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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提出了一种高效的无试重现场动平衡原理与方法 ,并进行了实验验证及现场应用研究。无试重平衡的基

本原理是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 ,通过在平衡平面上施加虚拟不平衡量 ,确定转子在轴承处的振动相位相对于平衡平面处

的激振力的相位的滞后角。这种滞后可以借助不断完善的转子动力学理论以及有限元数值模拟方法进行确定 ,其关键是

确定轴承的刚度和阻尼系数。滞后角和振动的相位相加便为激振力的相位 ,将该相位反相可得到配重的相位。配重量由

测量得到的振幅和计算得到的振幅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虚拟不平衡量的大小确定。实验研究以及现场的平衡实践表明 ,

该方法可以在不加试重的情况下 ,实现对转子的有效平衡 ,从而降低机组的现场动平衡的时间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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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子系统的质量不平衡是旋转机械同频振动故障

的主要原因。统计资料表明 :现场发生的机组振动故

障 ,属于转子质量不平衡的约占 75%以上。工程实践

表明 ,现场动平衡是解决机组振动故障的有效途径

之一。

当前现场平衡的方法主要是基于影响系数法 ,它

本质上是利用最小二乘法或者加权最小二乘法求解原

始振动、试重和加重后振动组成的一组矛盾方程的数

学手段。由于这种方法只需要较少的转子平衡概念即

可使用 ,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 ,为使用影响系

数法平衡转子和轴系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所以很长一

段时间将最小二乘法看作是与模态平衡法平行的一项

柔性转子平衡技术如文献 [ 1 ]。文献 [ 2 ]研究了影响

系数法和振型平衡法的关系 ,并证明二者本质上的统

一性。文献 [ 3 ]研究了一种转子系统多平面等效不平

衡量的识别方法 ,虽然具有较高的识别精度 ,但是需要

识别转子的临界转速、阻尼比和影响系数矩阵等 ,目前

主要用于转子出厂前残余不平衡量的评定 ,在现场应

用还有难度。

在现场操作中 ,由于影响系数法至少需要一次配

重 ,而且配重的大小需要凭借经验进行确定 ,因此 ,平

衡费用较高。而且 ,反复的启车导致的生产损失很大。

无试重平衡技术利用转子动力学理论和有限元数值方

法 ,通过在转子有限元模型上施加虚拟不平衡量进行

不平衡响应分析 ,替代现场实际中动平衡时的试重启

车 ,实现在工程实际中一次启车并且取得较好的平衡

精度。实验研究和现场应用表明 ,该方法是可靠且有

效的。

1　转子无试重平衡原理

对于一个简单的 Jeffcott转子可以简化为单自由度

的弹簧质量系统 ,当其受周期性的激振力时 ,其运动微

分方程如下所述 [ 4 ] :

m x
··

+ cx
·

+ kx = F0 cosωexc t (1)

它的一个特解为 :

x ( t) = X cos(Ω t - < ) (2)

对于转子来讲 ,式中ωexc为转子的转速Ω,当不平衡的

质量为 m 1 , 不平衡量的作用半径为 e 时 , 则 F0 =

m 1 eΩ2。图 1所示为该弹簧质量系统的弹性力、阻尼

力、惯性力以及激振力的矢量图。

图 1　无试重平衡原理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 ,激振力的 F0 可以表述为 :

F
2
0 = ( kX - mΩ2

X ) 2
+ ( cΩX ) 2 (3)

则 ,此时的振幅 X可写为 :

X =
F0

( k - mΩ2 ) 2
+ ( cΩ) 2

(4)

相位角 :

< = tan- 1 cΩ
k - mΩ2 (5)

图 1中θ1 为振动位移矢量的相位角 ,在动平衡过

程中 ,该角度就是测量仪器所测得的转子同频振动的

相位 (这里不考虑测量仪器的测量误差 ,实际上目前的



振动测量仪器对相位测量的精度已经可以满足工程需

要 )。θ2 为滞后角 ,即振动响应滞后于激振力的角度 ,

等于式 (2)中的 <。从式 (5)可知 ,该滞后角跟转速、质

量、刚度、阻尼等都有关系 ,是本文研究的重点。<1 为

激振力的相位 , <2 为配重质量的相位 ,其关系为 :

<1 =θ1 +θ2 =Ω t (6)

<2 = <1 + 180° (7)

2　试验研究

为了验证上述算法的准确性 ,同时对振动测量设

备进行标定 ,进行实验研究。试验装置如图 2所示 ,由

电机、齿轮箱、轴承及支座、转子和圆盘 ( Ⅰ、Ⅱ、Ⅲ)组

成。电机为 55 kW直流变频电机、齿轮箱速比 1∶5,表

1所示为转子 - 轴承系统的参数。传感器为 Bent2
ly3300型电涡流位移传感器 ,并用法国 OROS38高速数

采仪采集并分析数据。

图 2　转子试验台

表 1　转子 -轴承系统参数

转子直径 50mm 轴承类型 可倾瓦

跨距 610mm 轴瓦宽度 20mm

圆盘质量 23. 18kg 轴瓦数量 5

直径转动惯量 0. 012 轴瓦间隙 120μm

极转动惯量 0. 021 润滑油 ISO VG32

图 3所示为配重前测得的转子振动随转速的变

化 , 1 H、1 V、2 H、2 V分别为轴承 1、轴承 2的水平和垂

直振动。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 1 800 r/m in时 ,轴承 1的

垂直振动最大 ,其值为 12μm∠50°。建立该转子轴承

系统的有限元模型 ,在盘 1所对应的节点上施加 500 g

·mm∠0°不平衡量 ,图 4所示仿真计算得到的轴承 1

的振动随转速的变化 ,在 1 800 r/m in时 ,轴承 1的垂直

振动为 2. 37μm∠ - 212. 4°。根据式 ( 6)、式 ( 7) ,此

时的配重角度 <2 为 :

<2 = 50 - 212. 4 + 180 = 17. 6°

根盘 1的配重半径为 120 mm,以及振动幅值的线

性关系计算得配重量为 21. 1 g∠17. 6°。根据现有螺钉

以及配重角度限制 ,实际配重为 23. 9 g∠22. 5°。配重

后再次启车 ,转子振动随转速得变化如图 5所示。

从图 5可以看出 ,在 1 800 r/m in时 ,轴承 1的水平

振动由平衡前的 5. 8μm降到了平衡后的 2μm,垂直

振动由平衡前的 12μm降到了平衡后的 1. 6μm。由

此可以看出 ,本论文所研究的无试重平衡技术不仅可

以减少启车次数 ,而且可以达到很高的平衡精度。

图 3　初始状态下转子振动随转速的变化

图 4　轴承 1处的不平衡响应曲线

图 5　平衡后的转子振动随转速的变化

3　工程应用

对于现场运行中的一个离心式氨气压缩机 ,其结

构如图 6所示。在运行过程中由于振动大而达不到额

定的工作转速 ,严重影响了机组的工作效率。频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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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表明 ,同频振动占主导 ,其幅值和相位随转速的

变化如图 7所示。综合分析转子结构、启停车的历史

数据、检修以及转子高速动平衡的记录 ,认为不平衡是

导致转子振动的主要原因 ,通过现场动平衡的方法可

以解决该机组的振动问题。由于振动故障主要表现为

轴承 1的振动。经过振型及不平衡响应分析可知 ,轴

承 1处的振动对联轴器 1处的不平衡量较敏感。因

此 ,确定取靠近轴承 1的联轴器 1作为平衡平面。

图 6　氨气压缩机低压缸转子结果示意图

无试重现场平衡技术的应用 ,最关键的是确定配

重平面上激振力的相位同测量平面的转子振动的相位

的关系 ,即确定该滞后角。如式 ( 5)所示 ,该滞后角同

转子 -轴承系统的质量、刚度、阻尼有关系。所建立的

转子有限元模型如图 8所示。在转子 - 轴承系统中最

难确定的是轴承的刚度和阻尼 ,文献 [ 5 ]综述了当前轴

承参数确定的技术及存在的问题。

图 7　氨气压缩机低压缸转子同频振动随转速变化

图 8　氨气压缩机低压缸转子有限元模型图

在本文的分析中 ,采用求解雷诺方程的方法确定

轴承的油膜压力的分布 ,并通过小扰动法得到轴承的

动力学特性参数 ,本文用商业有限元软件 Dyrobes Bperf

进行轴承性能分析。在分析过程中 ,轴承间隙和供油

温度是对轴承动力学性能有重要影响的参数 ,在现场

动平衡过程中 ,根据机组的检修记录和运行参数监测

数据 ,可以很精确的确定这两个参数 ,这也是现场动平

衡计算结果比根据图纸所做的仿真结果精确的原因。

计算得到的轴承刚度及阻尼随转速的变化曲线如图 9

所示。将通过求解雷诺方程得到的参数代入到转子 -

轴承系统的有限元模型中 ,进行动力学分析 ,然后将分

析的结果同机组启停车的历史数据进行对比。如果计

算所得到的临界转速同启停车历史记录的临界转速的

差别在 5%以内 ,则认为轴承参数计算合理 ,否则检查

模型或者进行适当的修正 ,直到计算结果同历史记录

相同。图 10所示为求得的低压缸转子得前三阶振型。

结果证明 ,计算得到的转子的临界转速同测得的临界

转速很吻合。在有限元模型上对联轴器 1施加 500 g·

mm∠0°虚拟不平衡量时轴承 1处的振动如图 11所示 ,

这同转子启车的振动曲线相似 ,说明本分析结果是有

效的。

从图 11可以看出 ,当在联轴器 1处施加 500 g·

mm∠0°虚拟不平衡量时 ,在 7 100 r/m in时 ,轴承 1处

的振动水平方向振动为 9. 22μm∠ - 142°,垂直方向的

图 9　氨气压缩机低压缸转子轴承刚度及阻尼

图 10　氨气压缩机低压缸转子前三阶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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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为 9. 46μm∠ - 228°。也就是说 ,此时的水平方向

的振动滞后角为 142°,垂直方向的振动滞后角为 228°。

从图 7可知 ,在 7 100 r/m in时 ,轴承 1出实测的水

平方向振动的相位为 120°。根据式 (6)、式 (7)可得 :

<1 = 120°- 142°= - 22°

<2 = <1 + 180°= 158°

也就是说本次配重得应该在 158°方向上配重。根

据联轴器的尺寸 ,可得配重半径为 185 mm。在 7 100

r/m in时的振动幅值为 35μm,假设该转子的振动行为

为线性 ,则需要的配种量 q为 :

q = 35
9. 22

×500 /185 = 9. 99 g

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 158°方向上没有螺栓 ,因此选

离该位置最近的螺栓进行配重 ,实际配重位置为 167°,

图 11　轴承 1处的振动随转速得变化

图 12　平衡后的压缩机转子振动随转速的变化

配重质量为 8 g。经过平衡后的压缩机转子在启车过

程中的振动数据如图 12所示。从图 12可以看出 ,平

衡后 ,转速在 7 300 r/m in时的振动由 40μm 降到了

8μm。

4　结论与展望

旋转机械现场无试重平衡方法是利用现代转子动

力学的发展成果 ,在转子有限元模型上的平衡平面处

施加虚拟不平衡量 ,进行不平衡响应计算 ,求解轴承处

的振动相位相对于平衡平面处的虚拟不平衡量的相位

的滞后角度 ,从而确定实际转子配重的相位。然后通

过计算得到的振动幅值同实际测得的振动幅值之间的

比例关系确定配重的大小。该方法以虚拟配重代替现

场平衡过程中的试重启车 ,相比传统的现场动平衡技

术 ,至少能够减少一次启车 ,这将能够显著的节约成

本和时间。而且 ,经过详细计算配重的大小以及相

位 ,还能够提高平衡的精度。目前该方法已经过实验

研究证明 ,并且在现场应用中取得实效。另外 ,本文

没有考虑转子系统的非线性行为 ,在今后的工作中 ,

要建立非线性转子动力学模型 ,并研究相应的平衡原

理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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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m pact load on threaded connection of an a ircraft land ing gear

M IAO Hong, ZUO D un2w en, WAN G Hong2feng, WAN G Hong2jun
(J iangsu Key Laboratory of Precision and M icro2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 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Abstract:　The failure cause of linkage2clevis bolts of main landing gear of a civil airp lane was analyzed here, and

it was estimated that the greatest impact load which a clevis bolt could bear was 698 MPa while landing. The stress distri2
bution of each meshing thread of the clevis bolt was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using Yamamoto method.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linkage2clevis bolt was built by means of finite element analysismethod, and the stress and strain fields of all

meshing threads were analyzed. The effect of the impact load on the threads and their meshing locationswas analyzed. An

important basis was p rovided for inspection and life p rediction of an aircraft landing gear.

Key words: landing gear; threaded connecting; linkage2clevis bolt; impact load (pp: 208 - 211)

Pr inc iple and applica tion of no tr ia l we ight f ield ba lanc ing for a rota ting mach inery

WAN G W ei2m in, GAO J in2ji, J IAN G Zhi2nong, L I Yan
(D iagnosis and Self2recovering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 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A field balancing strategy without trail weight as well as its test results and field app lication was p resen2
ted here. Essentially, the strategy utilized the method of rotor dynam ics to determ ine the delay angle between the vibration

phase at bearings and the exciting force phase on rotor. Modern perfect finite element method ( FEM ) could be used to

solve this p roblem. The key point of the strategy was to find coefficients of bearing stiffness and damp ing. Theoretical a2
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hase of trialweight is equal to the summation of vibration phase, delay angle and 180

0
; the quan2

tity of trial weight can be obtained by the liner scaling between vibration amp litudes of measured and simulated. The test

results and field app lication indicated that this strategy can balance a rotating machinery efficiently, and reduce the balan2
cing time and cost considerably.

Key words: rotating machinery; field balancing; rotor dynam ics; bearing parameter (pp: 212 -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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