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04-EN1-0304-ZH

润滑系统 CLU4 
用于大型双行程十字头型柴油发动机的润滑 
 - 由于油耗低而降低了运行成本

从系统中获得的优势

• 由共轨系统或选配的供油装置驱动

• 定时注油器的模块化结构确保了运行期间可维护系统（无需 
重复）

• 定时注油器具有活塞气门控制，一般无需额外的加热装置

• 机械特点、不可调节计量和集成阀功能防止了运行错误

• 分开控制的电子装置监控每个气缸的润滑功能（ALM装置）

• 高性能过滤系统具有刻度测量总的耗油量

• 依靠集成总线技术而使安装成本低

• 最新定时注油器系统（需要时）具有用于原始设备制造商的 
喷嘴

• 适合所有双行程十字头型600至6000 kW，每缸有6至8个套管

轴的柴油发动机

• 成熟的CLU4技术现在亦有紧凑型CLU4-C尺寸供应

• WÄRTSILÄ为发动机系列RT 48-96提供了包括安装在内的完整

改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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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F Lubrication Systems Germany AG生产

用于大型双行程十字头型柴油发动机的气

缸润滑系统已有数十年。特别开发的润滑

泵及蓄能器确保了负荷汽缸的高效润滑。

除了具有系统相关优势如高可靠性、易操

作性和简单维护的现有CLU 3系统外，还开

发了全电子控制的CLU4系统。CLU4系统的

开发目的旨在降低油耗并与汽缸的主负载

因数和运行状态更相符。

相关主因数包括发动机速度、负载、启动

和磨合状态等。此外，还关注了燃料和润

滑剂成分。

当主控制装置评估负载因数后，它优化了

循环率和计量瞬间。通过最优系统设计

和调节，可进一步减少油耗至约0.8g/kWh 
(0.5g/BHPh)，从而节约资源。

新开发的CLU4电子气缸润滑系统凭借最

新控制电子系统实现了这个功能。多亏了

气缸壁中特殊套管轴的智能组合，可湿润

移动活塞的每个点，如环形组件、活塞裙

等。 

当特殊套管轴具有集成喷嘴时，重载气缸

壁也可直接润滑。

从2009年开始，本系统也可供应具有紧凑

型泵设计的CLU4-C型。

系统功能CLU4和CLU4-C

具有共轨技术的现代发动机上的CLU4润滑

系统主要包含：

具有6至8个出口和外部监控电子系统的•	
定时注油器（每个气缸一个[组]）

套管轴和特别开发的主控制装置（由客•	
户提供）

具有测量总油耗的带刻度过滤系统•	

发动机启动前由发动机管理系统驱动集中

供油系统。从而由于现代共轨技术而在发

动机启动前定时注油器中便已由[有]伺服

油。各气缸的润滑油需要[需要量 ]由主控

制装置决定。由于4/2通道[两位四通 ]电磁

阀动作并通过控制电子系统发出润滑油脉

冲。

悬挂在中央驱动活塞中的测量活塞突然发

生联合确定的测量行程。有/无喷射功能的

特殊套管轴以准确的精度释放准确量的润

滑剂。根据负载和运行状态，每两个、三

个、四个或多个活塞行程或机轴转动激发

润滑油脉冲。

监控电子系统检查测量压力。然后检查脉

冲润滑系统有无堵塞、滞留空气、润滑剂

缺少和驱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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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原理图 CLU4和CLU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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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实例，由供应装置、定时注油器、系

统过滤器和套管轴（WÄRTSILÄ）组成。

基本泵 CLU4基本泵 CLU4-C

New
!

N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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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注油器

根据应用和发动机类型，泵装有6至8个
测量活塞和1个校准测量螺杆。底板包

含阀门功能，并具有蓄压器和电磁阀。

定时注油器的常见特征 
（CLU4和CLU4-C型）

• 润滑剂的强制测量

• 大范围润滑油粘度——由于活塞气门

控制

• 电磁阀为电动和手动

•  紧凑型设计，具有集成阀门螺杆用于

关闭润滑油和伺服油系统，并在维护

作业期间释放系统压力

•  每台泵仅一个蓄压器，可实现快速测

量行程和“软”运行。

•  仅两个居中布置的排泄螺杆（润滑油

和驱动油）

•  由共轨系统或设计具有最大安全性的

双层壁的供油装置直接驱动

供油装置SA/B型 
（仅无共轨注射系统的 
发动机或改造应用需要）

供油装置承担小型/中等尺寸和大型双

行程发动机的两个性能范围。两台泵装

置（其中一台为备用泵）与阀门块一起

预先安装在底板上。

需强调的供油装置特征：

• 电动机防振型具有安全插头型连接

•  坚固的高压齿轮泵也适用于供油系统

（3至8 bar）

•  具有多功能和集成出口端连接器以释

放压力和在运行期间进行维护的阀

门块

•  双壁管道系统防止了由于可能的泄漏

而使润滑剂离开系统，泄漏监测由压

力传感器集中进行。

        定时注油器CLU4-C的特征 

•  紧凑型设计，不含用于润滑油切断

和压力释放的集成螺旋阀

•  包括快速连接以检查和填充氮气蓄

压器

•  需要时（如为了测试各个气缸），

可供给磨合用油或特殊油

•  强力增压也可用于压力区的测量目

的或带喷嘴概念

•  按客户要求校准并在工厂测试，可

通过可更换测量螺杆进行调节

•  由于选择了特殊材料组合和超长轨

道布置而具有长使用寿命

•  恒定行程量确保了恒定的传送特征

和/或喷射形式

•  所有重要部件安装在底板上，可快

速更换

• 高抽吸性能

基本泵CLU4 / CLU4-C 供油装置S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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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测量油耗的比例尺的
滤油系统
在日用柜和气缸上的定时注油器之间设

有高容量吸入过滤器。

需强调的滤油系统特征：

• 大尺寸确保了长维护间隔

• 截止阀和通流阀的精巧布置优点

• 系统运行期间可进行过滤器更换

• 可对所有气缸测量润滑油用量

• 避免了油流中的气陷

• 带油污指示器的过滤器作为标准特征

• 可重复使用的不锈钢过滤元件

带喷嘴的应用实例 
优点：可在活塞上方表面加油

凭借CLU4或CLU4-C气缸润滑系统是大型柴油发动机领域具备最新润滑技术要求的

产品。由于其双壁管道而获得了最高防火性能，同时满足了最高安全要求。CLU4
或CLU4-C系统可进行扩展已适应任何未来的发展。

请咨询您的双行程发动机生产商。

决定支持现代SKF气缸润滑系统

带测量油耗的比例尺的滤油系统 选择图，SA/B供油装置 多年以来的大量系列试验证明了我们的CLU4
气缸润滑系统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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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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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获得本手册的途径：

订购号 1-0304-ZH
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02/2013)

产品重要使用信息

所有SKF产品仅可用于本手册和任何指南中规定的预定用途中。如果产品

中带有操作指南，则必须阅读并遵守这些指南。

并非所有润滑剂都适用于集中润滑系统。SKF提供检测服务，测试客户提

供的润滑剂以确定是否可用于集中系统。SKF润滑系统及其部件不可与天

然气、液化气、溶液中的增压气体、以及在最大允许温度下蒸汽压力超过

标准大气压 (1013 mbar) 0.5 bar以上的流体一起使用。

任何危险材料，尤其是欧盟指令EC 67/548/EEC第2部分第2节中分类为危

险级的材料仅可在咨询SKF和收到SKF的书面批准后方可用于SKF集中润滑

系统和部件及交付和/或配送。

SKF Lubrication Systems Germany AG 
2. Industriestrasse 4 · 68766 Hockenheim · Germany 
Tel. +49 (0)62 05 27-0 · Fax +49 (0)62 05 27-101 
www.skf.com/lubrication

® SKF是SKF集团的注册商标

© SKF集团2013
本出版物内容的著作权归出版者所有且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不得被复制（甚

至引用）。我们已采取了一切注意措施以确定本出版物包含的信息准确无

误，但我们不对因使用此等信息而产生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任何责任，

不论此等责任是直接、间接或附随性的。

Brochure note

951-130-314-DE/-EN   Operator manual Lubrications system CLU4
951-170-206-DE-EN   Operator manual Lubrications system CLU4-C
951-160-012-DE/-EN  Spare Part list CLU4/CLU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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