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KF的风机升级服务

从独特的轴承系统到循环油润滑系统，来自一个供应商

的全套解决方案。



您的生产率目标是否为预防故障而设置风机？

为了使生产率达到新的远大目标，许多行业正将设备推向其工作

极限。— 也包括风机和鼓风机。转速的提高将带来工作温度的升

高。也意味着风机轴承失效和维修设备导致的昂贵停机时间将频

繁出现，它们时常成为生产中的关键要素。 

       听起来很熟悉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您不是特例，SKF每天至

少要接到一个紧急电话，都是与工业风机发热有关的问题。 

    事实上，采用常规轴承系统和常规润滑方法的风机无法应对较

高风机转速引起的过热现象。 

   如今，其设计并未达到有效维护和有效节能的要求，因而，在

运行时，无论是在工作速度或温度方面，其运行成本往往高于常

规要求。 

SKF — 采用“系统方式”获得风机可靠性的

唯一来源 

SKF的专长涵盖轴承、密封、轴承座、润滑和状态监测技术等领

域，这类领域均可影响到风机的性能和可靠性，事实上，也只有

SKF有能力全面应对这类问题。在当前的工业市场中，SKF有能力

提供最全面的解决方案，不但可增加风机的可靠性，而且能提供

最可靠的循环油润滑系统和技术。 

     为了在减少维护和停机时间的同时提高风机的性能，无论风

机和鼓风机是采用脂润滑，还是采用油润滑，SKF的风机升级服务

均能解决工业风机和鼓风机中与发热有关的一切问题。对现有设

备的工作条件和要求进行评定之后，SKF能提出相应的升级建议。

最后由您决定要求SKF为风机提供哪类升级。 

，



您的生产率目标是否为预防故障而设置风机？

SKF风机升级服务，解决可靠性问题的途径 
虽然，风机解决方案需随设备操作人员的要求和目标而变，但

是，基本上都涉及到调心轴承、先进的轴承座、自动润滑系统、

维护及可靠性服务等综合产品。除了通过一家供应商获得风机全

面解决方案所带来的便利，客户还可节省更换失效风机和鼓风机

所需的大量费用。其效益包括：

•  减少振动 

•  降低工作温度 

•  降低运行和维护成本 

•  提高生产率 

•  延长润滑期限 

•  延长轴承和密封的使用寿命 

•  增加可靠性 

•  降低功耗

提高风机性能，降低运行成本的阶梯式过程 

评定 

SKF的所有风机升级服务均从最初的详细评定开始，目的是确定风

机损坏的原因和相关的维护问题。 

推荐 

SKF提供的建议可能包括全方位风机轴解决方案，它将所有可选的

升级内容整合在一起，包括自动润滑系统或各类部件的综合升

级、润滑系统和不间断服务。 

安装和不间断支持 

SKF的资深工程师将会实施和安排各类轴承和轴的修复、对中和包

含自动润滑系统的安装工作。 然后, SKF可为这些设备提供广泛的

维护服务，从最基本的状态监测直到先进的维护可靠性项目。

SKF的风机升级服务能降低发热量，减少热风机和流程风机维护的停机时间，增加风机的工作性能，涉及的行业包括水泥，钢铁，玻璃

制品，造纸，食品和农业等。



为什么要选用SKF的风机升级服务？

我们了解旋转机械，尤其对工业风机更熟悉。 

凭借100年来在通用旋转机械方面的专长，SKF在工业风机的维护

和可靠性方面已有数十年的现场实践经验。由于每年要答复数百

份来自重工业和制造工业客户有关风机的书面询问，SKF的应用工

程师对于风机故障的原因和如何防范具有特殊的专长。

如要获得包括循环油润滑系统在内的风机轴承全面解

决方案，SKF是您的唯一选择 

所有轴承失效的装置中，80%的起因是污染、润滑或安装问题。

SKF专长于这些领域，而且是唯一一家能提供全球最为完善和相关

的风机轴承解决方案的公司。鉴于公司近期的收购活动，全方位

风机轴承解决方案现已将世界最先进的自动循环油润滑系统及其

技术包含在内。

更多资源，更多解决方案 

在收购了润滑专家Willy Vogel AG和Safematic润滑系统后，近年来，

SKF的润滑专长获得显著的发展。Vogel是世界领先的集中润滑技

术供应商，该项技术广泛用于机床，商用车和铁路车辆。SKF 

Safematic提供的自动润滑系统在重工业和商用车等行业中也处于

领先地位。



完整的风机升级方案及部件

Fr

固定 浮动

先进的轴承座和密封 

SKF的SNL，SAF和SONL轴承座以及密封专用于SKF的调心轴承，

并适合于固定端和浮动端。由于在设计中将刚性、高精确加工面

和轴承的散热等特性综合在一起，因而大大延长了使用寿命。此

外，现场安装也十分简便，而且能自动配送润滑剂。

 

调心轴承 

SKF所提供的创新轴承布置系统由两个调心轴承组成，一个是位于

浮动端的CARB圆环滚子轴承，另一个是在固定端的球面滚子轴

承。这种布置能在CARB轴承中吸收风机轴的热膨胀，而且不存在

任何摩擦。这种布置在运行时，摩擦、温度和振动均很低，并能

减少功耗，提高风机转速。

维护和可靠性服务 

不论升级程度如何，SKF拥有必要的工具和服务，确保设备更可靠

的运行。从最基本的状态监测到预测性维护和操作员驱动的可靠

性维护（点巡检维护），SKF均能实施和执行不间断的可靠性计

划，或装备和培训维护小组，使他们能独立工作。



SKF的润滑解决方案

润滑不良可导致36%的轴承过早失效 

为助您解决风机轴承中的这类问题，SKF公司的润滑产品可在正确

的时间将正确的油脂量配送到正确的轴承中。无论是标准的、现

成的全套设备及润滑剂，还是定制的润滑系统，SKF公司的润滑解

决方案均能提高轴承的使用寿命和可靠性，而且能降低能耗，减

少维护需求和生产成本。由此获得的可靠性改善将有助于长期提

高工厂的生产率。 

集中油脂润滑系统 

真正免维护的SKF集中润滑系统能从润滑中心将润滑剂输送到风机

中各轴承点。每个轴承均能定量获得所需品种的润滑剂，从而能

减少磨损，增加使用寿命。 

     效果如何？过度润滑问题消失了，轴承磨损和划伤现象减少

了，维护工作量降低了，润滑剂消耗量下降了。与不正确的人工

方式相比，有时效果能达到50%。SKF的集中润滑系统解决方案可

用于单路润滑系统，双路润滑系统和递进式润滑系统。

SKF润滑剂 

SKF可为所有类型的轴承及其规

格，并针对使用温度、转速和

负载提供品种齐全的润滑脂。 

     作为风机升级解决方案的

一部分，我们能帮助您正确

选择风机应用所需的SKF润滑

剂。在我们的网站www.skf.com

上可以在线使用润滑选择指

南 — LubeSelect。



SKF的油循环系统可使轴承

工作温度下降50 ˚C (122 ˚F)。

如需获取更多资料, 或要求与SKF应用工程师会晤, 请与您当地的SKF销售处联系。

循环油润滑系统 

无论是专用润滑剂，还是先进的循环油润滑系统，SKF均能针对各

种润滑需求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 

   作为全方位风机升级方案的一部分，SKF能根据现有的轴承或

轴承座配置，将自动润滑脂润滑，或将各类标准循环油润滑套件

中的任一种包含在升级方案内。 

     当工业风机中润滑脂或油浴润滑与其工作温度或转速不匹配

时，该润滑系统是最理想的产品，能将已过滤的，温度受到控制

的润滑油源源不断地送到轴承中。 

     泵送系统和油箱规格均与所选轴承和轴承座系统匹配，并可

在过滤前给与一定时间从润滑油中分离空气，然后才流向轴承。 

     SKF还能提供十分安全的专业装置，它具有二台油泵，以及供

控制和监视之用的基本配置。 

   除了标准装置外，SKF还可为工业风机和成套工厂提供定制设

计的润滑解决方案。 

   无论SKF风机解决方案是现成的还是定制的，它们均能降低轴

承温度，改善使用寿命和可靠性，并能减少功耗，降低维护和

运行成本。可靠性一旦获得改善，工厂生产率势必能长期提高。 



知识工程的力量

凭借一百年来在五项领域的优异资历和应用经验，以及积累的特

殊专长，SKF为全球各大行业的OEM和生产设施提供创新的解决

方案。 

     五方面的优势涵盖轴承和轴承单元，密封材料，润滑系统，

机电一体化（综合机械和电子的智能系统）和各类服务，领先技

术涉及三维计算机模拟到先进的状态监测和可靠性系统。 

   作为一家全球性公司，SKF可确保客户获得同等质量标准和广

泛使用的产品。 

轴承及

轴承单元

机电一体化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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