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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风力机变桨轴承故障检

测方法，本发明可以在变桨轴承正常运转时，采

集其振动信号，通过分析振动信号中剥落、划痕、

金属碎屑等引起的冲击信号，检测变桨轴承的早

期故障，并给出预警，可以及早更换轴承，避免造

成严重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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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风力机变桨轴承故障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采集振动信号，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1)将风力机停机，锁死叶轮；

(2)在选定的变桨轴承相对叶轮不旋转的内环或外环上，径向安装多个振动加速度传

感器，连接采集系统；

(3)变桨90°，采集变桨期间的振动加速度，记录变桨角度和时间；

(4)是否已在叶轮三个相隔120°的位置测量变桨轴承振动，若否，进入步骤(5)，若是，

进入步骤(6)；

(5)拆除振动加速度传感器，叶轮顺时针旋转120°，锁死叶轮，重复步骤(2)～(4)，直至

已将叶轮的三个相隔120°的位置测量完毕；

(6)拆除振动加速度传感器，复原风力机；

步骤2：分析振动信号，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1)计算振动加速度有效值RMS，给出阈值A＝n*RMS，其中n＝3～6；

(2)检出振动加速度中大于A的点，若未检出，则判断轴承无故障；

(3)给出变桨轴承冲击衰减振动时长B；

(4)相邻点之间时长小于B的点视为同一冲击引起；

(5)找出同一冲击的峰值点，定义为冲击时间点；

(6)根据滚动轴承故障特征频率公式计算出变桨轴承故障特征频率，结合轴承故障特

征频率波动范围，得出对应的冲击时间间隔范围C；

(7)查找出所有间隔在C内的成对的冲击；

(8)在成对的冲击中，查找冲击链；

(9)给出判断局部故障的冲击链长度D；

(10)检查是否有长度不小于D的冲击链，若有，则该故障特征频率对应的轴承部件发生

局部故障，反之，则轴承滚道内存在金属碎屑硬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风力机变桨轴承故障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在选定的变

桨轴承相对叶轮不旋转的内环或外环上，径向安装4个振动加速度传感器，各振动加速度传

感器间隔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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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风力机变桨轴承故障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风力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风力机变桨轴承故障检测方法。

技术背景

[0002] 目前，风力机变桨系统发生明显故障或失效，且在排查变桨系统中变桨轴承之外

的其他元件(如变桨电机、控制器)的原因后，仍不能恢复变桨系统的正常运转时，一般会将

变桨轴承从风力机上拆下并分解，然后从宏观、微观、力学性能、硬度、金相组织、热处理等

方面检测变桨轴承的故障。

[0003] 一般的滚动轴承的故障在线检测，常用方法为，在轴承座或其他靠近轴承处测量

其多个运转周期的振动，然后分析振动波形中是否存在周期性的冲击信号，以及包络谱中

轴承故障频率及其倍频的幅值是否突出，以此来判断是否发生故障。

[0004] 现有技术，一般是在变桨系统发生明显故障或失效时，才将变桨轴承从风力机上

拆下分解，再检测故障。此时，变桨轴承的故障一般已发展至无法转动的程度，其内部结构

已发生较严重的破坏，内部剥落或裂纹极有可能引发内外环断裂，导致叶片断裂的严重事

故。

[0005] 现有技术，一般是通过检测滚动轴承振动波形中是否存在周期性冲击信号，一级

包络谱中轴承故障频率及其倍频的幅值是否突出，来判断是否发生故障。但是，相对于一般

滚动轴承来说，变桨轴承转速不太稳定，转动范围也只有90°，且在叶轮转动过程中，变桨轴

承的负载滚道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原因造成变桨轴承发生故障时，故障引发的冲击信号周

期性一般不太好，且一次变桨过程的振动信号中只包含较少的冲击，振动包络谱中不会出

现明显的变桨轴承故障频率以及倍频的突出幅值。因此，现有技术不太适用于变桨轴承的

故障诊断。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风力机变桨轴承故障检

测方法，本发明可以在变桨轴承正常运转时，采集其振动信号，通过分析振动信号中剥落、

划痕、金属碎屑等引起的冲击信号，检测变桨轴承的早期故障，并给出预警，可以及早更换

轴承，避免造成严重事故。

[0007]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风力机变桨轴承故障检测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0008] 步骤1：采集振动信号，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09] (1)将风力机停机，锁死叶轮；

[0010] (2)在选定的变桨轴承相对叶轮不旋转的内环或外环上，径向安装多个振动加速

度传感器，连接采集系统；

[0011] (3)变桨90°，采集变桨期间的振动加速度，记录变桨角度和时间；

[0012] (4)是否已在叶轮三个相隔120°的位置测量变桨轴承振动，若否，进入步骤(5)，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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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进入步骤(6)；

[0013] (5)拆除振动加速度传感器，叶轮顺时针旋转120°，锁死叶轮，重复步骤(2)～(4)，

直至已将叶轮的三个相隔120°的位置测量完毕；

[0014] (6)拆除振动加速度传感器，复原风力机；

[0015] 步骤2：分析振动信号，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16] (1)计算振动加速度有效值RMS，给出阈值A＝n*RMS，其中n＝3～6；

[0017] (2)检出振动加速度中大于A的点，若未检出，则判断轴承无故障；

[0018] (3)给出变桨轴承冲击衰减振动时长B；

[0019] (4)相邻点之间时长小于B的点视为同一冲击引起；

[0020] (5)找出同一冲击的峰值点，定义为冲击时间点；

[0021] (6)根据滚动轴承故障特征频率公式计算出变桨轴承故障特征频率，结合轴承故

障特征频率波动范围，得出对应的冲击时间间隔范围C；

[0022] (7)查找出所有间隔在C内的成对的冲击；

[0023] (8)在成对的冲击中，查找冲击链；

[0024] (9)给出判断局部故障的冲击链长度D；

[0025] (10)检查是否有长度不小于D的冲击链，若有，则该故障特征频率对应的轴承部件

发生局部故障，反之，则轴承滚道内存在金属碎屑硬物。

[0026] 优选地，在选定的变桨轴承相对叶轮不旋转的内环或外环上，径向安装4个振动加

速度传感器，各振动加速度传感器间隔90°。

[0027] 和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具备如下优点：

[0028] 1、本发明先后在间隔120°的三个叶轮位置采集变桨轴承振动数据，可得到滚动体

在各滚道滚动时的振动数据。

[0029] 2、本发明充分考虑变桨轴承转速低、转速不稳定、转动范围小等因素，将冲击的周

期性的严格定义，调整为冲击的周期可以稍微延长或缩短；将在故障轴承转动期间应持续

出现周期性冲击信号，调整为只要连续出现几个类周期的冲击信号即判断为轴承发生故

障。通过这些调整，使得本发明比已有常用方法更适用于检测变桨轴承故障。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采集振动信号流程图。

[0031] 图2为分析振动信号流程图。

[0032] 图3为变桨轴承上振动加速度传感器的安装位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4] 本发明一种风力机变桨轴承故障检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5] 步骤1：采集振动信号，如图1所示，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36] (1)将风力机停机，锁死叶轮；

[0037] (2)如图3所示，在选定的变桨轴承相对叶轮不旋转的滚道1即内环或外环上，径向

安装4个振动加速度传感器，分别为第一振动加速度传感器2、第二振动加速度传感器3、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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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振动加速度传感器4和第四振动加速度传感器5，各振动加速度传感器间隔90°，连接采集

系统；

[0038] (3)变桨90°，采集变桨期间的振动加速度，记录变桨角度和时间；

[0039] (4)是否已在叶轮三个相隔120°的位置测量变桨轴承振动，若否，进入步骤(5)，若

是，进入步骤(6)；

[0040] (5)拆除振动加速度传感器，叶轮顺时针旋转120°，锁死叶轮，重复步骤(2)～(4)，

直至已将叶轮的三个相隔120°的位置测量完毕；

[0041] (6)拆除振动加速度传感器，复原风力机；

[0042] 步骤2：分析振动信号，如图2所示，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43] (1)计算振动加速度有效值RMS，给出阈值A＝n*RMS，其中n＝3～6(可根据数据情

况调整)；

[0044] (2)检出振动加速度中大于A的点，若未检出，则判断轴承无故障；

[0045] (3)给出变桨轴承冲击衰减振动时长B；

[0046] (4)相邻点之间时长小于B的点视为同一冲击引起；

[0047] (5)找出同一冲击的峰值点，定义为冲击时间点；

[0048] (6)根据滚动轴承故障特征频率公式计算出变桨轴承故障特征频率，结合轴承故

障特征频率波动范围，得出对应的冲击时间间隔范围C；

[0049] (7)查找出所有间隔在C内的成对的冲击；

[0050] (8)在成对的冲击中，查找冲击链；

[0051] (9)给出判断局部故障的冲击链长度D；

[0052] (10)检查是否有长度不小于D的冲击链，若有，则该故障特征频率对应的轴承部件

发生局部故障，反之，则轴承滚道内存在金属碎屑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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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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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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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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