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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U 吕

    GB/T 2820((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共有十二个部分

    第1部分:用途、定额和性能(eqv ISO 8528-1:1993)

    第2部分:发动机(eqv ISO 8528-2:1993)

    第3部分:发电机组用交流发电机(eqv ISO 8528-3:1993)

    第4部分:控制装置和开关装置(eqv ISO 8528-4:1993)

    第5部分:发电机组(eqv ISO 8528-5:1993)

    第6部分:试验方法(eqv ISO 8528-6:1993)

    第7部分:用于技术条件和设计的技术说明(eqv ISO 8528-7:1994)

    第8部分:对小功率发电机组的要求和试验(ISO 8528-8:1995,MOD)

    第9部分:机械振动的测量和评价(ISO 8528-9:1995,MOD)

    第10部分:噪声的测量(包面法)(ISO 8528-10:1998,MOD)

    第12部分:对安全装置的应急供电(ISO 8528-12:1997,MOD)

    其中“第11部分:在线不间断供电系统”目前尚未制定。

    本部分修改采用ISO 8528-10:1998《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10部分:噪声的测量

(包面法)》。本部分与ISO 8528-1。的主要差异是引用文件不同。

    本部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兰州电源车辆研究所归口。

    本部分由兰州电源车辆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洪战、王丰玉、陈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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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 10部分:噪声的测量(包面法)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由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发电机组(空气传播)噪声的测量方法。即:在对排气系统、冷

却系统及发动机(发电机组)其他所有噪声的总和进行评估时，有一致或相似的基准，从而使测量结果具

有可比性。然而，当排气和冷却系统通过管道输送到较远的地方时，它们对噪声的影响不包括在本部分

范围之内。

    噪声辐射的基本特性参数为声功率级。

    根据应遵守的声学测量条件的不同，按本部分所获得的测量结果的精度可分为2级或3级。2级精

度(即按ISO 3744中的工程测量法)，要求测量区域在整个反射面上是真正的声学自由场，(环境修正系

数KM<_2 dB)，本底噪声级可以忽略不计(本底噪声修正系数K,A<I. 3 dB). 3级精度(即按ISO 3746

的测量方法)要求环境修正系数Kzn镇7 dB，本底噪声修正系数K,A镇3 dB.

    当发电机组在稳态条件下运行时，可按本部分计算相应精度等级的A计权声功率级以及倍频程或

三分之一倍频程声功率级。

    本部分适用于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固定式或移动式、刚性或弹性安装的交流发电机组。本部分只

适用于陆用和船用发电机组.而不适用于航空和驱动陆用车辆和机车的发电机组。

    注1:本部分是为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制定的，但对于往复式内姗机驱动的直流发电机组同样适用。

    注2:对用于某些特殊场合(如医院、高层建筑等)的发电机组，有必要做出补充要求，但应以本部分的规定为基础

    注 3:只有在同一测量精度下发电机组间才能进行真正的比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28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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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0. 1-1997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1部分:用途、定额和性能(eqv ISO

8528-1:1993)

    GB/T 2820.2-1997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2部分:发动机(eqv ISO 8528-2:

1993)

    GB/T 6072.1-200。 往复式内燃机 性能 第1部分:标准基准状况，功率、燃料消耗和机油消

耗的标定及试验方法(idt ISO 3046-1:1995)

    ISO 700": 电弧焊接设备 焊接电源

    ISO 3744:1994 声学 用声压确定噪声源的声功率级在整个反射面上真正自由声场中的工程测

量方法

    ISO 3746:1995 声学 用声压确定噪声源的声功率级在整个反射面上的包面测量方法

I)即将 发布(修订 ISO 700: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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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9614-1:1993 声学 用声强法确定噪声源的声功率级 第1部分:离散点测量

    ISO 9614-6:1996 声学 用声强法确定噪声源的声功率级 第2部分:扫描测量
    ISO 11203:1995声学 机械设备噪声 用声功率级确定工作台和其他给定点的声压级

    IEC 60804:1985 积分式平均声压级仪表

3 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使用了下列术语和定义:

    — 声学方面的术语按ISO 3744和ISO 3746;

    — 往复式内燃机方面的术语按GB/T 6072. 1;

    — 发电机组方面的术语按GB/T 2820.1-2820. 2,

4 符号

    I— 表示具体测点的下标;

    K�,-一 本底噪声修正系数;

    KIA— 环境修正系数;

    Lp— 在对本底噪声和环境干扰修正后的平均倍频程或三分之一倍频程声压级，用分贝表示;
    LP-,— 在对本底噪声和环境干扰修正后的平均A计权声压级，用分贝表示;

    几A— 在测点;处的A计权声压级，用分贝表示;

    Lp— 在测点1处的倍频程或三分之一倍频程声压级，用分贝表示;

    L,—      Mi量面量纲;

    L-- A计权声功率级;

    L.- 一倍频程声功率级;
    L-,_— 三分之一倍频程声功率级;

    n一一测点数目;

    s - 测量 面(面积);

    So— 参考测量面;

    ALp— 声压级差值，用分贝表示;

    ALWA-一 A计权声功率级差值;

    Cos}一一功率因数。

5 其他规定 和要求

5.1 对于必须遵守某一社会团体法规的船用和近海使用的发电机组，还应遵守该社会团体的有关附加

要求。该社会团体应在用户订货前作出说明。

    对于未分级的发电机组，这类附加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得到制造商和用户的认可。

5.2 若还应满足任何其他官方(例如检查和/或立法机构)的特殊要求，该社会团体应在用户订货前作

出说 明。

    任何 其他附加要求应 由用户和制造商商定。

6 表示方法

本部分2级精度噪声测量方法可按下列方式表示:

GB/T 2820.10 噪声测量 2级精度

本部分3级精度噪声测量方法可按下列方式表示:

GB/T 2820. 10 噪声测量 3级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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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测t设 备

ml量设备应满足ISO 3744和ISO 3746的有关规定。

8 测且对象

    发电机组的噪声指的是由发电机组发出的各种噪声的总和。这包括发动机和发电机表面的噪声，进

气噪声，排气噪声，发动机冷却系统和发电机风扇的噪声以及由连接处和底架发出的噪声等。

    在对发电机组全部或部分封装的情况下，其表面噪声应是从机壳发出的噪声。

    假若在特殊情况下，以上提及的任一噪声未包含在测量结果中，那么在试验报告中应予以记录。

9 发电机组的工况

9门 总则

    应按制造商的说明，对发电机组进行工作前的准备。

    按照惯例，同一台发电机组 会因用途和使用地点条件的不同而处于各种工况，因此 9.2和9.3规

定的工况也可被采用

    在声学测量结果中，转矩的允差为士1000

    在进行测量时，环境温度和进气温度应不高于320 K(47C)。试验期间发电机组转速、平均输出功

率、环境温度、燃油型号及其十六烷值等在试验报告中应作详细记录，因为这些因素将会影响发电机组

的噪声 。

9.2 发 电机组 (一般动力发电机)

    发电机组应在75Y的额定功率((kW)下稳定运行。

    应记录用于计算输出有功功率的输出容量((kV "A)及其相应的功率因数(Cos卯

    注:这里所给出的工况与欧共体指令 84/536/EEC(正在修订)的规定相同。

9. 3 发电机组(电焊发电机)

    按ISO 700的规定进行驱动，并使之对某一阻抗产生额定焊接输出。
    注:这里所给出的工况与欧共体指令84/535/EEC(正在修订)的规定相同

9.4 发电机组的安装

    发电机组应安装在典型的反射噪声的混凝土或无孔沥青地面上 从声源到与之相邻的试验室墙壁

的距离应为声源到测头距离的两倍。挂车电站应按制造商的推荐进行安装。

10 测量面、测量距离和测且点

    见图I一图4。

10.1 参考半球面和测且面

    为了测量半球面上的声功率级、欧共体指令84/535/EEC和84/536/EEC的要求应得到满足。

10.2 参考平行六面体 和测.面

    围绕发电机组应建立一个尽可能小的、假想的平行六面体参考框架，对于从发动机上凸出的某些部

件，如果对声能没有显著影响，则可以忽略。

    为了安全，参考框架可以适当放大，以便把测量点从危险区域(例如高温表面和运动部件)移开，测

量面与参考矩形面之间的距离为.'d"，在安装机组噪声反射面处终止。

10.3 测量距离

    参考平行六面体与测量面之间的距离d为1 m.当不能保持规定的距离时，测量距离至少应为

0. 5 m。只有在环境条件符合ISO 3744和ISO 3746时，才允许适当放大测量距离。

10.4 测量点的数目与布置

    一般来说，测量点应沿测量表面等距离布置，并应完全包容噪声区域。测量点的数目取决于发电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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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尺寸和噪声场的均匀性。测量面上测点数目的布置取决于参考框架的参量L�12和13，见图1一图4.

    2级精度和3级精度测点的布置不应有差别。图2~图4中的测点与ISO 3744和ISO 3746的规定

相当，只是进行了简化。

    初步的研究证明，对于一般的发电机组来说，按5个测点(图1中的测点1,2,3,4和9)所确定的A

计权声功率级的测量结果，通常比按9个测点所确定的测量结果高△Lwn2).

    对于某一给定型号的发动机来说，应进行初步的研究，并证明△Lw、的值不超过0. 5 dB，否则，测点

的数目不能减少到5个。

    图2、图3和图4中，测头位置的数目比1S0 3744和ISO 3746中的规定要少 初步的研究证明，在

与发动机型号有关的各种情况下，这种测点的减少所造成的A计权声压级的差值小于。. 5 dB,

    在这些图中，测量面上的测点之一，如果因缺少空间或其他原因不能使用，则可以沿其测量面移动，

并使其离原测点位置的距离尽可能小。测量报告中应标明已变化了的测点位置。

    在布置进气口和排气口附近的测点时，不应使其正对气流。目前，由于缺少经验，对于比图1规定较

大的发电机组，尚没有简化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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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用参考矩形测最发电机组噪声时的测A面及测点布置(9个测点):1,<2 m.12<2 m,13<2. 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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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一 发动机侧 ② 一 发电机侧

图2 用参考矩形测最发电机组噪声时的测且面及测点布置(12个测点):2m<12<4 M,13<2.5 m

2)大量 的试验证 明，对于不同型号的发动机 △Lw*的值在 0. 7 dB-1. 8 dB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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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发动机侧 ②— 发电机侧

图3 用参考矩形测f发电机组噪声时的测f面及测点布置((15个测点):1,>4 M.13<-2.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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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用参考矩形测f发电机组噪声时的测量面及测点布置((19个测点):l,>4 m和/或1,>2.5 m

11 测且环境

11门 测a环境反射特性的判定准则

    为了获得2级精度的测量结果，要求得到的修正系数K,,镇2 dB。应按ISO 3744和ISO 3746的规

定来计算该环境修正系数

    为了达到3级精度，则需要有环境修正数K,.A(7 dB的环境。

    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测量区域的声学特性及试验台工况的现实性(对大型发电机组尤为突出)，往往

只能达到3级精度。特殊情况下，当征得客户、验收公司或授权机构的同意后，可用特殊的测量方法(例

如按ISO 9614-I和ISO 9614-2规定的声强测量法)来提高精度。

    由于空气运动而在测头处产生的噪声可看作本底噪声。在室外测量时，应按声级计制造商的规定在

IM头r安装风罩。在室外测量时，最大风速应不超过6 m/s.

11.2 本底噪声的确定准则

    本底噪声是指在试验中 ，不是由发 电机组 发出的噪声 ，或者是 由不属于测量对象的孔 口和零部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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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噪声(见第8章)。在按2级精度的测量程序进行测量时 本底噪声修正系数K,A应不超过1. 3 dB.

    当测量精度为3级时，本底噪声修正系数凡n应不超过3 dB(见第12章和第13章)。本底噪声修正

值应根据ISO 3744或ISO 3746确定。

12 测f 程序

12门 准则

    环境条件可能会对测头产生不利的影响 可以通过选择测头和/或确定测头的适当位置来避免该干

扰的影响(例如较强的电场或磁场、被测发电机组上的空气运动及过高或过低的温度)，测头应以正确角

度对准测量平面，但是在拐角处，测头应对准参考框架的相应角(见图5),

    I 参考框架。

                                        图 5 测头的方 向

    在测量过程中，由于人员的存在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为减少这种影响，测头最好固定安装。测量

人员与测头的距离应保持不小于1. 5 M.

12.2 用声压级仪表测里时应注意的事项

    应选择声压级仪表的“慢”档加权特性进行测量。如果A计权声压数值的偏差小于士1 dB，则认为

噪声值是稳定的 应把观察期间的最大流和最小值的平均值做为测量结果。在观察期间，如果噪声值的

偏差大于士1 dB.则认为噪声是不稳定的。如果噪声是不稳定的，则测量结果不能被接受，此时应用积分

式声压级仪表重新测量。

12.3 用积分式声压级仪表测里时应注意的事项

    当使用符合IEC 60804规定的积分式声压级仪表进行测量时，有必要使积分时间等于测量时间。

12.4 发电机组运行期间的测f

    确定测量平面，选择正确的测头的位置。当发电机组按第9章所给定的工况运行时，测量其总体噪

声的A计权声压级，如果经用户与制造商同意，可在要求的频率范围内在每个测点处测量发电机组的

倍频程或三分之一倍频程声压级。不必同时在各个测点进行测量。在所有测点处的测量时间应不少于

10s

    包括倍频程和三分之一倍频程的最小中心频率应为63 Hz- 8 000 Hz。必要时，还应对更低的频率

进行测量，确保有效的低频部分也包括在内

12.5 本底噪声的测f

    测量时应体现出本底噪声的有关数据，这一点对发电机组的噪声测量非常重要

    应在各个测点对A计权声压级进行测量。若经用户和制造商同意，还应在要求的频率范围内对倍

频程或三分之一倍频程的声压级在每个测点处进行测量 在所有测点处的测量时间应不少于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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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计权功率级的确定

13.1 本底噪声修正系数K;,,

    在发电机组运行期间，从各测点所测得的A计权声压级和倍频程或三分之一倍频程声压级，在可

能的情况下应首先按ISO 3744和ISO 3746的规定对本底噪声的干扰分别进行修正。

K,一‘Olg‘一声
....·.....·..·..···········。二(1)

    AL为发电机组运行时所测得的噪声声压级与本底噪声单独作用时平均声压级之差，单位为dB.

表1所给的修正系数K,A，可以使用户把本底噪声的因素考虑进去。

13.2 测f面声压级的计算

    测得的声压级L。应在测量面上进行平均，并在考虑了本底噪声和环境条件后进行修正，计算公式

如下 :

t;pA一‘叫1 }1011.,LpA,}一K2A

二一101g冷i 100’一卜K,

(2)

(3)

式 中:

乌A;— 在第i个测点处的A计权声压级;

  Lp— 在第!个测点处的倍频程或三分之一倍频程声压级;

瓦— 在对本底噪声和环境干扰修正后的平均A计权声压级，dB;

  瓦— 在对本底噪声和环境干扰修正后的平均倍频程和三分之一倍频程声压级，dB;

  n- 测点总数

基准声压为20 pPa.
应用ISO 3744和ISO 3746确定测量区域的修正系数K 或K。

注1:如果I,二的范围不超过5 dB，则可用更简便的方法计算平均值 这样的计算结果与用(2),(3)式所计算的结果

      之差不超过 。.7dB

注2:对于按 10.4规定的 5个测点简化成的测量面声压级可按下式计算:

二一l01,( n争00  p; J一“1·ALwA -‘

Aql:
表1 修正系数K,n

LL1dB K,犷 精 度 级

3 3. 0

34 2. 2

5 1. 7

6 1. 3

                        2

7 l.0

S 0. 7

9 0.6

10 0. 5

> 10 0. 0

应从发电机组运行时测出的声压级中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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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测.面积s,m f面f纲Ls和声功率级L-

    测量面取决于平行六面体的表面。

    对实心地板，测量面的面积s为:

                                  S二 2 X 2ac+ 2 X 2bc+ 2a X 2b

    对吸收性地板:

                            S= 2 X 2a (c+ d)+ 2 X 2b(c+ d)+ 2a X 2b

    在这两个例子中:

    2.— 矩形的长度(参考矩形的长度l, +2倍的测量距离)

    2b— 矩形的宽度(参考矩形的长度I:十2倍的测量距离)

    2c— 矩形的高度(参考矩形的长度l, +测量距离)

    测量面的面积只需近似求出。测量面的面积偏差5%,噪声结果误差0. 2 dBo

    测量面的量纲Ls和A计权声功率级L。或三分之一倍频程或倍频程声功率级Lwv_.或Lw-按

ISO 3744和ISO 3746确定。

Lw一兀+iolg(咨{
                                、 口 0 了

.⋯ ⋯ 。。。..。·.··..·.··⋯ ⋯ (5)

式 中:

Lw一一声源的A计权或频谱声功率级，dB;

L� 测量面的声压级，dB;
S— 测量面的面积.,e;

  S,=1 m%

14 声压级的确定

本部分的(辐射)声压级L。可按工SO 11203确定。
确定声压级L。时无需进行附加测量，可按第13章的规定直接由声功率级Lw计算出:

L�一:，一IOlgj翻
                                气                                } oi

。。..........·。·。，···。···⋯ ⋯ (6)

式 中:

S 一测量距离为1 m时包容被测发电机组(参考盒/平行六面体)的测量面的面积。

&=1 m 。̀这意味着兀是距机组表面1 m处的声压级。

15 测A方法的精度和测f结果的不确定性

    这应涉及到ISO 3744和ISO 3746关于发电机组噪声测量结果再现性的标准误差，到目前为止，尚

未进行足够的测量来得出这样的结论

16 测f报告(测f记录)

j6 1 总则

    按本部分所作的测量报告应对第6章中规定的测量程序进行说明，并给出16.2.16. 5中规定的

数据。

16.2 被试发电机组的有关数据

    制造 商

    型号(式 )

    系列 编号

    外形 尺寸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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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壳详图(适用时)

    额定输出功率(kW)

    发电机组转速

    安装(排列)方式

    内燃机的制造商

    内燃机的型号(式)

    发动机系列编号

    进气系统的型式和排列

    排气系统的型式和排列

    发电机冷却方式

    发动机的冷却方式和排列

    燃油类型

    发电机的制造商

    发电机的型号(式)，包括发电机组布置详图

    发电机的系列编号

16.3 测.条件细则

    (见第9,10,11章)

    平均电力输出((kW)

    发电机组转速

    环境温度

    湿度

    地面、天花板和墙壁的声学测量条件

    发电机组在测量区域的安置

    当在室外测量时天气的详细情况，包括风速

16.4 所用的测f设备

    制造商

    型号

    系列编号

    校准程序

    校准地点和日期

16.5 测f值和测f结果

    (见第13章)

    在各个测点的声压级L,A

    本底噪声修正系数K,p

    环境修正系数KM

    平均A计权声压级La�

    测量面的面积S和测量面的量纲L,

    A计权声功率级L-

    地点、日期、时间等有关测量情况

17 测f 报告 摘要

测量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涉及的GB/T 2820的标准(如GB/T 2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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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第5章确定的测量程序的特性

c) 进行测量的地点、日期、人员姓名等

d) 被试发电机组详细情况(包括结构型式)

e) 制造商

f) 型号

9) 外壳详图(适用时)

h) 内燃机进气系统型式和排列

1) 排气系统的型式和排列

J) 测量时的电力输出(按第9章)

k) 测量时发电机组的转速

l) 测量结果

m) 声功率级L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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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关于目前的欧共体指令

    为了确定发电机组的声功率级，本部分根据ISO 3744和ISO 3746规定了相应的测量方法。在欧共

体指令84/535/EEC和84/536/EEC规定的测量方法中，声功率级的测量是在测量距离更大的半球面
上进行的。以前的测量结果证明，当测量距离d=1 m时，整个平行六面体区域的声功率级的测量可以

较低的成本达到要求的精度。这种方法所需的边界条件即足够大的测量区域，低的外部噪声级，使得试

验很难进行。大量的实验证明，用这两种试验方法所取得的结果是具有可比性的。

    在计算欧共体范围内用于建筑物或建筑业的发电机组的噪声时，欧共体指令84/535/EEC(电焊发

电机)和84/536/EEC(动力发电机)中的原理应受到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