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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 2014 版《水利技术标准体系表》和水利部水利技术标准制修订计划，按照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对 SL101—2014

《水工钢闸门和启闭机安全检测技术规程》进行修订。修订时合并《水工金属结构应力监

测技术规程》（在编终止）、《水工金属结构振动检测技术规程》（在编终止）、SL226

—98《水利水电工程金属结构报废标准》相关内容。标准名称改为《水工金属结构安全检

测与评价技术规程》。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有： 

——安全检测与评价机构、人员、设备的基本规定与要求； 

——现场检测的内容、项目及技术要求； 

——复核计算的内容、项目及技术要求； 

——安全评价的内容及技术要求。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增加了压力钢管安全检测与评价的内容； 

——补充完善了应力检测的内容； 

——补充完善了振动检测的内容； 

——补充完善了复核计算的内容； 

——补充完善了安全评价的内容。 

本标准为全文推荐。 

本标准所替代的历次版本为：SL101—94，SL101—2014 ，SL226—98 

本标准批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本标准主管机构：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 

本标准主持机构：水利部综合事业局 

本标准解释单位：水利部综合事业局 

本标准主编单位：河海大学   

水利部水工金属结构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本标准出版、发行单位：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郑圣义  胡木生  夏仕锋  孔垂雨  秦战生 

                   张  兵  叶华顺   

本标准审查会议技术负责人： 



 

本标准体例格式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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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1.1  为统一水利水电工程在役金属结构（专指钢闸门、启闭机、压力钢管，不含其它

水工金属结构）安全检测与评价的内容和技术要求，保证安全检测与评价工作的质量，

特制定本规程。 

1.2  本规程适用于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在役金属结构安全检测与评价。小型水利水

电工程在役金属结构安全检测与评价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

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1172 《黑色金属硬度及强度换算值》 

GB/T 3323 《金属熔化焊焊接接头射线照相》 

GB/T 5972 《起重机 钢丝绳保养、维护、检验和报废》 

GB/T 11345 《焊缝无损检测  超声检测  技术、检测等级和评定》 

GB/T 14173 《水利水电工程钢闸门制造、安装及验收规范》 

GB/T 26951 《焊缝无损检测  磁粉检测》 

GB/T 26952 《焊缝无损检测  焊缝磁粉检测  验收等级》 

GB/T 26953 《焊缝无损检测  焊缝渗透检测  验收等级》 

SL41 《水利水电工程启闭机设计规范》 

SL74 《水利水电工程钢闸门设计规范》  

SL281 《水电站压力钢管设计规范 》 

SL381 《水利水电工程启闭机制造安装及验收规范》 

SL432 《水利工程压力钢管制造安装及验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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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安全检测与评价机构、人员与设备 

3.1.1  金属结构安全检测与评价机构应具有国家级或省级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颁发

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证书授权的检测产品/类别、检测项目/参数、检测范围

应满足安全检测与评价要求。 

3.1.2  安全检测与评价机构的检测人员应全面了解金属结构设计、制造、安装和运行

情况，熟悉相关业务知识，熟练掌握检测方法。 

3.1.3  无损检测人员应持有国家水利水电行业或无损检测学会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

工作委员会颁发的与其工作相对应的资格证书。无损检测结果评定应由取得 2 级及 2

级以上资格证书的无损检测人员担任。 

3.1.4  安全检测使用的仪器设备的精度应满足要求并经地（市）级及以上计量检定机

构检定合格。 

3.2  安全检测与评价内容及项目 

3.2.1  金属结构安全检测与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现场检测； 

b) 复核计算； 

c) 安全评价。 

3.2.2  闸门及启闭机现场检测应包括以下项目： 

a) 外观与现状检测； 

b) 腐蚀检测； 

c) 材料检测； 

d) 无损检测； 

e) 应力检测； 

f) 振动检测； 

g) 启闭力检测； 

h) 启闭机运行状况检测与考核试验。 

3.2.3 压力钢管现场检测应包括下列项目： 

a) 外观检测； 

b) 腐蚀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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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材料检测； 

d) 无损检测； 

e）应力检测。 

3.2.4  闸门及启闭机现场检测项目宜分为必检项目和抽检项目。外观与启闭机现状检

测为必检项目，其他项目为抽检项目。压力钢管现场检测项目均为必检项目。 

3.2.5  必检项目应全数检测。抽检项目应根据同类型闸门和同类型启闭机的数量，按

比例抽样检测。抽样比例宜按表 3.2.5 执行。抽样时应考虑金属结构运行状况及布置位

置等因素。 

当闸门及启闭机存在明显影响工程安全的问题时，抽样比例可不受表 3.2.5 的限制。 

表 3.2.5   抽样比例表 

闸门（启闭机）数量（扇/台） 抽样比例（%） 

1~10 100~30 

11~30 30~20 

31~50 20~15 

51~100 15~10 

100以上 10 

3.3  安全检测与评价周期 

3.3.1  金属结构应定期进行安全检测。安全检测评价周期可根据金属结构的运行时间

及运行状况确定，一般分为首次检测与评价、定期检测与评价和特殊检测与评价。 

3.3.2  金属结构投入运行后 5 年内应进行首次检测与评价。首次检测项目应按 3.2.2 条、

3.3.3 条逐项进行。 

3.3.3  首次检测与评价后，金属结构应每隔 6～10 年进行定期检测与评价。定期检测

项目可根据金属结构实际运行状况有所侧重。 

3.3.4  金属结构在运行期间如果出现下列情况，应立即进行特殊检测。特殊检测项目

可根据金属结构实际状况确定。 

a) 在运行期间曾经超设计工况运行、出现误操作引发的重大事故、遭遇不可抗拒

的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 

b) 在运行期间发现并确认金属结构主要结构件或主要零部件存在影响安全的危害

性缺陷和重大隐患。 

c) 金属结构运行状况出现明显异常，影响工程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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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技术资料 

3.4.1  金属结构运行管理单位应向安全检测与评价机构提供安全检测与评价所需要的

相关技术资料。 

3.4.2  金属结构安全检测与评价应具备下列技术资料：  

a）金属结构制造竣工图纸和安装竣工图纸； 

b）金属结构主要构件和零部件材料出厂质量证明书或复验报告； 

c）金属结构制造与安装的最终检验记录、试验记录及有关资料； 

d）金属结构无损检测报告； 

e）金属结构防腐蚀检测报告； 

f）金属结构重大缺陷处理记录及有关会议纪要； 

g）金属结构设计修改通知单及相关设计资料； 

h）金属结构运行管理及检查报告（记录）； 

i）金属结构制造安装质量第三方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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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观与现状检测 

4.1  一般规定 

4.1.1  外观与现状检测应包括闸门外观检测、启闭机现状检测、压力钢管外观检测。 

4.1.2  外观与现状检测前应详细了解金属结构制造安装竣工验收情况，重大缺陷处理

情况，运行、维修、保养情况和运行中曾出现的各种异常情况。 

4.1.3  对金属结构制造安装时存在缺陷（已经处理）的部位或零部件、运行时曾经发

现异常的部位或零部件应重点检测。 

4.1.4  外观与现状检测结果应及时记录，必要时可采用摄像、拍照等辅助方法进行记

录和描述。 

4.2  闸门外观检测 

4.2.1  闸门外观检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闸门门体外观检测； 

b) 闸门支承及行走装置外观检测； 

c) 闸门吊杆、吊耳外观检测； 

d) 闸门止水装置外观检测； 

e) 闸门平压设备（充水阀或旁通阀）外观检测； 

f) 闸门锁定装置外观检测； 

g) 闸门埋件外观检测。 

4.2.2  闸门门体外观检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门体的变形、扭曲等； 

b) 主梁、支臂、纵梁、边梁、小横梁、面板等构件的损伤、变形等； 

c) 主要受力焊缝的表面缺陷； 

d) 连接螺栓的损伤、变形、缺件及紧固状况等； 

e) 门体主要构件及连接螺栓的腐蚀状况。 

4.2.3  闸门支承及行走装置外观检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闸门主轮（滑道）、侧向支承、反向支承的转动、润滑、磨损、表面裂纹、损伤、

缺件及腐蚀状况等； 

b) 闸门支铰的转动、润滑状况，支铰的变形、损伤及腐蚀状况； 

c) 人字闸门顶枢和底枢的转动、润滑及腐蚀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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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闸门吊杆、吊耳外观检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吊杆的损伤和变形，吊杆之间的连接状况； 

b) 吊耳的损伤和变形，吊耳与闸门的连接状况； 

c) 吊杆与吊耳的连接状况； 

d) 吊杆、吊耳的腐蚀状况。 

4.2.5  闸门止水装置外观检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柔性止水的磨损、老化、龟裂、破损、脱落等； 

b) 刚性止水的磨蚀、变形等； 

c) 止水压板、垫板、挡板的损伤、变形、缺件及腐蚀状况等； 

d) 螺栓的损伤、变形、缺件、紧固状况及腐蚀状况等。 

4.2.6  闸门平压设备（充水阀或旁通阀）外观检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设备的完整性及操作方便性； 

b) 吊杆和阀体的变形、损伤及腐蚀状况等。 

4.2.7  闸门锁定装置外观检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锁定装置的操作方便性和灵活性； 

b) 锁定装置的变形、损伤、缺件及腐蚀状况等。 

4.2.8  闸门埋件外观检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主轨、侧轨、反轨、止水座板、闸槽护角的磨损、脱落、错位等； 铰座的表面

缺陷、损伤； 

b) 底槛的变形、损伤、错位等； 

c) 门楣、钢胸墙的变形、磨损、错位等； 

d) 埋件的腐蚀状况。 

4.3  卷扬式启闭机现状检测 

4.3.1  卷扬式启闭机现状检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机架（门架、桥架）检测； 

b) 制动器检测； 

c) 减速器检测； 

d) 卷筒及开式齿轮副检测； 

e) 传动轴及联轴器检测； 

f) 滑轮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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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钢丝绳检测； 

h）车轮检测； 

i）轨道检测。 

4.3.2  机架（门架、桥架）检测应包括损伤、变形、焊缝表面缺陷、腐蚀状况检测，

连接螺栓完整性及扭紧程度检测，机架与基础的固定状况检测。 

4.3.3  制动器检测应包括制动轮表面缺陷、粗糙度、硬度及腐蚀状况检测等。 

4.3.4  减速器检测应包括齿轮副的啮合状况检测，齿面缺陷、损伤、磨损、腐蚀、胶

合状况检测；减速器的油质、油量、渗漏检测等。当齿面磨损严重时，应进行齿面硬

度检测。 

4.3.5  卷筒及开式齿轮副检测应包括卷筒表面、辐板、轮缘、轮毂的表面缺陷、损伤、

裂纹、腐蚀检测；开式齿轮副的润滑状况、啮合状况检测，齿面缺陷、损伤、磨损、

腐蚀检测；当齿面磨损严重时，应进行齿面硬度检测。 

4.3.6  传动轴及联轴器检测应包括表面缺陷、变形、裂纹、腐蚀检测等。 

4.3.7  滑轮组检测应包括表面缺陷、磨损、损伤、变形、腐蚀检测等。 

4.3.8  钢丝绳检测应包括钢丝绳的磨损、变形、绳径、断丝、润滑、腐蚀检测，钢丝

绳末端与卷筒及闸门吊点的固定状况检查，钢丝绳在卷筒表面的最小缠绕圈数及排列

状况检查，排绳器的运行状况。钢丝绳检测按GB/T 5972的规定执行。 

4.3.9  车轮检测应包括裂纹、磨损、龟裂、起皮等缺陷检测。当车轮磨损严重时，应

进行踏面硬度检测。 

4.3.10  轨道检测应包括轨距、侧向弯曲、轨面高差、接头间隙和错位检测。 

4.4  液压启闭机现状检测 

4.4.1  液压启闭机现状检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机架检测； 

b) 液压缸检测； 

c) 活塞杆检测； 

d) 液压系统检测；  

e) 液压缸泄漏检测。 

4.4.2  机架检测应符合 4.3.2 的规定。 

4.4.3  液压缸检测应包括缸体和缸盖的表面缺陷、损伤、变形、腐蚀检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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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活塞杆检测应包括表面缺陷、磨损、变形、腐蚀检测等。 

4.4.5  液压系统检测应包括油箱、油泵、阀件、管路的泄漏检测，阀件、仪表的灵敏

度、准确度检测等。 

4.4.6  液压缸泄漏检测应包括外部泄漏检测和内部泄漏检测。液压缸不应出现外部泄

漏现象；因液压缸内部泄漏引起的闸门沉降量，在 24h 内不得大于 100mm。 

4.5  螺杆启闭机现状检测 

4.5.1  螺杆启闭机现状检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机箱和机座检测； 

b) 螺杆和螺母、蜗杆和蜗轮检测； 

c) 手动机构检测。 

4.5.2  机箱和机座检测应包括表面缺陷、裂缝、损伤、腐蚀检测和漏油检查等。 

4.5.3  螺杆和螺母、蜗杆和蜗轮检测应包括表面缺陷、裂纹、变形、损伤、磨损腐蚀

及润滑状况检测等。 

4.5.4  手动机构检测应包括完整性和可操作性检测。 

4.6  电气设备和保护装置现状检测 

4.6.1  启闭机的现地控制设备或集中监控设备应进行设备完整性检测。 

4.6.2  启闭机电气设备和供配电线路的绝缘及接地系统应进行可靠性检测。 

4.6.3  启闭机动力线路及控制保护、操作系统的电缆线路等应进行敷设状况和老化状

况检测。 

4.6.4  启闭机荷载限制装置、行程控制装置、开度指示装置及仪表显示装置等应进行

设备完整性检测。 

4.6.5  移动式启闭机缓冲器、夹轨器、锚定装置、风速仪等应进行完整性检测。 

4.7 压力钢管外观检测 

4.7.1  压力钢管外观检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钢管管壁外观检测； 

b) 钢管支承环、支座外观检测； 

c) 钢管伸缩节外观检测； 

d) 钢管连接部位外观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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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钢管管壁外观检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钢管管壁凹陷、鼓包等明显变形； 

b) 钢管主要受力焊缝的表面缺陷； 

c) 钢管加劲环的损伤和明显变形； 

d) 钢管灌浆孔及周边状况； 

e) 钢管人孔盖板的损伤和变形； 

f) 钢管管壁的腐蚀状况。 

4.7.3  钢管支承环、支座外观检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钢管支承环、支座的明显变形和损伤； 

b) 钢管支座的运行状况，与管壁的接触面积等； 

c) 钢管支承环、支座的腐蚀状况。 

4.7.4  钢管伸缩节外观检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钢管伸缩节的明显变形和损伤； 

b) 钢管伸缩节的运行状况； 

c) 钢管伸缩节的腐蚀状况。 

4.7.5  钢管连接部位外观检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钢管与镇墩、支墩、坝体、墙体等混凝土结构连接处的外观状况； 

b) 钢管与加劲环、支承环、伸缩节的连接状况； 

c) 钢管与主阀的连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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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腐蚀检测 

5.1  一般规定 

5.1.1  腐蚀检测应包括腐蚀量检测和腐蚀状况检测。 

5.1.2  腐蚀量检测宜采用测厚仪、测深仪、深度游标卡尺等量测仪器和量测工具；腐

蚀状况检测宜采用卷尺、直尺等量测工具。 

5.1.3  腐蚀量检测前应对被检部位表面进行清理，去除表面附着物、污物、腐蚀物等。 

5.1.4  腐蚀状况应按 A（轻微腐蚀）、B（一般腐蚀）、C（较重腐蚀）、D（严重腐

蚀）四级进行评定： 

a)  A 级，表面涂层基本完好，局部有少量蚀斑或不太明显的蚀迹，金属表面无麻

面现象或只有少量浅而分散的蚀坑。在 300mm×300mm 范围内只有 1～2 个蚀坑，密

集处不超过 4 个。 

b)  B 级，表面涂层局部脱落，有明显的蚀斑、蚀坑，蚀坑深度小于 0.5mm，或虽

有深度为 1.0～2.0mm 的蚀坑，但较分散。在 300mm×300mm 范围内不超过 30 个蚀坑，

密集处不超过 60 个。蚀坑平均深度小于板厚的 5%，且不大于 1mm；最大深度小于板

厚的 10%，且不大于 2mm。构件（管壁）尚未明显削弱。 

c)  C 级，表面涂层大片脱落，脱落面积不小于 100mm×l00mm，或涂层与金属分

离且中间夹有腐蚀皮，有密集成片的蚀坑，在 300mm×300mm 范围内超过 60 个，深度

为 1.0～2.0mm；或麻面现象较重，在 300mm×300mm 范围内蚀坑数量虽未超过 60 个，

但深度大于 2.0 mm。蚀坑平均深度小于板厚的 10%，且不大于 2mm。最大深度小于板

厚的 15%，且不大于 3mm。构件（管壁）已有一定程度的削弱。 

d)  D 级，蚀坑较深且密集成片，局部有很深的蚀坑，蚀坑平均深度超过板厚的 10%，

且大于 2.0mm，最大深度超过板厚的 15%，且大于 3.0m；出现孔洞、缺肉等现象。构

件（管壁）己严重削弱。 

5.2  闸门（启闭机）腐蚀检测 

5.2.1  腐蚀量检测应遵循下列原则： 

a) 检测断面应位于构件腐蚀相对较重部位。 

b) 每个构件（杆件）的检测断面应不少于 3 个。 

c) 根据板厚及腐蚀状况，将检测对象划分为若干个测量单元，每个测量单元的测点

应不少于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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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对于构件（杆件）的隐蔽部位，宜适当增加检测断面和测点数量。 

e) 对于严重腐蚀的局部区域，宜适当增加检测断面和测点数量。 

f) 检测时宜除去构件表面涂层；如带涂层测量，应扣除相应的涂层厚度。 

5.2.2  腐蚀检测成果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构件（杆件）的腐蚀量及其频数分布状况，构件（杆件）的平均腐蚀量、平均腐

蚀速率（mm/a）、最大腐蚀量； 

b) 结构整体的腐蚀量及其频数分布状况，结构整体的平均腐蚀量、平均腐蚀速率

（mm/a）、最大腐蚀量； 

c) 构件（杆件）严重腐蚀局部区域的平均腐蚀量、最大腐蚀量、平均腐蚀速率（mm/a）

和最大腐蚀速率（mm/a）。 

d) 严重腐蚀区域的分布范围和面积，占构件（杆件）面积的百分比。 

5.3  压力钢管腐蚀检测 

5.3.1  腐蚀量检测宜根据钢管布置情况分段进行。可按上平段、斜管段、下平段等部

位分段进行检测，也可根据钢管环缝分管节进行检测。 

5.3.2  腐蚀量检测应遵循下列原则： 

a) 在不同管段上，选择腐蚀相对较重且不少于 30%的管节作为检测对象。 

b) 在选定的管节上，每管节应至少选择 3 个断面进行测量。 

c) 每个检测断面宜根据纵向焊缝情况分区进行测量，每个检测片区的测点数量应

不少于 3 个。 

d) 对于腐蚀程度为 D 级的管段或管节，宜适当增加检测断面和测点数量。 

e) 检测时宜除去管壁表面涂层；当带涂层测量时，应扣除相应的涂层厚度。 

5.3.3  腐蚀检测成果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各管段或管节的腐蚀部位、腐蚀分布范围和腐蚀面积，腐蚀面积占管段或管节

面积的百分比。 

b) 各管段或管节的腐蚀量及其频数分布，各管段或管节的平均腐蚀量、最大腐蚀

量、平均腐蚀速率（mm/a）、最大腐蚀速率（mm/a）。 

c) 各管段或管节腐蚀程度为 D 级的局部区域的平均腐蚀量、最大腐蚀量、平均腐

蚀速率（mm/a）、最大腐蚀速率（mm/a）。 

d) 严重腐蚀区域的分布范围和面积，占构件（杆件）面积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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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材料检测 

6.1  运行管理单位所提供的材料质量证明书和制造安装竣工文件等资料，能够证明金

属结构主要结构件的材料型号和性能符合设计图纸要求时，可不进行材料检测。 

6.2  金属结构主要结构件材料型号不清或对材料型号有疑议时，应进行材料检测并确

定材料型号和性能。 

6.3  材料检测应遵循以下原则： 

a) 现场条件允许取样时，应按机械性能试验要求取样进行机械性能试验，同时分

析材料的化学成分，确定材料型号和性能。 

b) 现场条件不允许取样进行机械性能试验时，可采用光谱分析仪或在受力较小的

部位钻取屑样分析材料的化学成分，同时测定材料硬度，按 GB/T 1172 换算得到材料

的抗拉强度值，经综合分析确定材料型号和性能。 

c) 取样点应位于结构件受力较小、便于修复的部位，并事先确定修复措施。试样

割取部位不得有锐角，周边呈圆弧过渡，圆弧半径不得小于 3 倍板厚且不小于 30mm。 

d) 允许采用先进可靠的无损检测方法进行材料检测。 

6.4  对于寒冷地区运行多年的金属结构，必要时可按规范规定进行低温冲击试验，以

鉴定材料的脆化程度。 

6.5  对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金属结构，应在出现质量问题的构件或零部件上直接取样

进行力学性能试验、化学成分分析和金相分析，确定材料型号和性能。 

6.6  金属结构发生破坏事故后，应在破坏构件和零部件上直接取样进行力学性能试验、

化学成分分析和金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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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无损检测 

7.1  金属结构的一类焊缝、二类焊缝和受力复杂、易于产生疲劳裂纹的零部件，应进

行无损检测。 

7.2  无损检测之前应清除检测区域表面的附着物、污泥、腐蚀物，必要时宜对检测区

域表面进行修整打磨处理。 

7.3  焊缝表面有疑似裂纹缺陷时，可选用磁粉检测或渗透检测。 

磁粉检测应符合GB/T 26951的规定；渗透检测应符合GB/T 26953的规定。焊缝表

面检测合格等级应为2级。 

7.4  焊缝内部缺陷可选用超声波检测或射线检测。 

超声波检测应符合 GB/T 11345 的规定，检验等级应为 B 级，一类焊缝合格等级应

为Ⅰ级，二类焊缝合格等级应为Ⅱ级。 

射线检测应符合 GB/T 3323 的规定，检验等级应为 B 级，一类焊缝合格等级应为

Ⅱ级，二类焊缝合格等级应为Ⅲ级。 

7.5  内部缺陷检测的焊缝长度占焊缝总长度的百分比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a) 一类焊缝，超声波检测长度应不少于 20%，射线检测长度应不少于 10%。 

b) 二类焊缝，超声波检测长度应不少于 10%，射线检测长度应不少于 5%。 

c) 若焊缝多处存在缺陷，宜增加探伤比例。 

d) 如发现某条焊缝存在裂纹等连续性超标缺陷，应对整条焊缝进行检测。 

7.6  内部缺陷检测的焊缝数量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a) 一类焊缝应不少于焊缝总条数的 20%。 

b) 二类焊缝应不少于焊缝总条数的 10%。 

7.7  当采用某种检测方法对所发现的缺陷不能准确定性和定量时，应采用其他无损检

测方法进行复查。同一焊接部位或同一焊接缺陷，若采用两种及两种以上无损检测方

法检测，应分别按各自的检测标准进行评定，全部合格方为合格。 

7.8  前次检测发现超标缺陷的部位或经修复处理过的缺陷部位，应在下次检测时进行

100%的复测。 

7.9  对于无损检测发现的裂纹或其它超标缺陷，应分析其产生原因，判断发展趋势，

对缺陷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估，并提出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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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对于受力复杂，易于产生疲劳裂纹的零部件，应采用渗透检测或磁粉检测进行表

面裂纹检查；发现裂纹时，应进行超声波检测或射线检测，以确定裂纹走向、长度和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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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力检测 

8.1  一般规定 

8.1.1  应力检测应包括结构静应力检测和结构动应力检测。 

8.1.2  应力检测宜用电阻应变计电桥法。亦可采用其他先进可靠的应力检测方法。 

8.1.3  检测前，应根据应力检测所必须具备的工况条件和操作方式等，确认金属结构

能满足应力检测所需具备的全部检测条件和要求。 

8.1.4  结构静应力检测宜在实际工况接近设计工况时进行。 

8.1.5  检测中应记录所有与检测有关的工况信息和其他特征量信息，如上下游水位、

检测工况、各工况的运行时间、闸门开度、启闭机荷载等。 

8.2  检测仪器 

8.2.1  检测仪器应能适应金属结构检测现场的温度、湿度和噪声等环境条件。 

8.2.2  用于金属结构应力检测的电阻应变计，其各项工作特性（如应变计电阻、灵敏

度系数、漂移等）的技术指标应满足GB/T 13992中应变计单项技术指标A级的要求。 

8.2.3  应变计的粘贴应严格按照生产厂家的要求，并做好绝缘防潮处理；应变计处于

水下时，必须做好防水处理。当信号传输导线电阻对检测结果产生影响时，应对检测

结果进行导线电阻修正。连接信号传输导线时，应保证连接处接触电阻稳定，并将导

线妥善固定。 

8.2.4  用于金属结构应力检测的数据采集分析仪应满足以下要求： 

1  采样频率应能满足金属结构静应力检测和运动状态应力检测的要求； 

2  应变测量范围应不小于±3000μm/m； 

3  最高分辨率应大于1μm/m； 

4  不确定度应不大于0.05%FS±3μm/m；  

5  4h以上单次采样条件下的系统零漂应不大于4μm/m。 

8.3  测点布置 

8.3.1  应力检测前，应根据结构材料特性、结构特点、荷载条件等，按SL74、SL41 、

SL432对金属结构进行应力计算或有限元分析，了解结构应力分布情况，确定测点位置

和数量。 

8.3.2  测点布置应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1  测点应具有代表性，高应力区域和复杂应力区域均应布置足够数量的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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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满足检测目的的前提下，测点宜少不宜多。 

3  对称结构可在一侧布置测点，但在对称侧应布置适当数量的比照测点。 

4  为保证检测数据的可靠性，应布置适量的校核测点。 

8.3.3  闸门应力测点主要布置在横梁、纵梁、边梁、支臂、面板、吊耳等主要受力构

件的典型应力区域以及腐蚀严重区域。 

8.3.4  启闭机应力测点主要布置在门架（机架）结构主梁、端梁、支腿，液压缸、活

塞杆端部，吊杆、吊耳等主要受力构件的典型应力区域以及腐蚀严重区域。 

8.3.5  压力钢管应力测点主要布置在钢管支承环附件管壁、加劲环附件管壁、钢管与

镇墩、支墩、坝体、墙体等混凝土结构连接处附件管壁、钢管与伸缩节连接处附件管

壁，管段跨中管壁等典型应力区域以及腐蚀严重区域。 

8.3.6  测试部位及测点数量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删，测点的布置应便于测试工作的进行。 

8.3.7  当主应力的方向未知时，应布置三向应变计，当主应力的方向已知时，可布置

少于三向的应变计，参见附录A。 

8.4  结构静应力检测 

8.4.1  结构静应力检测应根据实际荷载情况确定加载程序。荷载可以分级时，应分级

加载检测，以确定各级载荷下的结构应力。荷载不能分级时，宜一次加载检测。 

8.4.2  每一级荷载均应重复检测3次，每次检测数据采集应不少于3遍。 

8.4.3  各次检测数据相差超过5%时，应分析原因并重新检测。 

8.4.4  检测结果应与计算结果进行分析比较。必要时宜根据检测工况的应力值推算设

计工况和校核工况的应力值。 

8.4.5  重要的或超大型或有严重制造缺陷的金属结构，应测定其主要受力构件的残余

应力，并分析对结构安全产生的影响。 

8.5  结构动应力检测 

8.5.1  结构动应力检测的测点数据应连续采集，以得到完整的应变应力过程曲线。 

8.5.2  结构动应力检测应重复2~3次。各次检测数据相差超过5%时，应分析原因并重新

检测。 

8.5.3  闸门结构动应力检测应经历闸门全关—全开—全关的运行过程，宜在闸门运行

过程中选取若干个典型开度停留3~5分钟，检测局部开启时的闸门结构动应力。 

8.5.4  启闭机结构动应力检测时，应分别检测起升机构带载进行起升、下降、停车操

作时的结构动应力和行走机构带载行走时的结构动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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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5  压力钢管动应力检测时，应分别检测机组正常运行时的压力钢管动应力和机组

甩负荷时的压力钢管动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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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振动检测 

9.1  一般规定 

9.1.1  结构振动检测是为结构系统的振动特性分析评价、减振消振及结构动态优化设

计等提供实测依据。在运行过程中发生较为明显的振动并可能影响运行安全的金属结

构，应进行振动检测。 

9.1.2  结构振动检测包括振动响应检测（包括位移、速度、加速度、动应力等）和动

力特性检测（包括固有频率、阻尼比、振型等）。检测时可根据金属结构的实际振动

情况确定具体检测内容。 

9.2  检测仪器 

9.2.1  检测仪器应选用具有多通道并能长期保存记录的电子测量系统，通常由传感器、

放大器、滤波器和记录器等组成。检测仪器应能适应金属结构检测现场的温度、湿度

和噪声等环境条件。 

9.2.2 测量仪器包括各种前置放大器、主放大器、滤波器等，它们的频率范围应覆盖被

测信号的有用频率范围，动态范围应能适应信号的变化范围。 

9.2.3  为便于进行振动分析，测量仪器宜配置适当的多档低通滤波器。 

9.2.4  前置放大器中不宜使用积分单元，避免产生不可预见的测量误差。 

9.2.5  每一通道的采样频率需与测量设备相适应，采样频率应不小于信号中的最高频

率或需要的最高频率的5.12倍，且采样前要采用防混滤波器。 

9.2.6   最大扫描速度和（或）A/D转换器转换时间应满足系统的最大整体采样频率的

要求。 

9.2.7  传感器的频率范围应满足水工金属结构振动测试的频率的要求。振动检测前，

可预估被测对象的振动频率范围，并据此选择不同类型的测量传感器。对于低频振动

（0.5Hz~200Hz），通常测量振动位移，对于中频振动（200Hz~1000Hz）通常测量速

度，对于高频振动则优先测量振动加速度。 

9.2.8  检测中，可根据需要或所含频率范围分别测量振动位移、振动速度、振动加速

度，或同时测量两种振动量。 

9.2.9  各振动量（位移、速度、加速度）宜分别采用专用传感器测量。当没有专用传

感器时，可对另一种传感器的输出进行积分或微分得到所需振动参数，但应注意排除

可能由此引起的误差。 

9.2.10  传感器的灵敏度应使最小被测信号电平大于测量系统的动态范围下限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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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B（约3倍）。传感器的灵敏度也不应过大，以避免最大信号电平使测量系统过载。 

9.2.11  传感器应在所关注的频率范围内提供平缓的响应，传感器在最低被测频率fL到

最高被测频率fU的频率范围内，其频率-幅值响应非线性偏差应小于±1.5dB。 

注：当这个要求不能满足时，有时可允许此非线性偏差为±3dB。否则，在测量或数据处理中应根据

测量系统的实际频率响应进行修正。 

9.2.12  测量系统的整体分辨率对于振动位移应达到10µm。 

9.2.13  传感器应与结构连接牢固，在振动过程中不能松动，电缆及信号线应固定牢靠。 

9.2.14  使用专门工装安装传感器时，应保证该工装有足够的刚度，使传感器安装后工

装的固有频率远大于最高被测频率fU。 

9.3  测点布置 

9.3.1  振动检测前，可先通过有限元分析，计算金属结构的理论振型，观察振动节点

得位置，在振动响应检测和动力特性检测中，传感器的布置均应避开振动节点。  

注：节点是反共振点，即对某一阶模态，无论多大的激励都没有足够的响应。为了能让每一点都反映振型的信

息，测点尽量不要布置在节点。 

9.3.2  在满足检测目的的前提下，测点宜少不宜多。 

9.3.3  振动响应检测的测点应布置在振动响应较大的位置。动力特性检测的测点布置

应根据结构形式来确定，测点应尽量完整反映被测对象的所有振型信息，如杆件结构

上的振动测点宜沿长度方向均匀布置，平（曲）面结构的振动测点宜在平（曲）面上

沿水平和竖向均匀布置。 

9.3.4  传感器的测振方向应与结构的振动方向一致。 

9.3.5  钢闸门的主要检测部位及传感器布置方式如下： 

1  各轴承的轴承座，可沿着振动方向，布置3个互成90°的单向测振传感器； 

2  面板、主梁、支臂、吊耳板等主要结构件，根据实际振动情况，可沿着振动方

向布置一个、两个或三个互成90°的方向的单向测振传感器。 

注：三向测振传感器可参考执行。 

9.3.6  启闭机的主要检测部位及传感器布置方式如下： 

1  各轴承、卷筒的轴承座及支架，可沿着振动方向，布置3个互成90°的单向测

振传感器； 

2  机架主梁、端梁、支腿、液压缸、活塞杆、吊杆等主要结构件，根据实际振动

情况，可沿着振动方向布置一个、两个或三个互成90°的方向的单向测振传感器。 

9.3.7  压力钢管的主要检测部位及传感器布置方式如下： 

1  振动检测之前，找出压力钢管振动明显的位置，确定主要检测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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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振动响应和固有频率检测时，传感器应沿钢管截面径向布置在振动较大处，取

3～4个测点，每个测点沿着振动方向布置一个、两个或三个互成90°的方向的单向测振

传感器；振型检测时，传感器应沿钢管轴线方向布置，测点数应足以表现振兴特性。 

9.4  振动响应检测 

9.4.1  水位对水工金属结构振动响应检测结果有直接影响，振动响应检测前，应明确

在哪（几）种水位下进行检测。 

9.4.2  检测前，应根据水工金属结构在应力检测时需具备的工况条件和操作方式等，

检查水工金属结构，并确认能满足全部检测条件要求。 

9.4.3 闸门振动响应检测应经历闸门全关—全开—全关的运行过程，宜在闸门运行过程

中选取若干个典型开度停留3~5分钟，检测局部开启时的稳态振动响应。 

9.4.4  启闭机振动响应检测时，应分别检测起升机构带载进行起升、下降、停车操作

时的结构振动响应和行走机构带载行走时的结构振动响应。 

9.4.5  压力钢管振动响应检测时，应分别检测机组正常运行时的压力钢管振动响应和

机组甩负荷时的压力钢管振动响应。 

9.4.4  检测中应记录所有与检测有关的工况信息和其他特征量信息，如上下游水位、

准备检测的工况、各工况的运行时间、闸门开度、启闭机荷载等。 

9.4.5  对检测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参见附录B。 

9.4.6  振动响应检测数据应包括主要频率的振动幅值、各部件振动之间的相频关系、

各部件测点的响应幅值。 

9.5  动力特性检测 

9.5.1  同一结构在不同的边界条件下有不同的动力特性（自振特性），检测时应选择

在符合其实际工作状态的边界条件下进行。 

9.5.2  动力特性检测的激励方式可采用激振器激励、冲击激励，亦可采用环境激励，

如闸门局部开启时的水流激励。并通过传感器测量振动位移、振动速度、振动加速度

响应。 

9.5.3  动力特性检测结果应提供水工金属结构整体或主要结构件（如闸门的面板、主

梁、支臂，启闭机机架等）的各阶固有频率、阻尼比和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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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启闭机运行状况与启闭力检测 

10.1  启闭机运行状况检测 

10.1.1 启闭机运行状况检测应在完成启闭机现状检测工作后进行。 

10.1.2 启闭机运行状况检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启闭机的运行噪音； 

b）制动器的制动性能； 

c）滑轮组的转动灵活性； 

d）双吊点启闭机的同步偏差； 

e）移动式启闭机的行走状况； 

f）荷载限制装置、行程控制装置、开度指示装置的精度及运行可靠性； 

g）移动式启闭机缓冲器、风速仪、夹轨器、锚定装置的运行可靠性； 

h）电动机的电流、电压、温升、转速； 

i）现地控制设备或集中监控设备的运行可靠性。 

10.2  启闭力检测 

10.2.1 启闭力检测应包括启门力检测、闭门力检测和持住力检测。 

10.2.2 启闭力检测工况宜符合或接近设计工况。 

10.2.3 根据启闭机的型式和现场条件，启闭力检测可采用直接检测法或间接检测法。 

直接检测法宜采用测力计或拉压传感器直接测量启闭力。 

间接检测法宜采用动态应力检测系统，通过测量吊杆（吊耳）、传动轴的应力换

算得到启闭力。对于液压启闭机，宜通过测量液压缸的油压间接得到启闭力。 

10.2.4  每次检测时，各测点的应力应变数据应连续采集，以得到完整的启闭力变化过

程线，确定最大启闭力。检测应重复进行3次。 

10.2.5  当检测工况与设计工况相差较大时，应根据检测数据，推算设计工况的启闭力。

推算时，应考虑止水装置和支承装置局部损坏对启闭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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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启闭机考核试验 

11.1  移动式启闭机应进行启闭机考核试验。固定卷扬式启闭机、液压启闭机、螺杆启

闭机等其它类型启闭机一般不进行启闭机考核试验。 

11.2  启闭机考核试验应在完成启闭机运行状况检测工作后进行。考核试验前，启闭机

各机构应运转正常，保护装置运行可靠，电气设备接线正确，接地可靠。 

11.3  启闭机考核试验的荷载应不超过 SL381 或设计文件（图样）规定的静载试验荷载

值或动载试验荷载值。 

11.4  启闭机考核试验的荷载宜采用专用配重试块；静载试验荷载宜分为 50%、75%、

90%、100%、110%、125%额定荷载共六级，动载试验荷载宜分为 50%、75%、90%、

100%、110%额定荷载共五级。试验时应逐级增加荷载。 

11.5  静载试验时，荷载离开地面 100~200mm，保持时间不少于 10min，测量机架挠度。

然后卸去荷载，测量机架的变形。试验应重复 3 次。必要时应进行机架结构应力检测。 

11.6  静载试验结束后，各部件和金属结构不应有裂纹、永久变形、连接松动或损坏、

油漆剥落等现象。 

11.7  动载试验时，启闭机在全扬程范围内进行重复的起升、下降、停车等动作，试验

时间应不少于 1h。 

11.8  试验过程中应对各机构的性能状态进行检查。要求各机构工作平稳可靠、动作灵

敏，安全保护装置动作正确、可靠。试验结束后，零部件、结构件应无损坏，连接处

应无松动或损坏。 

11.9  行走试验的最大荷载应为 1.10 倍设计行走荷载。试验时，应检查门架或桥架的

摆动情况，制动装置是否可靠，车轮与轨道的配合是否正常，有无啃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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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复核计算 

12.1  一般规定 

12.1.1  金属结构复核计算应符合相应设计规范的要求。 

12.1.2  金属结构复核计算的荷载应按原设计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执行。如果金属结构的

运行工况已经发生变化，则应结合工程实际重新确定计算荷载。重新确定的计算荷载

应得到运行主管部门的书面确认。 

12.1.3  主要受力构件的材料明确无误时，应按设计文件（图纸）标明的材料进行复核

计算；与设计文件（图纸）不符的材料，应按检测确认后的材料型号进行复核计算。 

12.1.4  复核计算时，主要受力构件的厚度及断面尺寸应采用实测尺寸。 

12.1.5  容许应力除执行相应设计规范的规定外，还应考虑运行时间的影响。 

a) 运行时间不足 10 年的金属结构，时间系数应为 1.00。 

b) 中型工程的金属结构运行 10 ~20 年、大型工程的金属结构运行 10～30 年，时间

系数应为 1.00～0.95。 

c) 中型工程的金属结构运行 20 年以上、大型工程的金属结构运行 30 年以上，时间

系数应为 0.95～0.90。 

12.2  闸门复核计算 

12.2.1  闸门复核计算方法应符合 SL74 的要求。 

12.2.2  闸门复核计算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闸门主要承载构件的强度复核计算； 

b) 闸门主要受弯构件的挠度复核计算； 

 c) 闸门主要受弯、受压和偏心受压构件的整体稳定和局部稳定复核计算。 

12.3  启闭机复核计算 

12.3.1  启闭机复核计算方法应符合 SL41 的要求。 

12.3.2  启闭机复核计算宜包括以下内容： 

a) 机架主要承载构件的强度复核计算； 

b) 机架主要受弯构件的挠度复核计算； 

 c) 机架主要受弯、受压和偏心受压构件的整体稳定和局部稳定复核计算； 

d) 必要时进行电动机静功率复核计算； 

e) 必要时进行液压缸缸体壁厚强度、活塞杆稳定性复核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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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必要时进行螺杆强度和稳定性复核计算； 

g) 必要时进行机械零部件复核计算。 

12.4  压力钢管复核计算 

12.4.1  压力钢管复核计算方法应符合 SL432 的要求。 

12.4.2  压力钢管复核计算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钢管强度复核计算； 

b) 钢管抗外压稳定性复核计算； 

 c) 机组甩负荷工况下钢管强度复核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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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全评价 

13.1  一般规定 

13.1.1  金属结构安全评价应在现场检测和复核计算基础上进行。 

13.1.2  金属结构安全等级可分为 A 级（安全）、B 级（基本安全）和 C 级（不安全）

三个等级。 

13.2  闸门安全评价 

13.2.1  被评定为 A 级（安全）的闸门应符合下列全部条件： 

a) 闸门外观检测的各项内容均符合要求； 

b) 闸门主要构件的腐蚀状况为 B 级（一般腐蚀）以上，蚀余厚度应不小于 8mm。 

c) 闸门一类焊缝、二类焊缝符合规范要求，无超标缺陷； 

d) 闸门在设计工况下的强度、挠度和稳定性均满足规范要求； 

e) 闸门在关闭状态和启闭过程中无明显振动。 

13.2.2 被评定为 B 级（基本安全）的闸门应至少符合下列全部条件： 

a) 闸门外观检测的各项内容基本符合要求； 

b) 闸门主要构件的腐蚀程度为 C 级（较重腐蚀）以上，蚀余厚度应不小于 6mm； 

c) 闸门一类焊缝、二类焊缝存在超标缺陷，但无裂纹等严重危害性超标缺陷； 

d) 闸门在设计工况下的强度、挠度和稳定性基本满足规范要求；最大值不超过容

许值 5%； 

e) 闸门运行中有明显振动，但经检测振动响应尚不影响闸门安全运行； 

13.2.3 不符合 B 级（基本安全）条件的闸门应评定为 C 级（不安全）。 

13.3  启闭机安全评价 

13.3.1  被评定为 A 级（安全）的启闭机应符合下列全部条件： 

a) 启闭机现状检测的各项内容均符合要求； 

b) 启闭机机架主要构件的腐蚀状况为 B 级（一般腐蚀）以上； 

c) 启闭机机架主要构件的强度、挠度和稳定性均满足规范要求； 

d) 启闭机的一类焊缝、二类焊缝应符合规范要求，无超标缺陷； 

e) 液压启闭机的液压缸缸体壁厚强度、活塞杆稳定性满足规范要求； 

f) 螺杆启闭机的螺杆强度和稳定性满足规范要求； 

g) 启闭机的机械零部件的复核计算结果满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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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启闭机的额定容量大于闸门的最大启闭力 10%； 

i) 启闭机运行平稳，安全保护装置动作正确、可靠，符合规范要求。 

13.3.2  被评定为 B 级（安全）的启闭机应符合下列全部条件： 

a) 启闭机现状检测的各项内容均基本符合要求； 

b) 启闭机机架主要构件的腐蚀状况为 C 级（较重腐蚀）以上； 

c) 启闭机机架主要构件的强度、挠度和稳定性均基本满足规范要求；最大值不超

过容许值 5%； 

d) 启闭机的一类焊缝、二类焊缝符合规范要求，无超标缺陷； 

e) 液压启闭机的液压缸缸体壁厚强度、活塞杆稳定性基本满足规范要求；最大值

不超过容许值 5%； 

f) 螺杆启闭机的螺杆强度和稳定性基本满足规范要求；最大值不超过容许值 5%； 

g) 启闭机的机械零部件的复核计算结果基本满足规范要求；最大值不超过容许值

5%； 

h) 启闭机的额定容量大于闸门的最大启闭力； 

i) 启闭机运行平稳，安全保护装置动作正确、可靠，符合运行要求。 

13.3.3 不符合 B 级（基本安全）条件的启闭机应评定为 C 级（不安全）。 

13.4  压力钢管安全评价 

13.4.1  被评定为 A 级（安全）的压力钢管应符合下列全部条件： 

a) 压力钢管外观检测的各项内容均符合要求； 

b) 压力钢管的腐蚀状况为 B 级（一般腐蚀）以上；蚀余厚度应不小于 8mm。 

c) 压力钢管的一类焊缝、二类焊缝应符合规范要求，无超标缺陷； 

d) 压力钢管在设计工况下的强度、抗外压稳定性均满足规范要求；在机组甩负荷

工况下的强度满足规范要求。 

e) 压力钢管在运行过程中无明显振动。 

13.4.2 被评定为 B 级（基本安全）的压力钢管应至少符合下列全部条件： 

a) 压力钢管外观检测的各项内容应基本符合要求； 

b) 压力钢管的腐蚀程度为 C 级（较重腐蚀）以上，蚀余厚度应不小于 6mm； 

c) 压力钢管一类焊缝、二类焊缝存在超标缺陷，但无裂纹等严重危害性超标缺陷； 

d) 压力钢管在设计工况下的强度、抗外压稳定性基本满足规范要求；在机组甩负

荷工况下的强度基本满足规范要求。最大值不超过容许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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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压力钢管运行中有明显振动，但经检测振动响应尚不影响压力钢管安全运行； 

13.4.3 不符合 B 级（基本安全）条件的压力钢管应评定为 C 级（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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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安全检测与评价报告 

14.1  检测机构应向委托单位提供金属结构安全检测与评价报告。检测报告封面应盖有

检测机构的 CMA 标志。 

14.2  金属结构安全检测与评价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工程概况及金属结构运行、维修、保养情况； 

b) 金属结构现场检测成果； 

c) 金属结构复核计算成果； 

d) 金属结构安全评价； 

e)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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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用应变片/花进行应力测量时的主应力计算公式及信号处理 

（规范性附录） 

A.1  计算主应力的公式 

A.1.1  概述 

主应力不能直接获得而需根据所测应变进行计算。不同的应力条件下的计算公式如下。 

A.1.2  单向应力情况 

 

 

  …………………………………………（A.1） 

式中： 

——要计算的应力； 

E——杨氏弹性系数； 

——测得的应变。 

A.1.3  主应力方向己知时的平面应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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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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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式中: 

 ——泊松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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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   主应力方向未知时的平面应力情况 

1  概述 

   在此情况下，应采用由三个应变片构成的应变花进行测量。不同形式的应变花(45°、60°、120°)

及其计算公式如下。 

2  45°应变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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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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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式中: 

0 ——0°方向应变片轴线与最大应力 1 方向间的夹角； 

1 ——最大主应力； 

2 ——最小主应力。 

3  60°和 120°应变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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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振动检测数据处理与分析 

（资料性附录） 

B.1  水工金属结构的振动信号可看作是周期信号和随机信号的合成。在稳态工况下，合成信号可

认为是稳态的。从实际应用角度，周期振动更重要一些。测量数据的分析处理方法取决于所用测量

仪器和测试目的。最常用的数据处理方法有： 

a）峰-峰值（或峰值）分析； 

b）有效值分析； 

c）数据统计处理， 

d）功率密度谱分析； 

e）完整的谱分析（包括相位分析）等。 

B.2  峰-峰值（或峰值）分析 

a）测点处的振动水平通常用其峰-峰值来表征，峰-峰值分析适用于峰值振幅不变或稍有变化或

瞬时值不重要的情况； 

b）峰-峰值（或峰值）分析可采用时段法，即把整个记录时间分成若干时段，量出每一时段中

的最大偏移量（从最低峰到最高峰）ΔXpp，即可得出峰-峰值随时间的变化，分析结果可用表格或

直方图示出； 

c）在峰值分析中则需量出偏离平均值的绝对最大值ΔXp； 

d）当振荡过程具有尖锐峰值特征时，应采用平均时段法，即取一定数量时段的峰-峰值或峰值

的平均值，每段时段中至少应有一个尖锐峰值； 

e）峰-峰值也可进行第3.1.3.1款所定义的平均值分析，此时需连续取若干（10～20或更多）个

波的峰-峰值，求其平均值； 

f）峰-峰值分析的具体执行方法取决于试验时所用的记录仪器和数据处理设备。 

B.3  有效值分析 

a）有效值分析既可用于周期信号分析，也可用于随机信号分析，当振动过程本质上是随机过

程（整体振动水平随时间变化，且出现不规则的尖锐峰）时，进行有效值分析更为合适； 

b）如果所研究的过程为非稳态随机过程（如暂态过程），可采用类似峰-峰值分析的方法，把

整个记录时间分成多个时段，把每一时段内的信号作平稳随机过程处理，求出每一时段的有效值，

就可得出整个记录的有效值随时间变化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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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有效值分析结果可以列表或以图线示出； 

d）有效值分析一般均用专用仪器或计算机进行。 

B.4  数据统计处理 

a）数据统计处理方法适用于随机振动过程，并采用概率密度的概念综合描述振动现象以及估

计它们的强度； 

b）概率密度定义为振动量的瞬时值落在一定范围△X内的概率除以该范围大小△X； 

c）在指定幅值水平X处的概率密度为
0

( ) ( )
lim
x

P X P X X

X 

 


，其中P(X)为瞬时值大于X的概率，

P(X+ΔX）为瞬时值大于X+ΔX的概率； 

d）将X的全体值对应的概率密度值画成曲线就得到概率密度曲线，沿该曲线从X1到X2积分就得

出瞬时值落在（X1～X2）间的概率； 

e）振动的最大幅值（峰值）统计分布也可用峰值概率密度曲线表示，该曲线表示振动量在给

定水平X处的振动幅值窗内峰值出现的概率； 

f）在实际分析中，数据的统计处理都用专门的仪器设备（如FFT分析仪）或计算机程序来完成。 

B.5  功率密度谱分析 

a）谱分析的目的在于得出各频率分量的综合分析，适用于稳态工况； 

b）谱分析技术有功率密度谱分析（可用模拟式或数字式分析仪）和快速傅立叶变换（FFT）分

析（用数字式分析仪进行）两种； 

c）当采用功率密度谱分析方法时，可使用不同的频率分析仪，分析仪的频率范围应包括所研

究的频率范围（ ,L Uf f )； 

d）当对磁带记录器的记录进行数据处理时，宜采用具有显示频谱功能的实时分析仪或计算机

程序。 

B.6  完整的谱分析（包括相位分析） 

a）完整的谱分析包括幅值分析和相位分析两部分； 

b）由完整的谱分析得到的完整信息，原则上可以进行信号由频域向时域的反向变换，而且可

以判断同一频率分量的不同振动量间的可能联系； 

c）由完整的谱分析可得到每一频率f下的幅值W(f)和相位φ(f)，在给定频率下，谱密度幅值是复

数量或向量  ( ) ( )cos ( ), ( )sin ( )W f W f f W f f  ，这些量可由模拟量分析系统或用数字式信号处理系统

（如FFT分析仪）对信号进行分析得到。进行这种分析时，应注意可能由分析方法引入的各种误差。

本标准第8.2.1.4款中由简单谱分析得出的谱幅值G(f)与此处W(f)的模一致，即 ( ) ( )G f W f 。W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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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由相关函数（单个信号的自相关函数，两个信号的互相关函数）的傅立叶变换得到，它和由FFT

分析得到的W(f)等价。 

所有振动量的测量不确定度都应进行估计，估计可采用原位标定曲线或厂家提供的标定曲线进

行，考虑的因素包括传感器、放大器、滤波器、记录器、数据处理系统等。 

确定运行工况的所有参数的测量不确定度，必要时按有关规程进行计算。 

计算得出的不确定度应保证与下列各项的一致性：仪器的工作状态、率定等级、测量系统最大

期望不确定度，以及评价振动的允许极限等。 

评价时用到的专门参数的相对不确定度计算应由参数的数学表达式中各物理量的相对不确定

度根据一般误差理论进行计算，通常总不确定度等于各单项不确定度平方和的平方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