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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共振点跟踪驻留试验

1.1 概要

    要实施本共振点跟踪驻留试验，则需要振幅检索选项。

    振幅检索选项中，需要有共振点跟踪驻留选项。

    与共振点跟踪驻留选项相比，振幅检索选项的主要特点有以下两点。

· 可根据振幅进行共振点跟踪驻留试验。

· 试验的经过，可通过时序图显示。但是，无法如共振点跟踪驻留选项那样，以频率轴图表方式显

示。

    共振点跟踪驻留试验通过使用两种传感器，即控制用传感器和测量供试品共振部分的监测用传感器，

检出试品的共振频率，即使在共振频率偏离的情况下，也可自动进行共振点跟踪驻留的动作。

    要实施共振点跟踪驻留试验，首先在包括共振频率在内的频率范围内进行试扫描试验（共振点调

查）。接着，根据在扫描试验中测量到的数据，编制共振频率列表（共振点检索），选择试验频率。最

后，设定试验条件（试验量级，驻留时间等）。

    试验定义结束后，若启动试验，则自动进行共振点跟踪驻留的动作（共振点跟踪驻留），直到达到了

设定时间之后，结束试验。

    对于设定项目，在通常的 SINE 试验中，有 I/O 模块构成、试验系统信息、基本・控制条件、试验系

统设定、输入通道等设定项目，但在共振点跟踪驻留试验中，直接使用最初试扫描试验（共振点调查）的

设定条件后，仅设定共振点跟踪驻留试验固有的设定项目。

    完成定义的「试验」的整套信息，可作为指定形式文件「试验文件」进行保存。

    一旦所定义的「试验」信息作为「试验文件」被保存时，只需下载该文件，即可实施试验。

  注） 共振频率可能会根据供试品的试验环境（温度等）而变动，因此在进行共振点跟踪驻留试验之

前，最好进行共振点调查并确定试验频率，从而可进行更准确的试验。

1.1 1 共振点调查

    在进行共振点跟踪驻留之前，在包括共振频率在内的适当的频率范围内进行扫描试验（峰

值振幅推定：跟踪），并测量共振频率。在进 l行共振点跟踪驻留之前，务必需要通过扫描试验

获得测量数据。另外，根据供试品，最好是在共振点跟踪驻留试验的试验量级上获取测量数据

（共振点调查）。

1.1 2 共振点检索

    根据扫描试验中获得的测量数据，满足所设定共振点判断基准的频率将会以列表形式显示

出来。操作员可从列表显示的试验目标候选中选择进行共振点跟踪驻留的共振频率，并设定试

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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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 共振点跟踪驻留

    在共振点跟踪驻留中，将自动检出供试品的新共振频率，并对试验频率进行变更，使其与

新共振频率一致。

· 振幅搜索

振幅搜索是按照所设定的条件，通过扫描一定频率范围，再次搜索新共振频率，并在共振

点上进行试验的方法。

· 相位搜索

相位搜索是通过将基准通道和共振点检出对象通道之间的相位差设为一定值，在共振点上

进行试验的方法。

· 频率固定

频率固定是通过试扫描中检出的传递率的峰值频率（共振频率）进行试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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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共振点跟踪驻留（共振点搜索模式：振幅搜索（标准））

<例题>

    设想进行如下共振点跟踪驻留试验。

[基本・控制条件（共振点调查）]
峰值振幅推定：跟踪

[目标谱（共振点调查）]

[试扫描试验的试验时间]

扫描时间：1,000（octave/min）
往返扫描次数：1（single-sweep）

[所使用的传感器等的信息]

使用两个压电型的加速度传感器，一个作控制用，另一个作监测用。

ch1：控制用、灵敏度 3pC/（m/s2）

ch2：监测用、灵敏度 3pC/（m/s2）

这些信息必须已在输入环境信息中。

试验系统的额定值等信息也必须已在试验系统信息中。

[共振点检索条件]

共振点判断基准 传递率：1.5 以上

[共振点跟踪驻留条件]

共振点搜索模式：振幅搜索（标准）

共振频率：使用共振点检索中抽选出来的最初峰值频率。

试验量级：20.0（m/s2）

警告上限：6.0（dB）  警告下限：6.0（dB）
中断下限：3.0（dB）  警告上限：3.0（dB）
跟踪时间：1 分钟  试验时间：不重复

共振频率的移动判断：传递率比率：10%~10%
频率步值：1.0（Hz/s）
共振频率搜索范围：频率比率：±10%

频率 [Hz]

加速度
[m/s2]

10.0 31.83 2000

20.0

位移：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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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顺序>

[共振点调查]

<Step1>
    按照 K2SINE 使用说明书中的「第 3 章 基本操作例」，对上述的[目标谱（共振点调查）]、[试扫描试验

的试验时间]进行定义，并测定共振频率。（峰值振幅推定：跟踪）

<Step2>
    试扫描试验在「试验完成（试验时间满了）」后，点击「保存」按钮。

<Step3>
    返回试验定义状态，在选定「继续试验数据」的状态下，结束 K2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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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点检索]

<Step1>
    启动 K2/ResonanceDwell，点击「新建定义」按钮。

<Step2>
    设定「共振点判断基准」的条件，打开[共振点调查]中保存的扫描试验文件。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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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对「基准通道」和「共振点检出对象通道」进行设定后，将计算传递率（=共振点检出对象通道的响应数

据/基准通道的响应数据），并以列表形式显示符合共振点判断基准的峰值频率。确认列表显示的频率后，选

择共振点搜索模式：振幅搜索（标准），并点击「确定」按钮。

 [共振点目标定义]

<Step1>
    系统默认为，[共振点检索]中列表显示的峰值频率全部设定为试验目标，因此选择不进行试验的对象要

素，撤销「试验对象要素」复选框，并点击「更改」按钮，该峰值频率将从试验目标中移除。

② ① ③

①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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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选择要设定共振点跟踪驻留条件的对象要素。

<Step3>
    对「试验量级」、「警告、中断公差」、「跟踪时间」、「试验时间」进行设定。

<Step4>
  对「共振频率的移动判断」、「频率步值」、「共振频率搜索范围」进行设定。

①
②

①

③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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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
    点击「更改」按钮，更新目标定义，并点击「确定」按钮。

<Step6>
    就这样，定义设定完成了。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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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的保存>

<Step1>
    点击「保存」按钮。

<Step2>
    输入文件名，点击「保存」按钮。



1 - 10

<试验的运行>

<Step1>
    点击「开始」按钮。

<Step2>
    点击「试验开始」按钮。

    点击「试验开始」按钮，将自动进行初期环检确认、初始均衡，运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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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共振频率的移动判断条件建立后，自动再次搜索共振点，检出新的共振点，试验持续到新共振点的试验时

间结束。

  注） 点击「中止」按钮，停止试验，若接着点击「再运行」→「开始试验」按钮，进行再试验，则截止目

前的数据被初始化，从试验定义中所设定的峰值频率开始再次进行试验。另外，若点击「暂停」按

钮，则试验停止运行，但若点击「再次开始试验」按钮，将继续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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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点击「运行结束」按钮后，返回试验定义模式。

<图形数据的保存>

   试验结束时所显示的图形数据将被自动保存。

（1） 每小时保存图形数据时

<Step1>
   在试验定义状态下，从菜单栏中选择「选项」-「设定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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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设定试验保存条件，点击「确定」按钮。

  （2） 试验过程中保存图形数据时

<Step1>
  从菜单栏中选择「保存图形数据」。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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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输入文件名，点击「保存」按钮。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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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共振点跟踪驻留（共振点搜索模式：振幅搜索（高速））

<例题>

    设想进行如下共振点跟踪驻留试验。

[基本・控制条件（共振点调查）]
峰值振幅推定：跟踪

[目标谱（共振点调查）]

[试扫描试验的试验时间]

扫描时间：1,000（octave/min）
往返扫描次数：1（single-sweep）

[所使用的传感器等的信息]

使用两个压电型的加速度传感器，一个作控制用，另一个作监测用。

ch1：控制用、灵敏度 3pC/（m/s2）

ch2：监测用、灵敏度 3pC/（m/s2）

这些信息必须已在输入环境信息中。

试验系统的额定值等信息也必须已在试验系统信息中。

[共振点检索条件]

共振点判断基准 传递率：1.5 以上

[共振点跟踪驻留条件]

共振点搜索模式：振幅搜索（高速）

共振频率：使用共振点检索中抽选出来的最初峰值频率。

试验量级：20.0（m/s2）

警告上限：6.0（dB）  警告下限：6.0（dB）
中断下限：3.0（dB）  警告上限：3.0（dB）
跟踪时间：1 分钟  试验时间：不重复

共振频率的移动判断：传递率比率：10%~10%
频率步值：5.0（Hz/s）
共振频率搜索范围：最大搜索范围  频率比率：±40% 斜率检查频率比率：频率比率 5%

峰值条件  峰值振幅歇斯底里比率：2%

频率 [Hz]

加速度
[m/s2]

10.0 31.83 2000

20.0

位移：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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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顺序>

[共振点调查]

<Step1>
    按照 K2SINE 使用说明书中的「第 3 章 基本操作例」，对上述的[目标谱（共振点调查）]、[试扫描试验

的试验时间]进行定义，并测定共振频率。（峰值振幅推定：跟踪）

<Step2>
    试扫描试验在「试验完成（试验时间满了）」后，点击「保存」按钮。

<Step3>
    返回试验定义状态，在选定「继续试验数据」的状态下，结束 K2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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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点检索]

<Step1>
    启动 K2/ResonanceDwell，点击「新建定义」按钮。

<Step2>
    设定「共振点判断基准」的条件，打开[共振点调查]中保存的扫描试验文件。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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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对「基准通道」和「共振点检出对象通道」进行设定后，将计算传递率（=共振点检出对象通道的响应数

据/基准通道的响应数据），并以列表形式显示符合共振点判断基准的峰值频率。确认列表显示的频率后，选

择共振点搜索模式：振幅搜索（高速），并点击「确定」按钮。

[共振点目标定义]

<Step1>
    系统默认为，[共振点检索]中列表显示的峰值频率全部设定为试验目标，因此选择不进行试验的对象要

素，撤销「试验对象要素」复选框，并点击「更改」按钮，该峰值频率将从试验目标中移除。

①
② ③

①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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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选择要设定共振点跟踪驻留条件的对象要素。

<Step3>
    对「试验量级」、「警告、中断公差」、「跟踪时间」、「试验时间」进行设定。

<Step4>
    对「共振频率的移动判断」、「频率步值」、「共振频率搜索范围」进行设定。

① ②

①

③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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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
    点击「更改」按钮，更新目标定义，并点击「确定」按钮。

<Step6>
    就这样，定义设定完成了。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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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的保存>

<Step1>
    点击「保存」按钮。

<Step2>
    输入文件名，点击「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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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的运行>

<Step1>
    点击「开始」按钮。

<Step2>
    点击「试验开始」按钮。

    点击「试验开始」按钮，将自动进行初期环检确认、初始均衡，运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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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共振频率的移动判断条件建立后，自动再次搜索共振点，检出新的共振点，试验持续到新共振点的试验时

间结束。

  注） 点击「中止」按钮，停止试验，若接着点击「再运行」→「开始试验」按钮，进行再试验，则截止目

前的数据被初始化，从试验定义中所设定的峰值频率开始再次进行试验。另外，若点击「暂停」按

钮，则试验停止运行，但若点击「再次开始试验」按钮，将继续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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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点击「运行结束」按钮后，返回试验定义模式。



1 - 25

1.4 共振点跟踪驻留（共振点搜索模式：相位搜索）

<例题>

    设想进行如下共振点跟踪驻留试验。

[基本・控制条件（共振点调查）]
峰值振幅推定：跟踪

[目标谱（共振点调查）]

[试扫描试验的试验时间]

扫描时间：1,000（octave/min）
往返扫描次数：1（single-sweep）

[所使用的传感器等的信息]

使用两个压电型的加速度传感器，一个作控制用，另一个作监测用。

ch1：控制用、灵敏度 3pC/（m/s2）

ch2：监测用、灵敏度 3pC/（m/s2）

这些信息必须已在输入环境信息中。

试验系统的额定值等信息也必须已在试验系统信息中。

[共振点检索条件]

共振点判断基准 传递率：1.5 以上

[共振点跟踪驻留条件]

共振点搜索模式：相位搜索

共振频率：使用共振点检索中抽选出来的最初峰值频率。

试验量级：20.0（m/s2）

相位差：直接使用试扫描结果出来的原始数据。

警告上限：6.0（dB）  警告下限：6.0（dB）
中断下限：3.0（dB）  警告上限：3.0（dB）
跟踪时间：1 分钟  试验时间：不重复

最大共振点跟踪驻留速度：标准

频率 [Hz]

加速度
[m/s2]

10.0 31.83 2000

20.0

位移：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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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顺序>

[共振点调查]

<Step1>
    按照 K2SINE 使用说明书中的「第 3 章 基本操作例」，对上述的[目标谱（共振点调查）]、[试扫描试验

的试验时间]进行定义，并测定共振频率。（峰值振幅推定：跟踪）

<Step2>
    试扫描试验在「试验完成（试验时间满了）」后，点击「保存」按钮。

<Step3>
    返回试验定义状态，在选定「继续试验数据」的状态下，结束 K2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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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点检索]

<Step1>
    启动 K2/ResonanceDwell，点击「新建定义」按钮。

<Step2>
    设定「共振点判断基准」的条件，打开[共振点调查]中保存的扫描试验文件。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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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对「基准通道」和「共振点检出对象通道」进行设定后，将计算传递率（=共振点检出对象通道的响应数

据/基准通道的响应数据），并以列表形式显示符合共振点判断基准的峰值频率。确认列表显示的频率后，选

择共振点搜索模式：相位搜索，点击「确定」按钮。

[共振点目标定义]

<Step1>
    系统默认为，[共振点检索]中列表显示的峰值频率全部设定为试验目标，因此选择不进行试验的对象要

素，撤销「测试对象因素」复选框，并点击「修改」按钮，该峰值频率将从试验目标中移除。

①② ③

①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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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选择要设定共振点跟踪驻留条件的对象要素。

<Step3>
    对「试验量级」、「相位差」、「警告、中断公差」、「驻留时间」、「最大共振点跟踪驻留速度」「试

验时间」进行设定。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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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点击「修改」按钮，更新目标定义，并点击「确定」按钮。

<Step5>
    就这样，定义设定完成了。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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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的保存>

<Step1>
    点击「保存」按钮。

<Step2>
    输入文件名，点击「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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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的运行>

<Step1>
    点击「开始」按钮。

<Step2>
    点击「试验开始」按钮。

    点击「试验开始」按钮，将自动进行初期环检确认、初始均衡，运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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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试验开始后，通过改变试验频率，以达到「共振点目标定义」对话框中设定的相位差，进行共振点跟踪驻

留。

  注） 点击「中止」按钮，停止试验，若接着点击「再运行」→「开始试验」按钮，进行再试验，则截止目

前的数据被初始化，从试验定义中所设定的峰值频率开始再次进行试验。另外，若点击「暂停」按

钮，则试验停止运行，但若点击「再次开始试验」按钮，将继续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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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点击「运行结束」按钮后，返回试验定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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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共振点跟踪驻留（共振点搜索模式：频率固定）

<例题>

    设想进行如下共振点跟踪驻留试验。

[基本・控制条件（共振点调查）]
峰值振幅推定：跟踪

[目标谱（共振点调查）]

[试扫描试验的试验时间]

扫描时间：1,000（octave/min）
往返扫描次数：1（single-sweep）

[所使用的传感器等的信息]

使用两个压电型的加速度传感器，一个作控制用，另一个作监测用。

ch1：控制用、灵敏度 3pC/（m/s2）

ch2：监测用、灵敏度 3pC/（m/s2）

这些信息必须已在输入环境信息中。

试验系统的额定值等信息也必须已在试验系统信息中。

[共振点检索条件]

共振点判断基准 传递率：1.5 以上

[共振点跟踪驻留条件]

共振点搜索模式：频率固定

共振频率：使用共振点检索中抽选出来的最初峰值频率。

试验量级：20.0（m/s2）

警告上限：6.0（dB）  警告下限：6.0（dB）
中断下限：3.0（dB）  警告上限：3.0（dB）
跟踪时间：1 分钟  试验时间：不重复

频率 [Hz]

加速度
[m/s2]

10.0 31.83 2000

20.0

位移：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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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顺序>

[共振点调查]

<Step1>
    按照 K2SINE 使用说明书中的「第 3 章 基本操作例」，对上述的[目标谱（共振点调查）]、[试扫描试验

的试验时间]进行定义，并测定共振频率。（峰值振幅推定：跟踪）

<Step2>
    试扫描试验在「试验完成（试验时间满了）」后，点击「保存」按钮。

<Step3>
    返回试验定义状态，在选定「继续试验数据」的状态下，结束 K2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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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点检索]

<Step1>
    启动 K2/ResonanceDwell，点击「新建定义」按钮。

<Step2>
    设定「共振点判断基准」的条件，打开[共振点调查]中保存的扫描试验文件。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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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对「基准通道」和「共振点检出对象通道」进行设定后，将计算传递率（=共振点检出对象通道的响应数

据/基准通道的响应数据），并以列表形式显示符合共振点判断基准的峰值频率。确认列表显示的频率后，选

择共振点搜索模式：频率固定，并点击「确定」按钮。

[共振点目标定义]

<Step1>
    系统默认为，[共振点检索]中列表显示的峰值频率全部设定为试验目标，因此选择不进行试验的对象要

素，撤销「试验对象因素」复选框，并点击「修改」按钮，该峰值频率将从试验目标中移除。

①② ③

①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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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选择要设定共振点跟踪驻留条件的对象要素。

<Step3>
    对「试验量级」、 「警告、中断公差」、 「驻留时间」、 「试验时间」进行设定。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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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点击「修改」按钮，更新目标定义，并点击「确定」按钮。

<Step5>
    就这样，定义设定完成了。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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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的保存>

<Step1>
    点击「保存」按钮。

<Step2>
    输入文件名，点击「保存」按钮。



1 - 42

<试验的运行>

<Step1>
    点击「开始」按钮。

<Step2>
    点击「试验开始」按钮。

    点击「试验开始」按钮，将自动进行初期环检确认、初始均衡，运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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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在固定频率的状态下，进行试验，直到达到试验时间。

  注） 点击「中止」按钮，停止试验，若接着点击「再运行」→「开始试验」按钮，进行再试验，则截止目

前的数据被初始化，从试验定义中所设定的峰值频率开始再次进行试验。另外，若点击「暂停」按

钮，则试验停止运行，但若点击「再次开始试验」按钮，将继续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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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点击「运行结束」按钮后，返回试验定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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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试验的定义
  本章节，将就有关共振点跟踪驻留试验所需的试验定义项目进行说明。

2.1 峰值频率

    从在进行共振点跟踪驻留试验之前实施的试扫描试验测定的数据中，抽选出可能是共振点候选的峰值

频率。

  注）对峰值和噪音进行区别时，将传递率的最大峰值振幅的 10%（峰值振幅歇斯底里比率：0.1）的

值作为默认的抽选阈值进行使用。在峰值的前后，振幅的增减低于抽选阈值时，判断为噪音，不

会以列表形式进行显示。请根据需要，对抽选阈值进行变更。另外，传递率在 1.0 以下时，则以

Qfactor=0.0 进行计算。（参考：2.5）

2.1.1 扫描试验文件的选择

（1） 含义

    为调查供试品的共振点，选择在进行共振点跟踪驻留试验之前实施的试扫描试验定义文

件（带继续试验数据）。

2.1.2 通道设定

（1） 含义

    为实施共振点跟踪驻留，对基准通道和共振点检出对象通道进行设定。另外，根据在此

处设定的通道设定，可生成检出峰值频率的传递率数据（共振点检出对象通道的响应数据/基
准通道的响应数据）。

· 基准通道：作为基准点的响应点的信号输入通道。

· 共振点检出对象通道：作为共振点搜索点的响应点的信号输入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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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共振点判断基准

（1） 含义

    从所实施的试扫描试验的测定数据中，对认为可能是共振点的候选峰值频率的抽出条件

进行设定。本项目可设定 Q factor 和传递率的条件组合。

2.1.4 共振点搜索模式

（1） 含义

    可选择振幅搜索（标准）、振幅搜索（高速）、相位搜索、频率固定这 4 种类型。

· 振幅搜索（标准））

    通过定期再次搜索传递率的峰值，进行共振点跟踪驻留。再次搜索时，对当前的试

验频率的高频侧和低频侧均进行搜索。

· 振幅搜索（高速）

    通过定期再次搜索传递率的峰值，进行共振点跟踪驻留。在再次搜索之前，通过传

递率的斜率，推定新共振点相对于当前的试验频率是在低频侧还是在高频侧，从而缩短

搜索路程，并根据振幅搜索模式（标准），进行搜索处理的高速化。

· 相位搜索

    通过改变频率，使基准通道和共振点检出对象通道之间的相位差成为一定值，进行

共振点跟踪驻留。

• 频率固定

  通过试扫描时检出的峰值频率（共振频率）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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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共振点目标定义

  对从试扫描结果中抽选出来的各共振点进行定义。

  下图中，使用以下按钮。

· 共振点目标定义：共振点搜索模式：振幅搜索（标准）

· 共振点目标定义：共振点搜索模式：振幅搜索（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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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振点目标定义：共振点搜索模式：相位搜索

· 共振点目标定义：共振点搜索模式：频率固定

  

[修改]：对所选择的共振点的试验条件进行修改。

  选择修改对象的共振点，进行试验条件的修改后，点击「修改」按钮。



2 - 5

2.2.1 试验对象要素

（1） 含义

  选择实际试验的共振点。

另外，从所显示的列表中选择对象共振点，选择「试验对象要素」复选框，点击

  「修改」按钮，将作为试验对象要素进行选择。

另外，是否为试验对象要素，可通过列表中显示的「对象要素」中是否有「*」标记来进

行判断。

2.2.2 共振点目标量级

（1） 含义

  在列表显示中选择了要设定的共振点的状态下，输入各共振点上的目标量级。

  另外，目标量级单位可从「加速度、速度、位移」中进行选择。

  再者，计算「加速度、速度、位移」之间的变更时，若使用「Calc」功能会很方

便。要使用「Calc」功能时，请点击「Calc」按钮。

  另外，关于详细内容，请参考“SINE 使用说明书：4.4.6「计算器」功能”

2.2.3 警告/中断量级

（1） 含义

  在列表显示中选择了要设定的共振点的状态下，输入共振点上的目标量级的中

断/警告量级。

  检查量级以相对于目标量级的相对值进行指定。

检查项目中，有警告和中断，但是若没有必要，可以不用设定警告。

                 这里所说的「警告」是指，检测到在所设定条件范围外的响应量时，本系统发出警告；

「中断」是指，在该时间点上中断试验实施（信号输出停止）。

另外，若没有必要，可不用设定检查量级的下限。

  另外，中断检查量级和警告检查量级，必须满足以下关系。

· 警告检查量级上限≦中断检查量级上限

· 警告检查量级下限≧中断检查量级下限

  另外，在选定复选框「ON」时，可进行警告检查量级和中断检查量级的下限值量级输

入。

2.2.4 跟踪时间

（1） 含义

    对在各共振点上进行试验的时间进行设定。（仅共振点固定中时，可进行计时。）另

外，经过跟踪时间后，试验将停止。对共振点进行复数定义时，将暂停试验，并在下一个共

振点上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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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试验时间

（1） 含义

  对所定义的共振点系列的重复次数进行设定。

1. 不重复

对所定义的共振点系列仅执行 1 次后，结束试验。

2. 重复次数指定

对所定义的共振点系列执行指定的重复次数后，结束试验。

2.2.6 重复休止时间

（1） 含义

  对设置于共振点系列折回点的信号输出停止时间进行设定。

  在共振点系列的折回点上，在该设定时间内停止试验。

  本项目在重复次数设定在“无限重复”或者“重复次数指定”时有效。

2.2.7 相位差（仅限共振点搜索模式：相位搜索）

（1） 含义

  对基准通道和共振点检出对象通道之间的相位差进行设定。

2.2.8 最大共振点跟踪驻留速度（仅限共振点搜索模式：相位搜索）

（1） 含义

  对共振点跟踪驻留中的每 1 环试验频率的变化率进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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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共振点限制条件

  在各共振点跟踪驻留中，对传递率和共振频率的变化进行限制。若超出本项目中所设定的限制，则不

仅停止对共振点的跟踪，而且正在进行试验的试验本身也会结束。

2.3 1 传递率

（1） 含义

  各共振点中，对正在试验中的振幅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进行设定。超过该指定范围时，

将停止试验。（共振点搜索中为无效）

2.3 2 频率（共振点搜索模式：振幅搜索（标准）及（高速）、相位搜索）

（1） 含义

  各共振点中，对共振频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进行设定。超过该指定范围时，将停止试

验。（共振点搜索中为无效）

2.4 共振点搜索条件

2.4.1 共振频率的移动判断（共振点搜索模式：振幅搜索（共通））

（1） 含义

  对进行共振点的再次搜索、再次设定的条件进行设定。设定方法为，在时间指定和振幅

率的变化率中设定一项即可。

2.4.1.1 再搜索时间

（1） 含义

  若对再搜索时间进行设定，则在共振点上开始试验后，每次经过指定时间时，都进行共

振点的再次搜索和再次设定。

2.4.1.2 传递率比率

（1） 含义

  对基准传递率，设定下限变化率和上限变化率，并在超过该范围时，自动进行共振点的

再次搜索和再次设定。另外，基准传递率通过扫描结果来进行设定。初始值可作为对各共振

点进行定义时的传递率，在每进行共振点的再次搜索和再次设定时测定的共振点传递率作为

基准传递率进行更新。

2.4.2 频率步值

（1） 含义

    对进行共振点的再次搜索时的扫描速度（Hz/sec）进行设定。

2.4.3 共振频率搜索范围（仅限共振点搜索模式：振幅搜索（标准））

（1） 含义

  对再次搜索时的扫描范围进行设定。设定方法为，在传递率指定、传递率的变化率指

定、频率指定、频率的变化率中设定任一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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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1 传递率

（1） 含义

    以最小传递率设定搜索范围。进行共振点搜索准备时，向低频方向进行扫描，直到达到

所指定的传递率以下，并确定搜索范围的最低频率。此时，将计算freq=上一次的共振频率–
最低频率，并通过最高频率=上一次共振频率+freq，对最高频率的搜索范围进行设定。

2.4.3.2 传递率比率

（1） 含义

  通过将搜索范围设定为相对于基准传递率（根据扫描结果设定）的多少负百分比以下，

确定最小传递率。根据所确定的最小传递率，如同 2.4.3.1 中的传递率一样，确定搜索范围

的最低频率和最高频率，并设定搜索范围。

在达到所设定的传递率以下之前，进行逆扫描。

上一次的传递率（上一次的搜索结果）

最小传递率

freq freq
最低频率 最高频率

频率

所设定的传递率的变化率d%

频率

在达到所设定的传递率以下之前，进行逆扫描。

上一次的传递率（上一次的搜索结果）

已设定的最小传递率

freq freq
最低频率 最高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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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3 频率

（1） 含义

  对最低频率和最高频率进行指定后，设定搜索范围。

2.4.3.4 频率比率

（1） 含义

    通过对上一次共振频率设定正负多少百分比的频率范围，确定最低频率和最高频率，并

设定搜索范围。

上一次的传递率（上一次的搜索结果）

最低频率
最高频率

频率

上一次的共振频率

上一次的传递率（上一次的搜索结果）

最低频率
最高频率

频率

上一次的共振频率

df% +df%

频率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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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3.5 搜索范围部分

（1） 含义

  在所设定的频率范围中包含共振点时，通过所设定的倍率对搜索范围进行增减。

  新搜索范围=（已设定的倍率）×（过去的搜索范围）

2.4.4 共振频率搜索范围（仅限共振点搜索模式：振幅搜索（高速））

（1） 含义

  对进行再次搜索时的扫描范围以及检出新共振点的条件进行设定。

2.4.4.1 最大搜索范围

（1） 含义

    对最大搜索范围进行设定。超过最大搜索范围时，视为未检出新共振点，停止试验。最

大搜索范围=（上一次共振频率）×（频率比率（%））

2.4.4.2 斜率检查范围

（1） 含义

    为推定新共振点是在上一次共振点的低频侧还是在高频侧，对斜率进行检查。此时，对

试验频率向高频侧微增的范围进行设定。斜率检查范围=（上一次共振频率）×（频率比率

（%））

2.4.4.3 峰值检出条件

（1） 含义

    对以检出新共振点为目的的峰值检出条件进行设定。从再次搜索中所检出的峰值中得出

的减少值，超过了峰值振幅歇斯底里（（上一次的共振传递率）×（峰值振幅歇斯底里比率

（%））范围而减少时，将所检出的峰值作为新共振点进行判断。

2.5 Q factor

（1） 含义

    对各共振点上的试验中的 Q factor 的计算公式进行定义。

系统默认为，Q factor 的定义式为 －１2AQ  （A：传递率）。但是，关于平方根中的 A2-1，可作

为 A2-（系数），改变系数部分的数值。

  参考文献：Handbook of Viscoelastic Vibration Damping   David.I.G.Jones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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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运行状态

（1） 含义

  显示试验实施相关的各种信息。

  选择菜单栏中的“窗口-运行状态”，则显示运行状态。

<显示内容>
(1) 当前状态

  当前系统状态的消息

  「试验中」、「暂停中」、「试验结束」（根据操作者的指示中止）等

(2) 频率

  当前正在试验的频率

(3) 目标

  当前的控制目标量级

(4) 响应

  当前的响应量级

(5) 传递率

  当前传递率的振幅和相位（传递率的计算中使用了跟踪值。）

(6) Q factor
  当前的 Q 值（状态显示：显示为共振点固定中以及共振点跟踪驻留中。）

(7) 驱动

  当前实际输出的驱动输出电压

(8) 历经时间

  从开始试验到当前的试验历经时间

· 振幅搜索（标准）以及振幅搜索（高速）时

对以共振频率上的试验时间（状态显示：共振点固定中）的合计时间进行显示。

（“状态显示：准备中、共振点搜索准备、共振点搜索、目标频率移动”时，不能作为历经

时间进行合计。）另外，对共振点系列的重复次数、重复休止时间进行显示。

· 相位搜索时

对以共振频率试验的时间（状态显示：共振点跟踪驻留中）进行显示。

· 频率固定时

对以共振频率试验的时间（状态显示：共振点固定中）进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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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共振点搜索模式

· 振幅搜索（标准）

    按照设定条件，通过从传递率开始自动进行共振点的再次搜索，跟踪共振频率。

· 振幅搜索（高速）

    按照设定条件，通过从传递率开始自动进行共振点的再次搜索，跟踪共振频率。另

外，在进行再次搜索之前，通过从传递率的斜率推定相对于当前的试验频率新共振点是

位于低频侧还是在高频侧，从而缩短搜索路程，根据振幅搜索模式（标准）进行搜索处

理的高速化。

· 相位搜索

  按照设定条件，通过改变试验频率，使基准通道和共振点检出对象通道之间的相位

差保持一定值，跟踪共振频率。

· 频率固定

  通过试扫描中检出的峰值频率，进行试验。

(10) 共振点当前状况

  这是当前共振点跟踪驻留状态的消息。

「共振点固定中」、「准备中」、「共振点搜索准备」、「共振点搜索」、「目标频率移

动 」、「共振点跟踪驻留中」（仅限共振点搜索模式：相位搜索）

(11) 共振要素

  显示当前试验中的共振点和跟踪该共振点的时间。

(12) 基准通道

  作为基准点的响应点的信号输入通道

(13) 共振点检出对象通道

  作为共振点检测的响应点的信号输入通道

(14) 检查结果（综合）

  当通过试验定义设定的警告检查、中断检查的条件全部满足时，将视为“OK”。相反，未满足

时，则视为“NG”。

(15) 实时处理 CPU 负荷率

  当前的 CPU 负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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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目标/响应数据

              将显示当前的控制环的目标量级和响应量级的值。原则上，通过定义单位显示量级，但是控制

量为加速度/速度/位移中的任意一种时，加速度/速度/位移将全部显示。

另外，将显示响应量级对控制目标所定义的公差检查结果。全部满足时，显示“OK”；警告检

查中被查到问题时，显示“警告”；中断检查中被查到问题时，显示“中断”。

(17) 输入通道数据

            将显示当前控制环中各输入通道数据的振幅值和相位。原则上，振幅值通过输入通道的观测物

理量显示量级，但是控制量为加速度/速度/位移中的任意一种的情况下，若观测物理量为加速

度/速度/位移时，加速度/速度/位移将全部显示。

(18) 驱动输出数据

将显示当前的控制环中各输出通道数据的输出电压值。另外，还显示相对于可输出电压的比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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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设定动作

（1） 含义

  对传递率的显示单位及数据保存条件进行设定。

<响应数据保存>

  时序中，将控制响应、传递率（振幅）、传递率（相位）、Q 值、频率、监测响应数据，保存在

vdf 文件和 CSV 文件中。所制定的 vdf 文件和 CSV 文件的文件名如下：

试验文件名 XXX.vdf
试验文件名 XXX.CSV

XXX:每次试验时，将附带连续编号。

所制定的 CSV 文件的格式如下所示：

第 1 列 第 2 列 第 3 列 第 4 列 第 5 列 第 6 列 第 7 列 ……

时间
[sec],

响应 [单
位],

传递率
（振幅）
[单位],

传递率
（相位）
[单位],

Q值, 频率
[Hz],

监测响应
1 [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斜体为固定文字。

· 单位中将代入数据的单位。

· 第 1 列中，将代入时间数据。

· 第 2 列以后，将代入各数据（控制响应、传递率（振幅）、传递率（相位）、Q 值、频率、监测

*）。※仅加速度

· 传递率（振幅）的单位中将反映试验定义状态时的传递率显示单位。在试验运行状态时，即使改变

传递率显示单位，也不会反映到传递率（振幅）的单位（CSV 文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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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状态>

・「输入通道数据」

选择运行状态的输入通道数据中所显示的信息量。

2.8 图表类别选择

（1） 含义

    对要显示的时序图形（控制响应、传递率（振幅）、传递率（相位）、Q 值、频率、监测）进

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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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数据图形保存

（1） 含义

    以 1 秒钟的间隔，作为各图形的时序数据显示图形。图形数据保存的时机通过「2.7 设定动作」

设定。另外，试验时间结束时所显示的图形数据可自动保存。

    要在试验过程中保存图形数据时，可通过选择菜单栏的「文件-保存图形数据」，保存图形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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