瞬态运行工况如事

故紧急关机时，这种宽带频谱的激振强度甚至会增加更多口

    与热力机器不同，水力机组可以经常启停机，功率可以迅速频繁地改变。所以，水力机组常用于调

峰、调频和控制功率。由于这些运行也包含频繁启停机并且常常从一个工况快速变化到另一个工况，此

时机组的振动和应力会增大。对于调峰或抽水蓄能机组，瞬态运行工况出现得更频繁，以至于振动增大

的运行时间之和大于整个运行时间的0. loo。因此有必要对机组轴承和其他有关部件的附加应力和疲

劳问题进行评定 。

        附 录 c

      (提示的附录)

分析步骤和采用的回归技术

    使用从n个国家收集来的数据(轴承座上的测量量)，建立了两个数据库(数据来自不同类型的机

器，这些机器有立式或卧式的，而且转速不同)。数据库建立如下:

    — 对应一系列机器转速的轴承座振动位移Sp_p测量值;

    — 对应一系列机器转速的轴承座振动速度V.m,测量值。

    对于提供的某些原始数据，因考虑兼容性而作了必要的修正，用改进的数据集完成了下述步骤(用

软件作统计分析):

    a)在指定速度范围内验证数据分布;

    b)使用倍增模型"Y-aX'”做回归分析，以振幅或速度做因变量，转速做自变量，将数据转化为对

数一对数坐标的数据库;

    c)计算和绘图:

    — 方差分析;

                                                                                                                                                          13



GB/T 6075.5-2002

    — 欠适合与纯误差试验;

    — 以规定98写概率限值和预测限值为横坐标(在60%和95写之间，取步长为5肠)，做出的平均

值回归曲线;

    — 残数;

    — 积累残数的正态图表;

    - F一试验(回归模型的意义);

    d)计算的预计曲线的线性化(主要在边界附近，在低的和高的速度范围内)，用双对数坐标;

    e)规定预计限值曲线的85%作为区域边界B/C，它意味着所有收集的测量数据的92,5%低于估

计的预计曲线;

    f)经工作组和其他工作组专家对安全边界和跳闸值或报警值设定进行深人细致的讨论，建立了区

域边界A/B.B/C和C/B的Et率。

  附 录 D

(提示的附录)

参 考 标 准

[1] GB/T 6075. 3-2001

[2] GB/T 11348.1-1999

仁3口GB/T 11348. 5-2002

[4] GB/T 13824-1992

  在非旋转部件上侧量和评价机器的机械振动 第3部分:额定功率大

  于15 kW额定转速在120 r/min到15 000 r/min之间的在现场测量的

  工业机器

  旋转机械转轴径向振动的测量和评定准则 第1部分:总则

  旋转机械转轴径向振动的测量和评定 第5部分:水力发电厂和泵站

  机 组

对振动烈度测量仪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