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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增压器

从传统意义而言，汽车产业是 一个创新程度最高的行业分支。能源

效率和现代内燃机的效率是并 且始终是动力总成开发领域最具有挑

战性的领域之一。市场的持 续全球化、限制化石燃料载体资源

和持续爆发有关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排放）的争论，这都使其

更具重要意义。	

除了若干其他开发领域（电 动车、混合动力、余热利用、自动启

停、喷油系统等）以外，将新的 创新型涡轮增压器和明显更小型的内燃

机相组合是实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 方法之一，因此变得无法替代。主要优点

是逆转了卡诺循环的换气回路并使最高 功率和燃烧室可用容积“脱钩”。这一方面使效

率更佳，另一方面使动力总成更小、更轻。输出功率只取决于燃烧室的氧气填充效率及由此产生的增压压

力，在其他领域还可以实现其他类型的细分。为了保证高功率，以后也会需要相应的燃油量，但其在部分

载荷领域提供了极大的油耗优势。

不久以前，正是在持续使用废气涡轮增压器后，最终才造就了柴油发动机在当今汽车领域的竞争能力。近

几年，通过持续深入开发这一技术，其现在也越来越多的用于汽油发动机。优势还是同样的明显。但柴油

发动机在更低转速下具有相对较低的废气温度（约850°C），汽油发动机的废气涡轮增压器必须在更高转

速（超过300,000	 U/min）下承受超过1000°C的温度。在满足整体动力总成强度要求的同时，这是对材料

的真正考验。

另一项挑战是这种新高效动力总成的功能特性，这直接与客户的接受度相关。虽然动力总成体积小巧，但

其必须能快速加速较大的质量（涡轮迟滞），并达到可接受的最终速度（最高功率）。其必须设计得尽可

能小巧、轻便，尺寸必须适度并具有强大的功率。当然，如果不和相应的内燃机组专门单独匹配是无法取

得满意的结果。

满足这些要求的两个决定性系统变量是增压压力和这时可能的体积流量。两个变量都以转子（涡轮-驱动

轴-压缩机）的转速为基础。气门开关性能对动力（转速变化）的要求较高，而最高功率则对最高转速的

要求较高（最高超过300,00	U/min）。

这样，涡轮增压器可以根据当前运行要求的不同运行，其频率范围极宽，为0至5000Hz以上。人可以感知

的最高声谱为大约20,000Hz，其可用于进行对比。系统特有的不平衡半径（约	3	–	30mm）如果有几毫克

的不平衡量，则不仅会导致所使用的材料超负荷，还会在车辆内外部产生结构噪音及声波形式的噪音，这

种噪音令人极其不舒服。如果其他部件相互间的频率范围明显更低，并能够产生单调噪音混合叠加和宽频

谱衰减的现象，则涡轮增压器的声谱将明显增加。

但为了能在以后同样满足现代化的质量标准，必须在整个运行范围内补偿不平衡量。

在转子的工业生产过程中，首先因材料不均匀以及生产和装配公差会产生不平衡现象。不平衡是指旋转体

质量重心偏移离开其旋转轴。当转子的主惯性轴与通过轴承指定的旋转轴啮合时，则转子被认为已经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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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和现代内燃机的效率是并 且始终是动力总成开发领域最具有挑

战性的领域之一。市场的持 续全球化、限制化石燃料载体资源

和持续爆发有关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排放）的争论，这都使其

除了若干其他开发领域（电 动车、混合动力、余热利用、自动启

停、喷油系统等）以外，将新的 创新型涡轮增压器和明显更小型的内燃

机相组合是实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 方法之一，因此变得无法替代。主要优点

是逆转了卡诺循环的换气回路并使最高 功率和燃烧室可用容积“脱钩”。这一方面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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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经过平衡的转子不会向其轴承传输离心力，由此产生的旋转频率振动同样较小。

理论上，安装好的涡轮增压器由旋转轴所分配不平衡矢量的数量是任意的。按照刚性转子不平衡技术的基

本原理，一个转子的总不平衡矢量始终合成为任意两个径向平面中互补的不平衡矢量，特殊情况下还可以

合成为一个唯一的不平衡力矢量。但这只是一个简化的模型概念。现实中涉及的是挠性转子，其在历经完

整的转速范围时，会历经多个由系统决定的固有共振范围（模式）。因此，不仅是因轴承导致的旋转轴中

心的轴偏转会产生振动形式（所谓的静态不平衡），转子本身的不同弯曲形式也会产生振动（所谓的动态

不平衡）。静态不平衡可以通过单一矢量描述和抵消，但是动态不平衡不同性质的摆动只能通过有针对性

地在轴上施加平衡力矩（也就是说至少要两个平衡矢量）来抵消。

在每个运转范围内，不平衡矢量对波程有不同的影响，而且还会彼此影响。若要充分稳定每个范围内的波

程，则只能找到一个最佳折中方案。

因此，总的来说，目标是减少每个转速范围或者模态范围的旋转对称振幅。在此，必须考虑到，可能无法

实现让一个范围的理论最佳值也适用另一个范围。

按照现有技术，涡轮增压器机身（安装了转子的轴承壳

体，但不包括压缩机和涡轮机壳体）在安装之后将在压缩

机侧的两个平面上进行动态的运行平衡处理。受结构的限

制，这一般只能通过有针对性地去除轴尖端的材料和压缩

机叶轮上叶片之间的材料来实现。理论上，还有必要在涡

轮机侧进行额外的模拟动能抵消。但是，同样是因为结构

的限制，这种做法的实际意义是，转子上明显更具刚性，

两级不平衡涡轮增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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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质量更大，但有几乎相同生产公差的部分会因此承受着相应比例的类似不平衡。起抵消作用的惯性一

般能够平衡振幅，从而使理论上具有必要性，而从过程技术上来说更昂贵的	4	平面平衡过程在经济考量方

面没有吸引力。

早在	1995	年，KKK（后来的博格华纳）就向我们提出，希望用Reilhofer	的德尔塔分析仪（delta-ANALY-

SER）测量涡轮增压器的不平衡度。我们之后制造了专用的涡轮控制设备（turbo-CONTROL）。这是世界首

个能在快速加速过程中进行测量，并在	2	个平面中修正压缩机叶轮的诊断与平衡系统。

该系统时至今日也已经过了持续的改进，所以其现在能够在多个振动方向上，以在线顺序分析的方式进行

多通道的平行声学频谱分析。其改进后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分析质量（测量技术）和最大化的自动化程度（

分析软件）。以前，这个系统必须手动校准和配置，然后才能在不平衡度和测量幅度之间建立起关联，现

在这些均为自动完成。只要这个过程已进入机械运行阶段，并且已配置了少数几项用于进行材料去除的几

何参数，该系统就会自主“磨合”必须在哪个/哪些平面中进行平衡，才能达到（或者不能达到）所要求

的极限值。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是，由于效率要求不断提高，间隙尺寸及其公差持续变小，以至于在交货状

态达到额定转速和相关转子可能出现的振动移位时，可能会产生试验损伤。只有在达到一定的转速时能保

持足够的振动质量，才能接近额定转速，但是由于存在多个平衡周期，这将导致试验时间显著增加。使用

统计学分析方法后，时间的增加再次被最小化，所以，今天通过平衡过程达到的涡轮增压器质量不会对经

济性产生负面影响。

涡轮增压器“机身”	——	“涡轮增压器真正的心脏”	

这里的重要事项：

•	消除不平衡度

•	优化动态表现

•	质量分析

•	声音异常检测

•	符合规定的声学极限值

Reilhofer	KG	公司所提供的	turbo-CONTROL是一种经过多年考验能够可靠解决这些
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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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身——涡轮增压器的心脏 

                                                            ...  成功需要3个步骤
1	–	确定不平衡度

带有加速度曲线、相位走向和波动图的加速测量屏

用于确定不平衡度的顺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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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平面中整个运转范围内进行相对的不平衡度测定
•	减少摆动

•	减少噪声发射

•	提高适用寿命

在加速过程中进行动态测量
•	动态特性（振动和转速特性监控）

•	通过顺序分析，不平衡分辨率<	1	mg

•	转速可高达300,000	rpm

•	试验时间较短<	15	秒

•	在线极限值监控（不平衡和转速特性）

•	在低转速时进行前瞻性预平衡，避免试验损伤

•	频率范围内的峰值保持监控

无反作用的多通道测量值采集
•	加速度→压电

•	转速采集→磁性

•	再现性高

•	平行的脉冲测量

•	附加轴

用于检测非转速同步效果的频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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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不平衡矢量
•	手动或者自动选择平衡转速范围

•	自主磨合动能抵消	–	无需任何校正，但是可以进行校正

•	根据动态性能对机身进行分类，实现最佳的可比性，并将平衡周期最小化

•	自动决定在哪些平面和在多少平面中进行平衡

•根据极限值定义确定不平衡矢量

计算处理指令
•任意的增压器&刀具形状（轴螺母/压缩机叶轮）

•	质量分布

•	重叠（加工记录）

•	处理顺序

•	极限值定义优化和“不可平衡”识别

抵消不平衡度	-	在线监控
•	角度

•	深度

•注释

自主磨合（统计）
•	动作→反应

•	刀具磨损

•	最小去除量

•	最小废品率

•	质量稳定

•	通过尽可能地减少平衡周期次数优化通过量

2	-	补偿不平衡

涡轮增压器的编辑屏



9涡轮增压器两面动平衡

生产记录
•	试样相关

•	机器相关

•	送货/交付时的增压器动力性

•	加工过程

生产监控
•	识别统计偏差

•	可尽早的干预/响应

•	质量保证

•	质量控制电路

3	-	结果存档

标准化的数据库系统
•	通用兼容性（MS-SQL）

•	方便/良好的可访问性

•	数据安全性/一致性

废气增压器检测区

试验台 1

Management

Quality Control

Production

R&D

(Client 1) (Client 2) (Client n)

DB DB DB

DB

试验台 2 试验台 n

不平衡量 不平衡量 不平衡量

服务器

公司
局域网

图博
控制器

图博
控制器

图博
控制器

中心配置以及有关
一个服务器数据库的
数据存档

每个测试台使用自己的
客户端数据库工作

服务器-客户端模型

试验站中的集成涡轮控制	

包含所述涡轮增压器所有信息的产品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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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UI）

•	多语言	–	简单/易懂	–	信息丰富

•	全球性的过程监控远程访问功能

•	直观的操作方式	–	根据在生产中根据具体应用进行调整

用户控制：

•	生产（操作员）-	装调（安装员）	-	配置（专家）

•	管理（监督员）

用户

流水线上的工人。
不能进行任何配置。

监测试验台和过程。
可以进行必要的设置。

可不受限制地进行所有程序设置和软件设置，
并且可以使用特殊功能。

可不受限制地进行正常的程序设置和软件设置。

机床工人

装配员/调整员

专家

监控人员

“涡轮控制”主屏幕 用户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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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

•	自动化	–	再现性	–	记录	-	cp,	cpk,	%GRR

详细的测量值分析和影响因素分析（图表和刻度）
•	校正数据

•	性能确定

•	影响因素（测量值和平衡抵消量之间的关系）

•	数据基础：校正、生产、单项平衡

•	不平衡变化曲线

•	平衡转速范围（具体的转速、范围、自动过滤器）

•	平衡矢量计算方法（平均值、统计学、重点、目标矢量）

不平衡结果的可重复性 测量结果的可重复性

校准的可视化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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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bo-CONTROL技术规格

测量设备：

信号输入端： 8个固体传声声道（4	个平行）

3	个转速信号通道

输入灵敏度: ±1	mV	...	10	V

传感器供电: 4	mA恒定电流

分辨率: 1,25µV

采样率： 可自由编程；最高	2.5	MHz

转速： 0	–	300,000	rpm

尺寸： 19“	插箱,	3HE,	

110/	230	伏,	50/60	Hz,	350W

运行温度： -10°C	...	+55°C,	IP	30,	防护级	I

信号/数据处理：

频率分析和顺序分析：	 一体的

数据存储： SQL	数据库,	MS	SQL	Server

可视化处理计算机：

工业	PC: 最新版，Raid1	

19“	插箱,	4HE	

110/230	伏,	50/60	Hz,	350	W

操作系统： Win	7	Ultimate

通信： 连接到	PST	主机

公司网络

控制/通信:

输入端：		 20	通道	24	VDC

1	个光学编码器

输出端： 24通道	24VDC

1	恒定电流	4-20	mA（用于进气阀）

通信：	 Profibus	DP,	以太网，串行

以太网： 10	/	100	/	1000	Mbit/s

选装： 转速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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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	常见问题

需要什么才能确定涡轮增压器的不平衡？

若要确定一个涡轮增压器的不平衡，首先必须知道，转子本身是如何形成其振动特点的，尤其是这些特点

是如何表现出来的。此外，在高动态性热机中，仅对一个精选的运行点进行采集是不够的，更多的是要对

整个范围进行采集，才能获得有说服力的质量检查结果，同时还要将试验时间保持在尽可能短的范围内。

试验不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步骤，它只会消耗制造商的时间与金钱。试验时间过长将削弱产品的经济性。因

此，确保和转速相关的基础振动在量和相位上具有高精度分辨率，并实现精确到毫克的高精度补偿处理，

这些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REILHOFER	KG	公司最新一代的	turbo-CONTROL就实现了这一目标。	

公司和独家的试验台制造商一起开发了一种平衡机，能够完全自动地装载，可根据结构尺寸通过压缩空气

恒定地将机身加速至最高	300,000	rpm	的速度并再次减速，并可以对不平衡度进行补偿。该平衡机的振动

动力学方案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专门根据需求进行匹配。配合REILHOFER	KG开发与优化的信号采集、信号处

理和信号解读技术，在最佳框架条件下，其能实现让每个部件的总试验时间明显低于两分钟。

能否仅用一个传感器在整个运行范围内的两个平面中确定一个不平衡度？

可以。REILHOFER	KG	的	turbo-CONTROL	已能成功地在合适的传感器位置上，仅用一个传感器就能表示两个

不同径向平面中的转子不平衡度。但只有采集了整个转速范围，并且通过优化的试验台动力和专用的振动测

量系统之间高度复杂的相互作用，并借助于分析方法，才能实现上述功能。该方法的基础是顺序分析，也就

是通过磁性高精度转速采集直接解读振动信号。在这里，用于采集转速的传感装置也是	REILHOFER	KG	自己

开发的。

我能测定的最高转速是多少？

目前该方法的转速被限制为	300,000	rpm。从测量技术角度来看，可能达到的最高转速为	600,000	rpm。

由于试验仅采用冷态压缩空气进行操作，在这里，试样本身就是个限制因素，因为这里没有正常运行时废

气中所含的热函，并且超过	 300,000	 rpm	 的转速甚至会威胁试样本身的结构完整性，所以“还未”存在

更高转速。

确定涡轮增压器的不平衡需要多长时间？

涡轮增压器本身以及所要达到的试验转速最终决定了可能达到的最短试验运行时间。例如，如果要达到	

200,000	 rpm	 的转速并且梯度为每秒	 30,000	 rpm，则加速时间为稍微低于	 7	秒。惯性运动同样要受控

制，因为突然关闭压缩空气意味着推力反转，可能导致试验损伤产生。因此，今天试验时间一般都为每次

测量大约	1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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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测量和处理不同的增压器几何形状吗？

可以。从测量技术角度看，turbo-CONTROL	 可以对任意大小和形状的涡轮增压器进行试验和平衡。这里所

需要的全部变量（质量、半径、测量技术动态范围等），都反映在	 turbo-CONTROL	 的配置中。试验台本

身同样为可缩放型，几乎可以应用于所有可能的几何形状中。由于在生产过程中试验空间总是成本利益相

关，所以重点在于设计出尽可能紧凑的结构，同时还要拥有尽可能高的自动化程度。目前的结构是根据汽

车工业的尺寸要求和需求进行优化的，但是其尺寸是可以自由缩放的，因此也可以提供用于大型应用（例

如商用车领域）的涡轮增压器。

不平衡分辨率有多好？

从测量技术角度来看，实现＜0.1毫克及更小的精度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所有的不平衡质量都是在给定

的不平衡半径条件下，以0.1毫克的分辨率计算出来的（比较的时候只有质量信息才重要，半径仅构建了

校正和补偿之间的均衡关系）。实践中能达到的精度是由具体要执行的装调组件、涡轮增压器的制造精度

和所需运行参数的调节（机油类型、温度、压力、流量，夹紧力，驱动的压缩空气）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

决定的。在室温条件下用压缩空气给转子加速的时候，压缩机侧会发热至超过100°C，而涡轮机侧将冷却

到-40°C以下。气流本身也只能以正切的脉冲驱动形式出现，这样不符合涡轮机的设计应用条件：即通过

热废气中的热函进行驱动。由于也不能像常规动平衡技术那样直接在转子的轴承位置中进行测量，所以就

只能考虑传递功能（不平衡–转子–油膜–轴套–油膜–轴承箱–装调组件–传感器）。在考虑所有这些

影响因素之后，得到的实际可实现的精度为大约	1mg。

是多通道测量的吗？

除了单纯的振动/不平衡测量之外，在涡轮增压器的试验过程中还有其它几项框架条件也是很重要的，例

如：压缩空气中的脉冲，以及转速不同步现象的进一步频率分析（峰值保持）。此外，从质量技术角度来

看，以及为了在生产中保证测量信号，可能有必要采集其它加速信号、加速方向，以确保发现所有的质量

缺陷，而不是仅将注意力放在确定不平衡上。现在的turbo-CONTROL可同时在四个测量通道上工作，并且

100%同步。

测量是否无反作用，并且具有可再现性？

全部的振动测量均用知名传感器厂商制造的压电加速度传感器完成。这些传感器直接安装在试验台的合适

位置上。通过对转子鼻部进行磁化，由自行开发的可轴向、也可径向对准转子的转速传感器测量转速。因

此，这种实施方法能够保证可靠地对机身进行无反作用的试验。同样的，信号的可再现性也几乎不受传感

装置的影响，主要由试样本身以及试验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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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创建完整的平衡工作指令吗？

可以。turbo-CONTROL自动创建平衡指令，传输到试验台并监控其执行过程。补偿平面一般位于压缩机叶

轮的叶片上、转子鼻部和轴螺母上。矢量在叶片之间的最多三个处理通道上的分布、轴螺母上的去除量计

算，都可以明确反映并自由配置。此外，监控处理历史还可保证没有超过任何允许的处理深度，或者重合

处理没有导致大的计算误差。

能否在线监控处理过程。

可以。处理过程处于turbo-CONTROL系统以及试验台控制系统的双重监控之下。在这里，横切面同样是通过

turbo-CONTROL的声学振动测量进行控制的。只有当两个系统都识别到了正确的角位置才会进行处理。由于

只能使用统计学处理过程来优化被声明无缺陷的补偿指令，因此通过turbo-CONTROL进行监控在这个意义上

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还必须防止，有工作缺陷的处理单元导致试样和试验台出现不可修复的损伤。

是否可以保存处理过程？

可以。每一个处理步骤将以完整的处理记录的形式连同诊断结果一起保存在	MS	SQL	数据库结构中，并且

可以根据具体客户的要求提供使用。

出现生产波动要怎么办？

每个测量过程也都会被保存在	MS	SQL	数据库结构中。这个数据库结构保留转速变化的完整加速值测量曲

线（保留了量和角位置），以及一个或者两个平面中的所有可自由定义的不平衡矢量的完整测量曲线。因

此，其宽泛的数据基础允许使用众多的统计分析方法，例如：可用于进行中长期的生产波动识别。例如，

连续上升的加速值预示着之前的生产步骤出现制造路径偏移。

是否存在分析手段？

由于客户要求多种多样，REILHOFER	KG	自己仅提供非常有限的结果数据访问途径。公司更多地将注意力放

在标准化接口和将结果数据复制到客户自有网络（MES等）中，由此确保最大化的灵活性。	

由于坚持采用成熟的数据库技术，所以我们能为每个客户提供最适合的访问方法。因此每个客户都能掌控

自己的数据，这反过来又提高了客户信任度。机密信息被留在它本该存在的位置，也就是留在生产过程

中，而不是留在供应商那里。

我们是最先使用这个系统的人吗？	

不是。在全世界有超过两百个	turbo-CONTROL系统在使用。超过	1.5	亿个进行过2平面平衡处理的涡轮增

压器即是证明，当然也是对我们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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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y

Brazil

USA

Mexico

China

Kangyue Technology Co. Ltd.

turbo-CONTROL客户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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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考信息的完整概览请您见下文：

Germany

Brazil

USA

Mexico

China

Kangyue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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