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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泵内部流动诱导噪声测试系统设计
袁寿其，杨

勇，袁建平，骆

寅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Ｆ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设计了一套基于虚拟仪器的噪声测试系统，能够便利地对离心泵内部流动诱导噪声信号
进行采集、调理、分析，得到噪声特性．应用ＳＴ７０型水听器测量诱导噪声信号，通过虚拟仪器应用模
块分析频谱特征，进而判断机组运行状况．在工频时对５种流量大小状况的诱导噪声进行测试及时
域频域分析，发现随着流量的增加，诱导噪声时域波形开始趋于紊乱，而且振幅峰值不断降低；噪声
０００

信号在低频范围内组成基本稳定；在５００～１
很小；在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

Ｈｚ范围内频谱内有两个峰值，且随流量变化影响

Ｈｚ范围内频谱峰值逐渐开始突显．试验表明水听器采集的信号能够反映噪

声的基本特性，该测试系统能够进行噪声信号的时域、频域、Ａ计权声级及倍频程等分析，能满足工
程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测试系统；虚拟仪器；诱导噪声；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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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泵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化工、国防等领

否偏离设计工况点和监测是否有异常振动．这种诊

域，它的运行状态是否良好直接影响安全生产．当前

断方法需要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诊断结论具有较大

离心泵故障诊断常用的方法是以其基本性能参数是

的主观性．离心泵内部流动诱导噪声测试系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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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寿其等：离心泵内部流动诱导噪声测试系统设计

１１

对噪声信号进行时域、频域分析，以频谱特征为离心

其中ｘ。为原始连续信号的频谱．采样信号的频谱包

泵运行状况检测或故障诊断的依据，克服了主观性．

含着原始信号频谱及无限个经平移的原信号频谱．

国外学者在诱导噪声理论试验及应用研究方面取得

为保证采样信号无失真，必须使得信号最大频

有益成果，如Ｌａｎｇｔｈｊｅｍ和Ｏｌｈｏｆｆ…分析了诱导噪声

率厶与采样频率Ｚ之间满足柰奎斯特采样定理，采

的产生机理并提出预测诱导噪声源的声学模型和降

样频率至少要大于信号最大频率的２倍，数学表达

低诱导噪声的水力设计方法．Ｃｈｕｄｉｎａ旧。对汽蚀产生

式为

的诱导噪声进行了测试，并用声压测量法测试由汽

正≥２ｆ．

蚀原因产生的诱导噪声．Ｃｈｏｉ旧。等在离心泵非稳定

当ｆｍ≤ｆ，／２时，在０≤／≤ｆｍ范围内，采样信号的频

（４）

流动和诱导噪声研究中，阐述了内部流体不稳定而

谱和原信号频谱完全一样．

引起的诱导噪声，解释了其运行机理．国内这方面研

１．２

声学原理

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冯涛Ｍ１等人对离心泵流动噪声

声压是由于声扰动产生的逾量压强，是关于时

进行测试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

间和空间的函数．声场中某一瞬时的声压值称为瞬

果促进了离心泵内部流动诱导噪声在理论试验和工

时声压，在一定时间间隔内最大的声压称为峰值声

程应用方面的发展．

压．一定时间间隔内，瞬时声压对时间取均方根值称

笔者基于虚拟仪器技术建立离心泵内部流动诱
导噪声测试系统，对一台离心泵进行其内部流动诱
导噪声的测试．水听器采集到的信号输入到虚拟仪
器模块上进行时域和频域分析，获得各工况下的时

为有效声压．声学上引入“级”的概念，用等效声压
级表示声压的大小【６ Ｊ．声压级￡。（ｄＢ）的定义为
２

‘＝１０

一

ｌｇ（丝）＝２０ ｌｇ竽

（５）

域和频谱特征．
诱导噪声在离心泵运行状态监测、故障诊断等
方面具有很大的优点．离心泵内部流动诱导噪声测
试系统通过对噪声信号进行时域和频域分析，进而

式中ｐ。为有效声压，Ｐ。＝志Ｊ
ｎ１

Ｊ０

ｐ２ｄｔ；ｐ。为基准声压，

一般取Ｐｏ＝ｌ肛Ｐ＆

判断离心泵是否运行正常，特别是对大型或重要部

噪声的频率特性常用频谱来描述，各个频率或

门的离心泵进行实时监测、故障诊断具有重大意义．

频段上的声能量分布绘成的图称为频谱图．一般情
况下，频率不同的声波是不相干的，总的声能量是各

１

个频率分量上的能量叠加之和．根据试验分析精度

基本原理

要求，声学量的分析频率带宽常用的有窄频带宽、倍

频程和１／３倍频程带宽倍频程带宽为百分比带宽，

１．１采样定理
采样是将连续变化的信号转变为时间域离散信
号口］．设模拟信号为戈。（ｔ），采样周期为ｒ，即采样频

其中心频率二和带宽上、下限截止频率正和工的关
系为

率Ｚ＝１／Ｔ．将信号离散的最简单方法是记录菇。在

ｆｏ＝般Ｚ

（６）

区间ｒ上的样本值｛戈（ｎｔ）｝。。：，这些采样点插值可

五＝２Ｚ

（７）

以将近似地恢复．物理上，采样过程是周期为丁的

其中，ｌ一般取１，１／３，１／６．

采样脉冲对模拟信号的调制，周期性单位脉冲序列

２测试系统架构设计

记为６（ｔ），有

６（￡）＝＞Ｉ ６（ｔ—ｎｒ）

（１）

ｎ＝一∞

离心泵内部流动诱导噪声测试系统由硬件和软

当原始连续信号石。（ｔ）按采样频瓤采样后，采样信

件两部分组成．

号石（ｔ）为模拟信号和脉冲序列的乘积，即

２．１硬件系统

＋∞

算（ｔ）＝戈。（ｔ）芝：艿（卜，ｌｒ）

（２）

ｎ＝一∞

其傅里叶变换为

部分．水听器采集离心泵内部流动诱导噪声的声压
信号，由ＮＩ—ＰＸＩ一６２５１多功能采集卡将声压信号

＋∞

ｘ（力＝∑工ｘ。Ｕ—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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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各种传感器、采集卡元件和计算机３

（３）

输入到装有虚拟仪器应用模块的主机中，完成数据
采集、调理、显示及存储等．水听器安放在离心泵出

１２

排

灌

口测量段中，中间放置，探头朝迎流方向．
采集卡性能参数：８路差分输入或１６路单端输
入；１６位Ａ／Ｄ转换器；最大采样频率２５０ ｋＨｚ；信号
输入范围：±ｌ，－Ｉ－５，±１０，±１２ Ｖ．采集卡端采用
ＢＮＣ接口插头，用来实现测试信号与采集卡直接传
输，完成信号的采集．主机采用ＮＩ机箱，它是便携式

机

械

第２７卷

司忙塑蝉Ｆ，－－－－ｌ－－－－
ｌ●＿＿＿·＿－＿＿－＿＿Ｉ＿＿ｏ＿

叁ｍ到
ｑ燃幢

的处理系统．具备计算机主机的功能，且安装了虚拟
仪器软件．
本软件系统是基于ＬａｂＶＩＥＷ的高校套件开发，
设计数据采集模块，时域分析、频域分析、声级等数
据处理模块．应用虚拟仪器中的Ｔａｂ Ｃｏｎｔｒｏｌ控件，
将各个独立功能的应用模块集成为一个“仪器系
统”．同时，对硬件非线性误差进行补偿，提高测试
系统的精度和稳定性＂Ｊ．
２．３测试系统特点
离心泵内部流动诱导噪声测试系统通过硬件与
软件的匹配，测试速度大大提高．减少了一些常规测

磊磊；面习

图２测试系统组成结构图
Ｆｉｇ．２

２．２软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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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３．１数据采集模块
根据采样定理和诱导噪声特性确定采集模块的
采样时间间隔和采样数．采样时间间隔Ａｔ＝５×
１０～ｓ，采样数Ｎ＝２ ０００．按钮开关决定是否启动数
据开始采集，存储．本测试系统数据采集模块还可以
同时进行振动加速度、声压和脉动压力的数据采集，
如图３所示．图３中波形１—４为ＡＥ传感器测得振
动信号，波形５，６为高频脉动压力传感器测得压力
信号．

试环节，降低试验误差，且性能稳定，便于携带到工
作现场，如图１所示．诱导噪声测试系统具有精度
高、可靠性高、测量速度快、操作简单等优点．

图１测试现场图
Ｆｉｇ．１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ｓｐｏｔ

图３诱导噪声测试系统的数据采集界面

３虚拟仪器模块设计

Ｆｉｇ．３

Ｆｒｏｎｔ ｐａｎｅｌ ｏｆ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ｗ－ｉｎｄｕｃｅｄ
ｎｏｉｓ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ＶＩＥＷ是一种图形化的编程语言，编程简
单、高效；已被工业界、学术界和实验室广泛认识并
接受，被视为标准的数据采集和仪器控制软件．Ｌａｂ－
ＶＩＥＷ具备了满足ＧＰＩＢ，ＶＸＩ，ＲＳ一２３２和ＲＳ一４８５
协议的硬件及数据采集卡通讯的全部功能，还内置
了应用ＴＣＰ／ＩＰ，Ａｃｔｉｖｅ Ｘ等软件标准的库函数【８’９ｊ．
ＮＩ公司推出的数据采集卡，提供配套的数据采集卡
驱动软件，用以驱动ＮＩ公司的上百种不同平台上的
数据采集设备，实现对采集卡的连接、操作管理和资
源管理¨引．虚拟仪器采用“软件即仪器”的构想，以
通用的计算机硬件及操作系统为依托，实现各种仪
器功能．离心泵诱导噪声测试系统组成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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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诱导噪声时域及声级、倍频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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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种流量状况下的诱导噪声信号输出时域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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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种流量状况下的诱导噪声信号幅值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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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数据分析模块

取，得到传感器输出的电压时域信号，图５为各工况

数据分析模块通常由读人控件、显示控件和处
理功能控件组成．应用采集模块在数据采集的同时

下的时域图．对输出电压信号进行ＦＦｒ分析，得到
频谱，图６为各流量工况下的频谱图．

可以实时进行分析，也可以在数据采集结束后进行

比较分析这些状况下数据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分析．数据分析模块读取数据采集模块获得的数据

１）离心泵内部流动诱导噪声时域曲线随着流

文件，进行时域、频域或相关方面的处理，进行声压

量的增加，波形逐渐开始紊乱；波形的波峰波谷交替

时域、声级和倍频程的分析，如图４所示．

趋于剧烈，在Ｑ＝３２ ｍ３／ｈ时基本没有周期性；且随
流量增加，波形的振幅降低．

４诱导噪声测试及分析

２）５种流量状况下诱导噪声频谱图有共同的特
征，在５０ Ｈｚ附近低频噪声表现非常明显，峰值异常

对一台离心泵进行测试，其性能参数：Ｑ＝２５
ｍ３／ｈ，日＝８ ｍ，Ｐ＝７．５ ｋＷ，ｎ＝１ ４４０

ｒ／ｒａｉｎ．采样时
间间隔Ａｔ＝５×１０～ｓ，采样数为２ ０００，即在０．１ ｓ
内时间采集２ ０００个数据并保存到电子表格文件
中．ＳＴ７０型水听器量程５０
敏度为～２０４

Ｈｚ一７０

ｋＨｚ，接收声压灵

ｄＢ．

数据分析模块对存储的电子表格文件进行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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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在５０～５００ Ｈｚ范围内，另一个３００ Ｉ－Ｉｚ低频噪
声峰值随流量的增加逐渐降低．在５００—１

０００ Ｈｚ

范围内有两个中频噪声的频谱表现突出，即９００

Ｈｚ

和６００ Ｈｚ在低于设计流量工况时，９００ Ｈｚ比６００ Ｈｚ
的峰值明显；６００ Ｈｚ幅值逐渐降低，９００ Ｈｚ幅值变
化不大．在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

Ｈｚ范围内高频噪声组成

比较稳定，随着流量增加，１

０００—２ ５００

Ｈｚ的噪声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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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再获殊荣
近日，江苏省科技厅授予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先进单位”称
号．据悉，为了进一步激发全省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热情，营造全省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良好氛围，江苏
省科技厅对２００６－－２００８三年中科技创新平台绩效评估为优秀等次的全省２７家科技创新平台承担单位进行
表彰，并授予“江苏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先进单位”铭牌，江苏大学流体中心位列其中．
江苏大学流体中心自组建以来，坚持国家需求、市场导向原则，以贯彻国家节能、节水、环保、重大装备国
产化等政策为己任，以国家相关产业和重点工程急需的高端泵类产品和技术的产业化为主攻方向，不断向国
家经济和社会建设提供新产品、新技术和成套设备，在科学研究、成果转化、队伍建设、人才培养、设施条件、
管理创新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已经连续三次被江苏省科技厅、财政厅评为江苏省优秀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摘编自ｈｔｔｐ：∥ｗｗ．ｕｊｓ．ｅｄｕ．ｅｎ／ｐｕｂ／ｘｉａｏｎｅｉ／ｊｄｘｗ／ｖｉｅｗ／６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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