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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水平轴对中应用程序

“SKF 轴对中”

SKF 轴对中工具
卧式机器应用程序
弹性短联轴器

1.1 如何更改应用程序语言

应用程序将会更改为适用于操作设备近期使用过
的语言和日期格式。

•   要更改 iOS 设备的语言，轻触：
设置 --> 通用 --> 语言和区域

•  要更改安卓设备的语言：
1.  打开设置应用程序。
2.  在控制选项卡下，选择语言和输入。
3.  轻触英语。
4.  选择您的首选语言。
5.   平板电脑将立即被切换至新的语言。

注：本对中应用程序有 8 种语言版本。本应用程
序采用与 TKSA 显示屏系统语言相同的语言。 
如应用程序不支持所选语言，英语将成为默认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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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菜单

轻敲设备主画面中的轴对中应用程序图标来启动
该应用程序。然后将进入主菜单。 

十分重要：请务必阅读 TKSA 硬件的使用说明。

a. 继续
如果您有正在进行的对中，它将出现在主菜单的
左侧，可以继续。

b. 新的对中
请轻敲加号（“+”）以开始新的对中。如果对中还
在进行中，应用程序将会询问您是否想要开始新
的对中或继续当前对中。

c. 设置
访问可编辑的设置。

d. 机器库
访问机器库和报告。

e 帮助
访问帮助视频和使用说明文件。

f. 编辑
可通过位于视图右上角的编辑删除报告。请轻敲
编辑，再轻敲待删除的报告，最后轻敲位于视图
左上角的垃圾桶标志以删除报告。

g. 报告
之前创建的报告将以微型图的形式在主菜单按钮
下方显示。轻敲打开报告可以进行查看、编辑、
打印和发送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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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设置

a. 报告模板
所生成的报告中包含公司、操作人员和商标等附
加信息。

b. 角度偏差
角度偏差表示为 /100mm [mils/”] 或联轴器间隙。
就间隙而言，在机器信息视图中输入距离时，请
指定联轴器的直径。

c. 传感器值
传感器值选项用以显示测量中的检测器读数以及
旋转角度。

d. 测量选项
启动自动测量
不用手动轻触记录按钮的测量程序。它让您避免
第二和第三次测量时手动轻触记录按钮的需要。
使用固定角度
三个固定角度的测量程序，每个之间隔开 90°。
它使您在没有角度传感器的情况下进行测量。

e. 扩展过滤器长度
增加对测量值进行过滤的时间，使得存在由于气
流干扰产生的光束偏移等外部干扰的情况下还能
得出精确的测量。扩展过滤器长度选项能够让样
本时间增加多达 20 秒。

f. 硬件
已连接测量单元。如果您想要选择其他单元，请
轻敲选择硬件。

g. 单位
用于在公制和英制测量单元中切换。所显示的单
位通常以系统单位为基础，但是您可以取消这个
并在公制和英制单位之间切换。 

h. 完成
请轻敲完成来完成任何设置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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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选择单元

无线蓝牙传输将在设备和两个测量单元之间建立
连接。如果需要打开设备上的蓝牙功能，系统将
会对您发出提示。 

注：在第一次使用时，您需要选择您想要在系统
中使用的测量单元。 
通过轻敲列表中的一个 S （固定端）单元和一个 

M（移动端）单元来连接至测量单元。应用程序
将会记住您所选择的测量单元，并会在下次对中
时试图连接至这些单元。

该应用程序有一个演示模式，可以在没有实际测
量单元可用的情况下测试大部分功能。演示模式
选项位于选择单元视图的底部。

1.5 机器信息

启动新的测量时，会显示机器信息视图。在三个
测量位置记录数据时，还可以从屏幕右上角进入
机器信息视图。

a. 搜索
轻触放大镜，以搜索机器库里的机器。

b. 二维码扫描
轻触二维码图标以扫描与库中机器关联的二维
码。如找到，将填写该机器的设备信息。

c. 机器 ID
输入将用于机器识别的机器名称。
机器 ID 可与二维码关联。  
轻触添加二维码并用摄像头扫描标签。对于与二
维码关联的机器 ID，您可以删除其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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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距离
为待对中的机器输入四个距离。联轴器中心就是
测量偏移的地方。如果您想要用联轴器间隙来表
示角度，您还需要指定联轴器的直径（请参见设
置章节）。请轻敲测量来选择并用出现的键盘指
定新的距离测量。上一次对中时输入的距离将成
为默认值。

1.  测量并输入固定端杆中心到联轴器中心的距
离。

2.  测量并输入联轴器中心到移动端杆中心的距
离。

3.  测量并输入移动端杆到前脚（脚中心）的距
离。

4.  测量并输入前脚到后脚（脚中心）的距离。

e. 机器照片
添加与机器关联的照片（可选）。

f. 公差
可基于您正在对中的机器的 RPM 速度使用内置
公差值。请轻敲表格中的某列来选择适当的公差
或轻敲定制来选择定制公差值。

g. 垂直调整方法——垫片
– 垫片
如果垂直的结果超出公差，就需要添加或移除垫
片来进行调整。该系统在地脚处计算校正值并显
示是否需要添加或移除垫片。垫片值是固定的，
不是实时值。
– 可调节垫块/Vibracons（实时）
如果垂直的结果超出公差，就需要将垫块拧上或
拧下来进行调整。系统会显示垫块需要调整多少
以及调整的方向。如果您偏好实时值，请选择该
模式。



7ZH

h. 目标值
在离线状态下输入目标值（由蓝色图像显示）在
运行状态中（由红色图像显示）对中。将会对测
量结果进行补偿，所以当您调整所有不对中都归
零了的离线机器时，将会在机器处于运行状态时
进行对中。
有三种方式计算目标值。通过热膨胀，输入地脚
目标值，或通过选择热测量和冷测量。

i. 报告信息
输入将用于报告识别的报告名称。

软脚检查已执行：如果执行了软脚检查，请轻敲
这个框。将在报告中出现检查标记表示“软脚检查
已执行”。请从 App Store 下载软脚应用程序
名为：“SKF 软脚”。

最多可以添加四张报告照片，这些照片将被添加
至报告的末页。

计算目标值的方法有三种。在每种方法中，轻触
计算目标值按钮将覆盖并在目标值中设置偏离和
角度的值。

j. 热膨胀
机器温度的变化会使其热胀冷缩。目标值的计算
以相应选择材料的热膨胀系数为基础。

1.  在每组地脚对，轻触并指明离线和运行的温
度。

2.  轻触并选择固定端机器的材料。
3.  轻触并选择移动端机器的材料。
4.  输入固定端机器前后地脚之间的距离。
5.  输入固定端机器前地脚和移动端机器后地脚

之间的距离。
6.  输入固定端机器轴中线和底平面之间的距

离。
7.  输入移动端机器轴中线和底平面之间的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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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地脚目标值
如果已知地脚对的热膨胀信息，您可以在此输入
这些值。

1.  输入静止机器前后地脚之间的距离。
2.  输入固定端机器前地脚和移动端机器后地脚

之间的距离。
3.  为垂直面输入地脚目标值。
4.  为水平面输入地脚目标值。

轻触计算目标值完成所有更改。

l. 热-至-冷测量
程序：
适用于已达到运行条件温度的机器。关闭并锁定
机器。尽快启动测量系统，测量并创建含有已找
到的测量结果的报告。  
将报告命名为“热”，便于之后的识别。让机器冷
却至离线温度。测量并创建含有已找到的测量结
果的报告。  
将此报告命名为“冷”。
在热-至-冷测量中，选择两份报告并轻触计算目
标值完成该程序。两份报告若存在任何耦合值的
差异，那么将在目标值中设置偏离和角度。

m. 完成
请轻敲完成来完成机器信息中的任何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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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传感器状态

如果您在设置过程中遇到警告或停止问题，将会
出现传感器状态。如果您在测量过程中轻敲警
告/停止标志或按下屏幕左下角的传感器状态按
钮，也会出现传感器状态。 
如果出现警告，视图底部的设置助手会提供帮助
来纠正所有问题。警告标志可被忽略，但是在无
法读取传感器必要数值时，会出现停止标志。

会在以下情况显示警告：
•  电量低于 10%。
•  设置过程中，激光光束偏离中心目标大于 

2 mm [80 mils]。
•  激光光束离检测器边缘过近。
•  测量单元间的旋转角度差异大于 2°。

会在以下情况显示停止标志：
•  没有蓝牙连接。
•  没有检测到激光光束。

提示：在测量过程中，传感器状态可用于查看
检测器值和旋转角度相关的临时数据。 
当结果显示出来后，激光会关闭并且本视图中将
没有可用的检测器值。

a. 序列号和已连接状态
序列号和已连接状态指示是否连接了任何测量
单元。

b. 电池电量
指示内部电池的充电量。

c. 检测器
检测器值表示各检测器中心与激光光束瞄准检测
器的位置之间的距离。

d. 旋转角度和角度差异
旋转角度和角度差异可用于精准地定位两个面对
面的测量单元。

e. 选择硬件
已连接的测量单元清单。如果您想要选择其他单
元，请轻敲选择硬件。

f. 完成
如果没有出现警告，请轻敲完成继续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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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测量程序

默认测量程序是在三个旋转位置进行手动测量，
本节将对此进行详细描述。也就是说，由操作人
员将轴转到每个位置并轻敲记录按钮来手动测量
轴对中数据。  
同时还配备一个自动测量选项，操作员无需在每
个位置触摸记录按钮，只需关注轴的旋转。最
后，还有一个在三个固定位置测量的选项（启动
这些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设置章节）。

手动测量
记录三个不同旋转位置的测量值。系统将会从测
量单元的水平位置开始，尽管第一个测量位置可
以是围绕着轴的任何位置。系统会提供有关旋转
方向的指南，但是如果您乐意的话也可以往反方
向旋转。第二和第三次测量最好按照第一次测量
相同的方向旋转。当记录按钮为绿色时，说明测
量单元和轴已经转到理想的量了——至少 90°。

轻触记录第一个位置。
红色箭头和红色的记录按钮表示，您还需要旋转
轴才可以记录第二次测量位置。

蓝色箭头和蓝色的记录按钮表示，轴已经旋转足
够了（>20°），但仍未达到理想的量（90°）。  
如果可能，请继续旋转轴至 90°，以获得最佳效
果。

没有箭头和绿色的记录按钮表示，已经达到了可
以获取最佳效果的理想旋转量（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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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触记录第二个位置。
红色箭头和红色的记录按钮表示，您还需要旋转
轴才可以记录第三次测量位置。

蓝色箭头和蓝色的记录按钮表示，轴已经旋转足
够了（>20°），但仍未达到理想的量（90°）。  
如果可能，请继续旋转轴至 90°，以获得最佳效
果。

没有箭头和绿色的记录按钮表示，已经达到了可
以获取最佳效果的理想旋转量（90°）。

轻触记录第三个位置。

自动测量
记录三个不同旋转位置的测量值。系统将会从测
量单元的水平位置开始，尽管第一个测量位置可
以是围绕着轴的任何位置。系统会提供有关旋转
方向的指南，但是如果您乐意的话也可以往反方
向旋转。第二和第三次测量最好按照第一次测量
相同的方向旋转。当记录按钮为绿色时，说明测
量单元和轴已经转到理想的量了——至少 90°。

轻敲开始自动测量。 
这会记录第一个测量位置。

红色箭头和红色的自动记录按钮表示，您还需要
旋转轴才可以让系统记录第二次测量位置。

蓝色箭头和蓝色的自动记录按钮表示，
轴已经旋转足够了（>20°），但仍未达到理想的
量（90°）。  
如果可能，请继续旋转轴至 90°，以获得最佳效
果。

没有箭头和绿色的自动记录按钮表示，已经达到
了可以获取最佳效果的理想旋转量（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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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系统察觉到轴已经被足够地旋转了，并且短时
间内没有动过，它将自动记录第二次测量位置。

红色箭头和红色的自动记录按钮表示，您还需要
旋转轴才可以让系统记录第三次测量位置。

蓝色箭头和蓝色的自动记录按钮表示，
轴已经旋转足够了（>20°），但仍未达到理想的
量（90°）。 
如果可能，请继续旋转轴至 90°，以获得最佳效
果。

没有箭头和绿色的自动记录按钮表示，已经达到
了可以获取最佳效果的理想旋转量（90°）。

当系统察觉到轴已经再次被足够地旋转了，并且
短时间内没有动过，它将自动记录第三次测量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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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固定角度的手动测量

记录三个不同旋转位置（90° 分离）的测量值。
在测量过程中，显示固定角度的图标。  
屏幕显示测量单元的放置位置。用绿色箭头指
出。该系统将从水平位置的测量单元开始。
根据屏幕指示，将轴旋转至第一测量位置。您
可以轻触 9/3 按钮在两个水平位置之间切换起始
位置。

轻触记录第一个位置。

显示屏中显示测量单元 90° 旋转的模拟，至第二
位置。现在请将单元转至该位置。

轻触记录第二个位置。

显示屏中显示测量单元 90° 旋转的模拟，至第三
位置。现在请将单元转至该位置。 

轻触记录第三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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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已找到”的测量结果

组合视图中会显示垂直和水平轴或平面的偏移和
角不对中结果。图片显示了机器从侧边到顶部视
图的位置。如果目标值为积极的，则会显示机器
处于运行位置的红色图片。

所得到的值将与选择的公差进行对比，偏移和角
不对中值右侧的标志表示这些值是否在公差范
围内。

在公差内：  √
超出公差：  ×

a. 再次测量
如果需要，请选择再次测量以取消结果并进行一
组新的测量。

b. 调整
进行垂直和水平校正。  
绿色的调整按钮表示某些值超出公差，需要校
正。

c. 对中完成
请轻敲对中完成接受结果。会在主菜单下方生成
一份报告。 

注：在选择对中完成后还是可以继续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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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垂直校正

如果垂直结果超出公差，您需要校正垫片或调整
垫块。以偏移和角不对中值为基础，系统会在
地脚处计算校正值。动画展示了松开螺栓进行
校正。  
在机器信息视图中，您可以设置垂直调整方法。

a.  垂直调整方法——垫片
如果机器信息中设置的垂直调整方法是垫片，系
统将显示是否需要添加或移除垫片。

在校正后，或不需要校正时，请轻敲垫片完成。

b.   垂直调整方法——可调节垫块（实时）
如果机器信息中设置的垂直调整方法是可调节垫
块，屏幕中将会显示垂直校正值。  
把测量单元放在垂直位置进行实时调整。

在校正后，或不需要校正时，请轻敲调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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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水平校正

以偏移和角不对中值为基础，系统会在移动机器
的地脚处计算校正值。  
当单元处于水平位置时，水平值就是实时值。

根据箭头移动机器并观察不断更新的偏移和角不
对中值。

在校正后，或不需要校正时，请轻敲调整完成。

动画展示了正在被向下紧固的螺栓。现在对中已
完成，如需确认结果，需要重新进行测量。

轻敲再次测量。

1.12 验证对中

系统要求重新进行测量来验证对中。  
这是必须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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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已校正”的测量结果

对中完成按钮显示为绿色时，代表机器的对中结
果在所选公差内。如果不是这样，请轻敲调整来
纠正不对中。
请轻敲对中完成退出主屏幕并自动生成一份报
告。

使用固定角度选项时的校正。

在使用固定角度校正时，屏幕中会显示单元放置
的位置。
您可以轻触 9/3 按钮在两个水平位置之间切换位
置。
如果位置与屏幕中相同，则表示校正值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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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报告

报告自动生成为 PDF 文件并在主菜单上显示，
同时最近的对中会显示在左上角。完成对中后，
报告中自动包含“已找到”和“已校正”结果的测量
数据。

a. 编辑报告
报告包含来自测量的数据并且可以添加额外的信
息。轻敲报告中的任意地方来编辑。

b.  签名
轻敲签名字段并在打开的签署报告视图中签上您
的名字。如果要编辑已签署的报告，那么将会通
知编辑者移除签名。用户必须确认后方可编辑。

c.  分享报告
在查看报告时，可以通过示例邮件或打印出来进
行分享。 分享功能位于视图的右上角。

Shaft Alignment Report

Horizontal

Report Name

Machine ID Date

04/05/17 11:26

Company Operator

Notes

100100 200 300

Tolerances

Speed

(rpm)

Offset

(mm)

Angular Error

(mm/100)

0000-1000 0,13 0,10

Target Values

Vertical Horizontal

Offset (mm) - -

Angle (mm/100) - -Angle (mm/100)

Stationary Unit (S):

Movable Unit (M):

Soft Foot Check Performed:

Demo 1

Demo 2

No

Result

✗As Found Vertical Horizontal

Offset (mm) ✓-0,07 ✗0,15

Angle (mm/100) ✗0,17 ✗0,10

Front Feet (mm) 0,45 0,45

Rear Feet (mm) 0,98 0,75

✓As Corrected Vertical Horizontal

Offset (mm) ✓0,00 ✓0,00

Angle (mm/100) ✓0,00 ✓0,00

Front Feet (mm) 0,00 0,00

Rear Feet (mm) 0,00 0,00

Signa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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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机器库

机器库是一种方便的搜索和选择之前测量过的机
器和报告的方式。

a. 机器库
显示一张包括来自于之前测量过的机器的机器 ID 
和报告的列表。

b. 搜索
轻触搜索字段整理列表中的机器 ID。

c. 机器信息
选择机器 ID 以查看相应的机器信息。

d. 新的对中
轻触以将所显示的机器信息用作新测量的模板。

e. 报告列表
轻触报告编号以显示带日期的报告的相应列表。

f.  报告
选择一份报告进行查看。

g.  分享报告
在查看报告时，可以通过示例邮件或打印出来进
行分享。 分享功能位于视图的右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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