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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首次制定。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允许用户采用其他的测试方法进行测试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旋转电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小功率电机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归口与负责解释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州电器科学研究院、广州日用电器检测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钟志刚、林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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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功率电动机机械振动一振动测量方法、评定和限值

1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小功率电动机(以下简称为电机)机械振动的测量方法、评定和限值。本标准适用于

折算至1500r/min时连续额定功率不超过 1.1kW的异步电机、同步电机、直流电机和交流换向器电机

    本标准不适用于在运行地点中安装运行的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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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298-1991机械振动与冲击 术语 (negISO 2041: 1990)
    GB/T 2900.27-1995 电工名词术语 小功率电动机

    GB 10068-2000 轴中心高为 56mm及以上电机的机械振动 振动的测量、评定及限值(idt IEC
60034-14:1996)

    ISO 2954:1975往复式和旋转式机械的机械振动一对测量振动烈度仪器的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00.27和GB/'r 2298中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 蛋值

4.1 测且且值

    小功率电机振动的测量量值是振动速度的有效值，以mm/s表示
4.2 振动烈度

    在规定的电机振动诸测量点中.以所测得的振动速度有效值的最大值表示该电机的振动烈度

5 测孟仪器

    振动烈度的测量仪器应符合1S0 2954的要求

6 电机安装

    电机的振动与其安装有密切的关系，就评价电机的平衡和振动而言，为了保证试验的重复性和提供
可供比较的测量数据，则需要在适当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对电机进行测量〔
6.1运行环境的判定

    小功率电机的安装应采用自由悬置系统，此种悬置系统(见图1)可看作为仅容许外部对电机有微
小干扰的无源环境。如果电机在静止状态时振动烈度超过运行时振动烈度的25%，则应属于有源环境，

此时本标准不再适用
6.2 自由悬置

    将电机悬挂在弹簧上或安装在弹性支撑件(如弹簧、橡胶垫、乳胶海绵)上，弹性系统的弹性变形量
X应符合下式要求:

                                    15(1000/n)a _< X< 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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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一 电机悬置后弹性系统的实际变形量，单位为mm

n— 电机转速，单位为r/min;

k— 弹性材料线性范围系数，对乳胶海绵k=0.4

Z— 弹性系统变形前的自由高度，单位为mm

}T x悬胃 弓fi 支撑

图1 自由是置系统

    为保证弹性垫受压均匀，可在被试电机与弹性垫之间放置足够刚性的过渡板，但必须保证不产生附

加振动

    电机轴伸中心线与水平面的倾斜角度不大于50，对立式电机，其轴伸中心线垂直度不超过士5，
对有底脚的电机，底脚平面与水平面的倾斜角度应不大于50。弹性系统的总重量应不超过被试电机重

量的1/10o

7 振 动测量

7.1键的安装
    对轴伸带键槽的电机，测量时应带半键，且必须在不破坏原有平衡的前提下，采取安全有效措施

    测量用的半键指键高为标准键一半的半片标准键或键长为标准键一半的半片标准键门

    对双轴伸电机，非传动端应根据实际使用要求，决定是否带半键进行测量

7.2 测试条件

7.2.1 振动传感器

    测振传感器及其安装附件的总重量应小于电机重量的1/50，对于振动传感器的特殊要求应在产品标

准中进行规定。

7.2.2 运行条件

    电机应在空载且诸相关参量为额定值的状态下稳定运行30s后进行测量

    交流电机应保证电源频率和电压为额定值:
    直流电机应保证电机转速为额定值;

    交流换向器电机应保证电源频率和转速为额定值

    对多速或调速电机，应在最高额定转速下进行测量，振动限值不能超过表1和表2的规定
    对允许正反转运行的电机，振动限值适用于两个方向。

7.3 测Ia方法
    测量时，测振传感器与电机的接触应良好，并应保证具有可靠的连接而不影响被测电机的振动状态

    测量电机振动烈度的典型测点数为六点。测点的位置和测量方向见图2，在电机两端的轴承处按轴

向、水平径向和垂直径向各布一点，其中测点2, 3, 4, 5的测量方向延长线应尽可能通过轴承支撑点
的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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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测点布置图

    对于带外风扇的电机，可取消风扇端轴向测点的测量:对于实际测量中无法进行布点的位置可以
取消，但测点数不得少于四点。

7.4 测l结果

    测量时的读数取测振仪读数稳定时或出现周期摆动时的最大值
    从各个测点中所测得的振动速度有效值的最大值作为被测电机的振动烈度

8 振动限值

8.1 振动烈度限值
    各类型电机的振动烈度限值见表l、表2和表30
    表I规定了直流、三相电机的振动烈度限值。

                        表1 直流、三相电机振动烈度限值 (有效值)
                                                                                                      单位二mm/s

振动等级
额定转速

  r/min
轴中心高H-<56mm

N 600-3600 1.8

R
600 -1800 0.45

> 1800-3600 0.71

s

600- 1800 0.28

> 1800-3600 0.45

注 1:如未规定级别，电机应符合N级要求;

注2:以相同机座带底脚卧式电机的轴中心高作为无底脚电机、上脚式电机或立式电机的轴中心高-

注 3:对要求比表 l中限值更小的电机，应在相应的电机技术条件中加以规定，推荐从数系值 0.28mm/s.

      0.45mm/s. 0.71mm/s. 1.12mm/s. 1.8mm/s中选取。

注4:轴中心高 H>56mm的直流电机、三相交流电机的振动限值按 GB 10068-2000中表 1的规定

    表2规定了单相电机的振动烈度限值。

    表3规定了交流换向器电机的振动烈度限值。
    对于额定转速不在上述的三表中范围内的电机的振动限值由制造厂和用户协商确定

8.2 振动的评定
    电机的振动按照限值的不同划分为三种等级:N(常规级)、R(低振级)和s、特殊级), N级为

电机振动水平的最低要求，s级为电机振动水平的最高要求，一般用于对振动要求严格的特殊机械驱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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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轴向振动
    轴承轴向振动与轴承的功能及结构有关。

    对推力轴承，轴向振动与推力波动有关，这种振动会损坏滑动轴承的金属材料或滚动轴承的零件
这些轴承的轴向振动和径向振动同样考虑，并符合表1、表2和表3中限值的规定。
    如轴承无轴向限制结构时，由制造厂和用户事先协议确定，可采用较低要求。

                                表2 单相交流电机振动烈度限值

振动等级
额定转速

  动min

振动速度有效值

      mm/s

N 600- 3600 2.8

R

600̂ -1800 1.12

> 1800-3600 1.8

s

600-1800 0.71

> 1800-3600 1.12

注1 如未规定级别，电机应符合N级要求;

注2:钢板壳异步电机的振动限值由相应的产品标准规定:

注3:对要求比表 2中限值更小的电机，应在相应的电机技术条件中加以规定，推荐从数系值 。45mm/s.

      0.71mm/s, 1.12mm/s,  1.8nmVs中选取

表3 交流换向器电机振动烈度限值

振动等级
额定转速

  r/min

冲片外径

    m m

        }
振动速度有效值

      mn公s

N

蕊4000 1.8 2.8

>4000--8000 2.8 4.5

>8000-12000 4.5 7.1

> 12000-18000 112 11.2

R

(礴000 1.12 1.8

> 4000- 8000 1.8 2.8

>8000-12000 2.8 4.5

> 12000-18000 7.1 7.1

s

<4aX) 0.71 1.12

>4000-8000 1.12 1.8

>8000--12000 1.8 2.8

> 1200〕一18000 4.5 4.5

注 1:如未规定级别，电机应符合 N级要求;

注2:对要求比表3中限值更小的电机，应在相应的电机技术条件中加以规定，推荐从数系值。.45mm/s

      0.71mm/s,  1.12mm/s,  1.8mm/s, 2.8mm/s, 4.Smm/s, 7.lmm/s中选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