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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根据固有频率的测试流程，结合实验室间能力比对取得的结果，深入

研究固有频率测试作业细节，消除现有测试中的盲区和缺陷点，建设一套

标准、规范的固有频率测试技术规范。 

2 参与单位 

叶片固有频率测试影响因素研究和规范编制拟定以下单位共同负责： 

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中材科技风电叶片有限公司 

保定华翼风电叶片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广东鉴衡海上风电检测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3 叶片固有频率测试影响因素研究方案 

在叶片固有频率测试过程中，影响测试的因素有很多，如叶根连接刚度、叶

片安装角度、叶片表面温度、叶片激励方式、传感器数量、测点分布、测量物理

量、信号处理方法等，在测试规范编写过程中，研究解决各因素的影响，找到最

佳叶片固有频率测试方法。本节主要研究叶片安装角度、激励方式、环境温度与

叶片温度、传感器布置位置的影响。 

3.1 安装角度对叶片固有频率测量的影响 

3.1.1 研究背景 

   对于无阻尼单自由系统而言，如下图所示，固有频率计算公式定义如下： 

 



             叶片固有频率测试影响因素研究和测试规范编制工作计划书 

2 

单位为 Hz，表示一秒钟振动循环次数。也可以用圆频率（也称角频率）来表示

固有频率，公式如下：2 

 

单位为 rad/s。在这考虑的是无阻尼的情况，因此，获得的固有频率为无阻尼固有

频率。 对于一般性结构系统而言，如下图所示，都是有阻尼的，因此它的固有

频率为有阻尼固有频率。无阻尼固有频率与有阻尼固有频率的关系如下： 

 

从上面的公式我们可以看出，结构的固有频率只受刚度分布和质量分布的影响，

而阻尼对固有频率的影响非常有限。 

随着叶片越来越长，重量越来越大，在重力作用影响下，考虑不同的叶片安

装角度会对叶片的刚度分布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叶片固有频率。目前行业内固有

频率测试过程中，一般采用叶片后缘竖直朝上或迎风面朝上的安装角度，本节旨

在研究这两种不同安装角度对固有频率的影响，确定最佳安装角度。 

3.1.2 研究单位和时间安排 

本节拟负责研究单位为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计划实施完成时间：2020 年 10 月-2021 年 1 月完成 

3.1.3 样品要求 

样品数量：至少在 2 个不用叶片样品进行测量，并且固有频率理论值已知； 

样品质量：样品尽可能保证为新生产叶片，未进行疲劳试验； 

样品信息如下表所示： 

叶片长度  

质量  

重心位置  

螺栓孔节圆直径  

叶尖预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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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规格  

螺栓安装预紧力矩  

叶片材料  

3.1.4 试验台和环境要求 

     试验台要求：要求端面垂直，无倾角； 

     环境条件：环境温度无特殊要求，不同叶片测量时应尽可能保持温度一致，

风速低于二级。 

3.1.5 叶片安装角度工况 

在试验台坐标系下（见附录 1 所示），定义叶片安装角为叶片坐标系中的 YB

轴绕 Z 轴偏转的角度。规定 YB 轴正半轴与 X 轴负半轴重合时为零度，从叶尖

向叶根看，逆时针旋转为正，顺时针为负值，如图 3-1 所示。安装角度见表 3-1

所示。 

 

图 3-1 叶片安装角图示 

表 3-1 叶片安装角度 

安装角度工况 样片编号 安装角度 

工况 1 样片 1 0° 

工况 2 叶片 1 -90° 

工况 1 叶片 2 0° 

工况 2 样片 2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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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叶片安装方式 

     叶片安装见附录 2 所示。 

3.1.7 叶片激励方式 

采样不测力法对叶片进行激励，采集传感器信号并记录结果，每次测量三组

数据。 

3.1.8 报告 

出具最终检测报告以及结果比对报告。报告内容见附录 3 所示。 

3.2 激励方法对叶片固有频率测量的影响 

3.2.1 研究背景 

   模态分析分为测力法和不测力法。测力法是经典的模态分析方法，引入频率

响应函数概念，函数反应的是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反应系统的固有特性，根

据传递函数来辨识系统的模态参数。不测力法中传递率的计算方法与测力法的频

响函数相似，用参考通道的参考点的响应信号代替了频响函数算法中的力信号。 

并且随着叶片越来越长，在测量风机叶片时，力锤激励能量小，可能不能使

得整个叶片结构激振起来，距离激励点较远的测点响应信号小、信噪比差。 

目前各实验室的激励方法不一，分为测力法和不测力法，设备也有差异。本

节旨在通过对比测力法和不测力法下测得的固有频率结果，分析差异。 

3.2.2 研究单位和时间安排 

本节拟负责研究单位为：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计划实施完成时间：2020 年 10 月-12 月完成。 

3.2.3 样品要求 

样品数量：至少在 2 个不用叶片样品进行测量，并且固有频率理论值已知； 

样品质量：样品尽可能保证为新生产叶片，未进行疲劳试验； 

样品信息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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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长度  

质量  

重心位置  

螺栓孔节圆直径  

螺栓规格  

螺栓安装预紧力矩  

叶片材料  

3.2.4 试验台和环境要求 

     试验台要求：试验台无损伤； 

     环境条件：环境温度范围无特殊要求，不同叶片测量时应尽可能保持温度

一致（含叶片表面温度），风速低于二级。 

3.2.5 叶片安装角度 

在试验台坐标系下（见附录 1 所示），定义叶片安装角为叶片坐标系中的 YB

轴绕 Z 轴偏转的角度。规定 YB 轴正半轴与 X 轴负半轴重合时为零度，从叶尖

向叶根看，逆时针旋转为正，顺时针为负值，如图 3-1 所示。安装角度见表 3-1

所示。 

 

图 3-1 叶片安装角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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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叶片安装角度 

样片编号 安装角度 

样片 0°或-90° 

3.2.6 叶片安装方式 

     叶片安装见附录 2 所示。 

3.2.7 叶片激励方式工况 

针对同一支样片 

1、第一次采用测力法对叶片进行激励，采集传感器信号并记录结果，每次

测量三组数据； 

2、第二次采用不测力法对叶片进行激励，采集传感器信号并记录结果，每

次测量三组数据。 

3.2.8 报告 

出具最终检测报告以及结果比对报告。报告内容见附录 3 所示。 

3.3 叶片温度对叶片固有频率测量的影响 

3.3.1 研究背景 

   由于叶片为玻璃纤维或碳纤维环氧树脂基体复合材料，在较高温度下叶片会

相对变“软”，在低温下下会相对变“硬”，叶片刚度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固有频

率测量。 

目前国内叶片实验室分为室内和室外，环境各异。本节旨在研究叶片表面在

不同温度情况下，分析叶片固有频率的测量差异。 

3.3.2 研究单位和时间安排 

本节拟负责研究单位为：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实施完成时间：2020 年 10 月-2021 年 4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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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样品要求 

样品数量：至少在 2 个叶片样品进行测量，并且固有频率理论值已知； 

样品质量：样品尽可能保证为新生产叶片，可以接受疲劳试验叶片； 

样品保存：因测试过程时间跨度较大，样品应在此期间妥善保存。 

样品信息如下表所示： 

叶片长度  

质量  

重心位置  

螺栓孔节圆直径  

螺栓规格  

螺栓安装预紧力矩  

叶片材料  

3.3.4 温度工况 

     试验台要求：试验台无损伤； 

     环境条件：风速低于二级。 

     叶片表面温度：对叶片在不同温度条件下进行固有频率测试，监控记录叶

片表面温度变化情况下，每隔 5℃进行一次固有频率测试。 

测试工况 样品 叶片表面温度范围 /℃ 

第一工况 样品 1 -10~20℃ 

第二工况 样品 2 20-45℃ 

3.3.5 叶片安装角度 

在试验台坐标系下（见附录 1 所示），定义叶片安装角为叶片坐标系中的 YB

轴绕 Z 轴偏转的角度。规定 YB 轴正半轴与 X 轴负半轴重合时为零度，从叶尖

向叶根看，逆时针旋转为正，顺时针为负值，如图 3-1 所示。安装角度见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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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叶片安装角图示 

表 3-1 叶片安装角度 

样片编号 安装角度 

样片 -90° 

3.3.6 叶片安装方式 

     叶片安装见附录 2 所示。 

3.3.7 叶片激励方式 

采用测力法或不测力法对叶片进行激励，采集传感器信号并记录结果，每

次测量三组数据； 

3.3.8 报告 

出具最终检测报告以及结果比对报告。报告内容见附录 3 所示。 

3.4 传感器布置对叶片固有频率的影响 

3.4.1 研究背景 

    固有频率测量时，理论上讲，只需要一个测量位置即可测量出所有模态对应

的固有频率，但是却有一些现实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当仅在结构一个位置布置传感器进行测量时，由于各阶模态的节点位置都是

不相同的，因而，固有频率测量会遭遇与模态参考点相同的风险：一个测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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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一阶或几阶固有频率不可见，因为一个测量位置不是这阶模态的节点，就

可能是那阶模态的节点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强烈建议布置多个测量位置。 

    同时，叶片长度较长，不同的传感器位置会影响整个叶片振动情况的准确反

映。本节旨在通过布置不同位置的传感器数量，测量叶片的固有频率，对比结果

差异。 

3.4.2 研究单位和时间安排 

本节负责研究单位为：中材科技风电叶片有限公司 

计划实施完成时间：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01 月完成 

3.4.3 样品要求 

样品数量：至少在 2 个叶片样品进行测量，并且固有频率理论值已知； 

样品质量：样品尽可能保证为新生产叶片，未进行疲劳试验； 

样品保存：因测试过程时间跨度较大，样品应在此期间妥善保存。 

样品信息如下表所示： 

叶片长度  

质量  

重心位置  

螺栓孔节圆直径  

螺栓规格  

螺栓安装预紧力矩  

叶片材料  

3.4.4 试验台和环境要求 

     试验台要求：试验台无损伤； 

     环境条件：环境温度范围 15~30℃，不同叶片测量时应尽可能保持温度一

致（含叶片表面温度），风速低于二级。 

3.4.5 叶片安装角度 

在试验台坐标系下（见附录 1 所示），定义叶片安装角为叶片坐标系中的 YB

轴绕 Z 轴偏转的角度。规定 YB 轴正半轴与 X 轴负半轴重合时为零度，从叶尖

向叶根看，逆时针旋转为正，顺时针为负值，如图 3-1 所示。安装角度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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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图 3-1 叶片安装角图示 

表 3-1 叶片安装角度 

样片编号 安装角度 

样片 1 和 2 0°或-90° 

3.4.6 叶片安装方式 

     叶片安装见附录 2 所示。 

3.4.7 传感器数量 

测试工况 传感器布置位置 

第一工况 最大弦长区域 

第二工况 叶片 30%~60%区域 

第三工况 叶片 60%~90%区域 

3.4.8 叶片激励方式 

采用测力法或不测力法对叶片进行激励，采集传感器信号并记录结果，每

次测量三组数据； 

3.4.9 报告 

出具最终检测报告以及结果比对报告。报告内容见附录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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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成果 

    根据研究结果，发表研究论文，并发布叶片固有频率测试影响因素研究白皮

书。 

4 规范编写 

4.1 规范目录 

4.2 规范编写规划 

（1） 动员分工—2020.10.14 

计划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召开工作组成立会议，会议内容包括制定

目录 章节分类 

1 试验准备 

1.1 测试大纲 

1.2 测试环境要求 

1.3 测试仪器要求 

1.4 测试人员 

2 叶片准备 

2.1 叶片安装角 

2.2 传感器位置选取 

2.3 叶根连接法兰安装 

3 叶片安装 
3.1 叶片翻转和起吊 

3.2 法兰与试验台连接 

4检测仪器安装 
4.1 传感器安装 

4.2 信号线布置连接 

5 测试过程 

5.1 测试系统启动 

5.2 叶片激励 

5.3 数据采集 

5.4 数据处理 

5.5 测量结果记录 

以及不确定度评估 

5.6 仪器拆卸 

5.7 叶片拆卸 

6 报告编写 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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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的时间节点、具体任务和要求，安排影响因素研究方案工作。 

（2） 资料收集—2020.10.14~11.14 

在集中编写前，安排 2~3 周的时间，参编人员根据编写动员会议分工，

搜集整理相关资料，预先整理编写思路。 

（3） 研讨交流—2020.11.15 

定于 8 月下旬，组织研讨会，会上针对规范目录进行讨论交流，对其

进行必要的修改，并制定相应分工。 

（4） 编写初稿—2020. 11.15~2021.02.20 

参编人员根据任务分工，并依托影响因素研究结果，编写初稿。编写

周期预计 3 个月。期间，编写组负责人每周汇总各部分编写进展情况，

视情况组织交流讨论。 

（5） 内部审定—2021.02.21~2021.03.20 

完成初稿后，全体参编人员利用 4 周时间对文件进行内部审读讨论，

并统一修改完善。 

（6） 专家委员会审议—2021.03.20~04.15 

提交专家委员会审议，反馈修改意见 

（7） 修改完善—2021.04.15~05.15 

根据反馈意见，编写工作组进一步完善编写内容，完成最终稿； 

（8） 定稿发布—2021.06 

完成编写任务，定稿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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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坐标系定义 

 

图 1-1 试验台坐标系示意图 

 

图 1-2 叶片坐标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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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叶根安装方式 

叶根力矩施加方式：米字型施加，如下图所示。 

 

先用电动扳手将螺栓逐个的拧紧，再用液压力矩扳手打力矩，此时采用米字

型打发； 

 先打 70%力矩； 

将 1 号附近的螺栓打到 70%力矩，然后再将对角 47 号附近的螺栓打到 70%

力矩，如图中箭头所示；当打完第一遍力矩时，叶尖的吊车要松开； 

 再打 100%力矩； 

上一步结束后，按照以上顺序再将螺栓依次打满预紧力。第二遍力矩打完上

半圈的时候，叶根部位的吊车松开。 

力矩的大小要根据叶片的不同进行调整，并对所施加力矩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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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报告内容 

测试报告至少需要包含以下内容： 

1. 测试叶片描述：基本参数、安装方式、叶片状态（维修、配重等）； 

2. 所选方法基本原理介绍； 

3. 所选设备的基本型号、校准编号及不确定度等； 

4. 实际测试方法：测试环境、设备安装、信号采集方法等； 

5. 数据处理方法介绍； 

6. 结果分析； 

7. 不确定度分析； 

8. 测试偏离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