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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5170《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是系列标准，分为若干部分。

    GB/T 5170.1-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总则

    GB/T 5170. 2-199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温度试验设备

    GB/T 5170.5-199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湿热试验设备

    GB/T 5170. 8-199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盐雾试验设备

    GB/T 5170. 9-199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太阳辐射试验设备

    GB/T 5170.10-199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高低温低气压试验设备

    GB/T 5170.11-199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腐蚀气体试验设备

    GB/T 5170.13-200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振动（正弦）试验用机械

振动台

    GB/T 5170.14-198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振动（正弦）试验用电动

振动台

    GB/T 5170.15-198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振动（正弦）试验用液压

振动台

    GB/T 5170. 16-198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稳态加速度试验用离

心机

    GB/T 5170. 17-198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低温／低气压／湿热综合

顺序试验设备

    GB/T 5170.18-198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温度／湿度组合循环试验

设备

    GB/T 5170.19-1989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温度／振动（正弦）综合试

验设备

    GB/T 5170. 20-199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水试验设备

    本部分是GB/T 5170的第13部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GB/T 5170. 13-1985a

    本部分与GB/T 5170. 13-1985相比，技术内容主要有如下变化：

    —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

    —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一章；

    — 在“检定用主要仪器及要求”一章中，给出了检定用仪器的扩展不确定度（(k=2)的要求；

    — 增加了“检定条件”一章；

    — 在“一般规定”一章，要求检定用负载“表面光洁度不低于5级”改为“表面粗糙度R。优于

        5. 0 um"；检定横向振动比、加速度波形失真度和台面位移幅值均匀度时的位移幅值和频率的

        规定由“a．最大位移幅值；频率范围下限值。b．频率范围上限值上的最大加速度幅值所对应

        的位移幅值；频率范围上限值。c．最大位移幅值；最大位移幅值的上限频率。d．最小位移幅

        值；最小位移幅值与最小加速度幅值对应的频率值。”改为：“所选频率点应包括上、下限值以及

        额定位移与额定加速度的交越点；所选位移幅值应为该频率点额定幅值的一半或一半以上”；

        加速度单位由“g”改为“m/S2"

    — 在“检定方法”一章，横向振动比（位移）的检定中，三向加速度计的安装由“固定在台面中心及

        距工作台面中心最远的相邻两个安装点上”改为“固定在台面中心”；频率稳定度的检定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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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试验时间2 h"；位移幅值稳定度的检定中，要求“试验时间2 h9 p;

    — 增加了“检定周期”一章；

    — 在附录B中，台面位移幅值均匀度的要求由“台面面积）1 m“时，由供需方商定”改为“台面面

        积）1 m2,镇25 0o"；定振精度的要求由“10 Hz以下由供需方商定”改为“5 H：到上限频率，

          士3 dB"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与环境试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信息产业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肖建红、郑术力。

    本部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T 5170.13-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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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

              定方法 振动（正弦）试验用机械振动台

1 范围

1.1 本部分规定了振动（正弦）试验用机械振动台在进行定型鉴定、出厂检验和定期检定时的检定项

目、检定用主要仪器及要求、检定条件、检定时的一般规定、检定方法及检定结果等内容。

1.2 本部分适用于对GB/T 2423. 10((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规程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e：振

动（正弦）试验方法》进行振动试验用机械振动台（以下简称振动台）基本参数的检定方法。

    本部分也适用于类似试验设备的检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5170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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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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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GB/T 2423. 1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e和导则：振动（正弦）

(GB/T 2423.10-1995，idt IEC 68-2-6：1982)

    GB/T 5170.1-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采用GB/T 5170. 1规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检定项目

    本部分规定的检定项目如下：

    — 额定参数（最大载荷、频率范围、最大位移幅值、最大加速度幅值）；

    — 加速度波形失真度；

    — 横向振动比（位移）；

    — 台面位移幅值均匀度；

    — 频率指示误差；

    — 频率稳定度；

    — 位移幅值指示误差；

    — 位移幅值稳定度；

    — 本底噪声加速度；

    — 本底位移幅值；

    — 扫频速率误差；

    — 定振精度（扫频定位移精度）；

    — 辐射噪声最大声压级；

    — 连续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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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定用主要仪器及要求

5.1 振动幅值测f仪器

    采用由加速度计（包括三向加速度计），带积分和滤波网络的放大器，显示器或动态信号分析仪组成

的振动幅值测量系统，振动幅值测量系统的扩展不确定度：加速度优于3% (k二2)；位移优于5%

(k=2)。

5.2 频率测f仪器

    采用由加速度计（包括三向加速度计），带积分和滤波网络的放大器，频率计或动态信号分析仪组成

的振动频率测量系统，频率测量系统扩展不确定度应优于0. 5%(k=2).

5.3 失真度测f仪器

    采用由加速度计（包括三向加速度计），带积分和滤波网络的放大器，失真度仪或动态信号分析仪组

成的失真度测量系统，失真度测量系统扩展不确定度应优于10%(k=2).

5.4 定振精度测f仪器

    采用由加速度计（包括三向加速度计），带积分和滤波网络的放大器，记录仪或动态信号分析仪组成

的定振精度测量系统，定振精度测量系统扩展不确定度应优于0. 5 dB(k二2),

5.5 时间测f仪器

    计时器，测量扩展不确定度应优于0. 5 s(k=2) o

5.6 声压级测f仪器

    带A计权网络的声级计，声压测量扩展不确定度应优于1 dB(k二2)a

6 检定条件

6. 1试验设备在周期检定时的气候条件、电源条件、用水条件和其他条件应符合GB/T 5170.1-1995

第4章的规定。

6.2 受检试验设备的外观和安全条件应符合GB/T 5170.1-1995第8章的规定。

7 一般规定

7. 1 检定用负载

    检定用负载应由金属材料制成外形对称的刚性体，其质量、质心高及安装偏心距应符合有关规定。

负载与振动台面连接表面的平面度应优于0.1/1 000，表面粗糙度R。优于5. 0 Fcm。负载与台面刚性连

接，固定点均匀分布且不少于4个。

7.2 加速度计的安装

7.2.1 加速度计的安装谐振频率应大于振动台频率范围上限值的10倍。

7.2.2 加速度计应刚性地固定在台面中心及离台面中心最远的4个安装点上。测量位移时允许使用

磁铁座固定加速度计。

7.3 对于多轴向振动台，基本参数的检定须分别在每个轴向上进行。

7.4 横向振动比，加速度波形失真度和台面位移幅值均匀度检定时，所选频率点应包括上、下限值以及

额定位移与额定加速度的交越点。

7.5 横向振动比，加速度波形失真度和台面位移幅值均匀度检定时，所选位移幅值应为该频率点额定

幅值的一半或一半以上。

7.6 本检定方法所述加速度幅值均指基波加速度幅值。它可以由振动频率和位移幅值按（1)式计算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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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 039A尸 ····················”·······⋯⋯（1）

    式中：

    a— 基波加速度幅值，单位为米每平方秒（MJs2) ;

    A— 位移幅值，单位为毫米（mm) ;

    了— 频率，单位为赫兹（Hz).

8 检定方法

8.1 安装负载

    根据检定要求选择空载检定或安装检定用负载。检定用负载应满足本部分第7章的要求。

8．2 安装传感器

    振动台按规定准备完毕，按本部分第7章的要求，在振动台台面或负载上安装加速度传感器，并连

接好测量系统。

8．3 额定参数检定

8.3.1 在最大位移幅值与最大加速度幅值的交越点上以最大位移幅值定频振动，振动台应能正常

工作。

8.3.2 在频率范围上限值上，以最大加速度幅值对应的位移幅值定频振动，振动台应能正常工作。

8.3.3 在频率范围内，以1 octlmin的速率往复自动扫频，位移调至频率范围上限值及振动台最大加

速度对应的位移幅值，振动台应能正常工作。

8.4 加速度波形失真度的检定

    振动台空载或满载。检定频率值的选取应符合本部分第7章的规定，以振动台在各频率点上额定

幅值的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幅值振动，测量台面中心加速度信号的谐波失真度，谐波分量包含至振动台上

限频率的至少5倍。

8.5 横向振动比（位移）的检定

    振动台空载或满载。检定频率值的选取应符合本部分第7章的规定，以振动台在各频率点上额定

幅值的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幅值振动，同时测量台面中心三向加速度计三个方向的位移幅值。横向振动

比T按式（2)计算：

                      T＿Ax三i, X 100 ．一一．．．．．．．．⋯⋯2)
                                                  A}

    式中：

    T— 横向振动比，％；

    Az— 同次测量中主振方向的位移幅值，单位为毫米（mm) ;

A_A,— 同次测量中垂直于主振方向且互相垂直的两个横向位移幅值，单位为毫米（mm) o
8.6 台面位移幅值均匀度的检定

    振动台空载或满载。检定频率值的选取与传感器的安装应符合本部分第7章的规定，以振动台在

各频率点上额定幅值的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幅值振动，同时测量台面五个位置的位移幅值。台面位移幅

值均匀度N＊按式（3)计算：
                                                    1△A，二、｝一 ，＿＿。／

                                    N、＝上止兰匕- ' X100％ ·······················⋯⋯（3）                                                            A

    式中：

      N八— 台面位移幅值均匀度，％；

        A— 同次测量中台面中心点的位移幅值，单位为毫米（mm) ;

  I Amax I— 同次测量中台面各安装点的位移幅值相对于中心点的位移幅值的最大偏差的绝对值，单

            位为毫米（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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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频率指示误差的检定

    加速度计刚性连接在台面中心，输出经放大器到分析仪。在振动台额定频率范围内，均匀选取5个

以上频率点进行测量，记录振动台频率示值和分析仪示值并计算其误差。

8.8 频率稳定度的检定

    加速度计刚性连接在台面或负载中心，输出经放大器连接到分析仪。振动台满载，在振动台最大位

移幅值与最大加速度幅值的交越频率或振动台上限频率上以最大加速度幅值对应的位移幅值作连续定

频振动，每隔15 min记录一次分析仪的频率示值，试验时间2h。频率稳定度F。按式（4)计算：

                                            。 1△几。、｝ 、＿＿。，
                                          F,＝ 上二二卫mex  I  X 100％ ······················，·⋯⋯（4）

                                                fl,

    式中：

    F,— 频率稳定度，％；

    f,一一给定的试验频率示值，单位为赫兹（Hz) ;

｝Afmax I— 各次测量中，分析仪频率示值相对于给定频率值的最大偏差，单位为赫兹（Hz).

    或取△｝几iax｝作为频率稳定度。

8.9 位移幅值指示误差的检定

    振动台空载，加速度计刚性安装在台面中心。在频率范围的下限值上或振动台的最大位移幅值与

最大加速度幅值的交越点上，在最大位移幅值范围内均匀选取5个位移幅值进行测量，记录振动台位移

示值及分析仪示值。位移幅值指示误差8n按式（5)计算：

                                                          A 一A
                                    8,,＝一 X 100 ························⋯⋯（5）

                                                  A,

    式中：

    8,— 位移幅值指示误差，％；

    A;— 振动台的位移示值，单位为毫米（mm) ;

    A,— 分析仪的位移示值，单位为毫米（mm).

8.10 位移幅值稳定度的检定

    加速度计刚性连接在台面或负载中心，输出经放大器连接到分析系统。振动台满载，在振动台最大

位移幅值与最大加速度幅值的交越频率或振动台上限频率上以最大加速度幅值对应的位移幅值作连续

定频振动，每隔15 min记录一次分析仪的位移示值，试验时间2h。位移幅值稳定度A。按式（6)计算：

                                                    1                                                    AA ｝＿ ，＿＿。，
                                        A ＝ 巴 竺卫竺圣'巴 竺卫竺圣 X 100% ······························⋯⋯（6）

                                                    A。

    式中：

      A。一一位移幅值稳定度，％；

      A。一— 给定的位移示值，单位为毫米（mm) ;

  I AA-. I— 各次测量中，分析仪位移示值相对于给定位移值的最大偏差，单位为毫米（mm) o

8.11 本底噪声加速度的检定

    加速度计刚性连接在台面中心，输出经放大器连接到分析系统，分析系统设置测量上限频率为

5 kHz。振动台空载，位移幅值调至最小，在额定频率范围内缓慢扫频，记录最大的噪声加速度有效值。

8.12 本底位移幅值的检定

    加速度计刚性连接在台面中心，输出经放大器连接到分析系统。振动台空载，位移幅值调至最小，

在额定频率范围内缓慢扫频，记录位移幅值的最大值。

8.13 扫频速率误差的检定

    振动台空载，在额定频率范围内，以1 oct/min的速率往复自动扫频，位移幅值设为上限频率对应

的最大允许值，用计时器测量振动台每扫过1 Oct的时间，扫频速率误差民按式（7)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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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一 T
                                        s,＝二二二止` x 100％ ························⋯⋯（7）

                                                    Tr

    式中：

    8,— 扫频速率误差，％；

    T;— 振动台设定的扫频速率，单位为倍频程每分钟（Oct/min);

    T}— 测量到的实际扫频速率，单位为倍频程每分钟（Oct/min).

8.14 定振精度（扫频定位移精度）的检定

    加速度计刚性连接在台面或负载中心，输出经放大器连接到分析系统。振动台空载或满载，在额定

频率范围内，以1 oct/min的速率自动扫频，位移幅值为频率上限值上的最大加速度值对应的位移幅

值。记录分析系统测量到的位移幅值波动度，以分贝（dB)表示，即为扫频定位移精度。

8.15 辐射嗓声最大声压级的检定

    振动台空载，在额定频率范围内，以1 oct/min的速率自动扫频，位移幅值为频率上限值上的最大

加速度值对应的位移幅值。在距离台体边缘1 m远的人体高度内用声级计测量并记录A计权最大声

压级。

8.16 连续工作时间的检定

8.16.1 振动台满载，在额定频率范围内，以1 oct/min的速率自动扫频，位移幅值为频率上限值上的

最大加速度值对应的位移幅值。振动台在规定的连续工作时间内应能正常工作。

8. 16.2 按8.8和8.10进行测量，振动台在规定的连续工作时间内持续振动。

9 检定周期

9.1 正常使用的设备，每一年至少进行一次检定。

9.2 对设备的重要部位（指对试验条件的变化有直接影响的部位）维修或更换后，应立即进行检定。

9.3 设备在安装调试之后或启封重新使用之前均应进行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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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检定项目的选择

    振动台作定型鉴定、出厂／验收检验及定期检定时，若无其他规定，按表A. 1选择检定项目。未经

定型鉴定的，出厂／验收检验检定项目按定型鉴定项目选取。

                                  表A. 1 检定项目的选择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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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基本参数允许误差

    如无其他规定，振动台检定时，额定参数要求与型号规格规定一致；其他参数的允许误差参照

表B. 1。

                                  表 B. 1 基本参数误差要求

令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