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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lhofer顺序计算器（ROC）

如果负责的用户也无法明确解释，那么最佳的光谱有什么用处呢？这一现象所涉及的是有损伤的部件还是

谐振呢？哪些部件到底产生哪些顺序。针对更为复杂的应用，例如：发动机或完整的四轮驱动系统，其

具体是如何表现的？由于所有这些问题的原因，用户很快便会达到了其分析的极限，这时需要MVH专家的

帮助，可惜这些专家对于当今丰富多样的产品，同样无法短时间了解所有必要的细节。我们自主研发了

ROC，并将其完整集成到我们的分析程序中，从而能够为用户提供支持，使用户成为专家。

得益于大量预先经过配置的标准模块以及直观的操作，可以快速简单地模拟复杂的动力总成，自动计算相

关顺序。

在计算前，还会检查模型的合理度。所以，将会通过系统报告诸如力通量、封锁或同步之类的错误，这

样，便只有在正确的模拟后，方可构成以后进行分析的基础。这时所设计的不同颜色便可以帮助快速简单

地识别出错误。

由于集成在我们的分析软件中，所以导致断电关闭的变化可以直接指引到所属的元件及损伤原因。在 eol-

ANALYSER中，这些模型可以用于自动识别样件，实时在试验台上得出结论。在分析 eol-ANALYSER时同样

提供了用于全面分析的ROC数据。

通过分析程序的导出功能可以将ROC数据，包括所需的光谱保存在全球缺陷数据库中。这样可以将工作成

本降至最低程度。

优点：

• 旋转部分的计算

• 根据组件分类

• 从第1基本顺序到第50谐波顺序的计算

• 不同的轴承型号

• 辅助机组

• 发动机型号及其衍生品的快速计算

• 变速器型号及其衍生品的快速计算

• 完整动力总成的计算

• 将计算的数据集成到德尔塔分析仪和爱欧尔分析仪的评估中

• 快速组件鉴定

• 通过简单结构化的按钮使操作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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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计算的数据集成到德尔塔分析仪和爱欧尔分析仪的评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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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轮轴输入界面齿轮输入界面

变速箱设计示例，包括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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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变速箱设计：
手动开关

自动变速箱

双离合变速箱

无皮带CVT

轴传动

分动箱

可能的发动机设计:
1-16缸

直列式发动机

V型发动机

W型发动机

对置式发动机

V8发动机示例，包括计算

动力总成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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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缺陷数据库GFD

我们提供您全球范围内使用标准化档案处理的可

能性，因此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或者只有一个专业

领域能因这些基于经验的知识受益。这是十分有

意义的一步，因为大部分我们的客户和有兴趣的

人在研发和/ 或生产领域使用过很多的NVH系统。

每个地方每天都会产生很多价值的知识、测量结

果和经验。全球范围的损害数据库可以归纳这些

知识，并且所有地区负责相关事项的工作人员均

可获得这些信息（跨地域）。此外，全球损害数

据库中所有参与产品研发和生命周期的部门将与

其他部门积极有效地连接起来。

生产<->生产
对于生产过程中未知的损伤情况，可以跨地区的与相同结构变速箱的全球缺陷数据库进

行比较。通过比较样件可以简化并加速分析过程。另外由于有不同的统计方法，可以在

缺陷频率和原因方面对各个生产基地进行相互比较。

开发-> 生产
由于在开发和生产过程中都使用MVH系统，因此根据“经验教训”，可将开发时所获得的

知识用于简化并加速生产过程中的分析。开发部门在需要时可以快速访问生产过程中关

键的试验结果。这有助于加速可能需要的审批过程。

生产-> 开发
生产过程每天都提供了超过一千个结果。因为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并且生产非常复杂，

所以提供了各种缺陷图片和相应的部件分类。其在开发过程中又可以用于识别样件。

开发 <->开发
在以后进行开发和分析的时候，可以全面使用所有生产基地获得的开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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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示例 - 前三大损伤 eol-ANALYSER数据示例

delta-ANALYSER数据示例

常规结构
delta-ANALYSER crash-PREVENTER

deltaEvaluation

eol-ANALYSER turbo-CONTROL

eol AppPool turboEvaluation

1. 生产的耐久性试验

� 测量数据库

2. 分析

� 识别损伤的部件

� 损伤位置和类型

� 造成损伤的时间
 

3. 全球缺陷数据库

� 损伤报告

� 损伤统计

� 损伤关联

� 全球归档

通过点击鼠标制作PDF格式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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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 Production

研发 / Development

连接所有地域
Networking of individual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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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 Production

研发 /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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