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KF Multilube泵单元
适用于重载工程矿山机械的单线、双线和递进式
润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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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润滑系统改善运行性能
高质量的SKF Multilube集中润滑系统可防

止轴承故障失效，并改善机器和设备的运

行性能。集中润滑系统可优化润滑效果，

大大减少能耗和润滑剂消耗。对于提高重

型车辆运行性能，SKF Multilube是首选的

经济的，合理的集中润滑解决方案。

紧凑而灵活的解决方案

所有相关部件和功能（控制单元、泵、油

箱、单定向阀、压力检测）都整合在SKF 
Multilube润滑系统泵送单元模块中，内置

的加热功能确保系统在恶劣或寒冷环境下

操作。

用于单线或双线润滑系统的所有SKF
润滑脂和油分配计量器都可以与SKF Mul-
tilube泵送单元兼用。SKF Multilube 集中

润滑系统可采用快速接头，与起重器和尾

部升降机喷雾、平面喷雾和润滑刷等可分

离式辅助设备轻松连接。 

1. 安装板

2. 压力控制单元

3. 润滑剂出口

4. 泵芯

5. 低油位开关

6. 加热元件

7. 换向阀

SKF MonoFlex, SKF DuoFlex和SKF ProFlex系统是为重型机械提供润滑维护的有效解决方案。容易
安装、结构紧凑、且容易操作，可靠性高，能确保严苛工况下正常运行，适用于机械和车辆特殊
应用中。

8. 控制单元

9. 接线端子

10. 溢流减压阀

11. 带过滤器快速接头

12. 溢流阀

13. 可视油位指示器

14. 活塞盘

SKF Multilube泵单元集中润滑系统



SKF DuoFlex – 双线集中润滑系统
润滑剂：润滑脂NLGI 000~NLGI 2

SKFTwinheavy润滑系统主要应用于重型土方机械、短材集运

机、收割机、物料输送设备和特殊车辆。

SKF DuoFlex 系统可通过快速接头方便的扩展连接到一些可分离

的辅助设备上，例如铲斗、吊车和车尾升降台等。

SKF ProFlex – 递进式集中式润滑系统 
润滑剂：润滑脂 NLGI 000 - NLGI 2

SKF ProFlex润滑系统的主要应用包括重型土方机械、转运设备

和收割机、物料输送设备，以及特种车辆。

SKF MonoFlex – 单线集中润滑系统
润滑剂：润滑脂NLGI 000~NLGI 1和油

SKF重型润滑系统主要应用在重型卡车和它们的辅助设备上，如

土方机械、短材集运机、收割机、物料输送设备和其他专业服

务机器。

SKF MonoFlex系统可通过快速接头方便的扩展连接到一些可分

离的辅助设备上，例如铲斗、吊车和车尾升降台等。



来自管路1的润滑剂流入

来自管路2的润滑剂流入 至润滑点B

至润滑点A

B分配器
 
B分配器用于SKF单线润滑系统中。分配

器单元组中包含一个安装基板，它上面可

以安装一个或多个分配器。

分配器采用镀锌并经黄色钝化处理

的钢材制成。安装基板采用镀锌并经黄

色钝化处理的钢材制成，或采用AISI-316
不锈钢制成。B分配器的剂量范围为20至
500 mm3。

SMG分配器

SKF DuoFlex系统配有SMG分配器，与B分
配器相比，可以实现更高硬度润滑脂和更

大润滑剂量输送。

该分配器采用镀锌并经黄色钝化处理

的钢材制成。分配器中含有内置的止回

阀，可获得精确的输送剂量。

SGA分配器的剂量范围为 130 至 1 
500 mm3。

递进式分配器

SKF ProFlex系统配有VPM/VPK分配器，可

用于硬度较高润滑脂的输送。给料器采用

镀锌并经黄色钝化处理的钢材制成。

-

B分配器的尺寸

剂量 mm3:

ø 3,4          ø 4,6         ø 5,8          ø 6,6          ø 7,3        ø 7,3-9,9

   B-1           B-2             B-3            B-4           B-5             B-6
    20              50            100            150           200               200-500

83 min.
88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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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F Multilube泵单元MLP

   油箱 
4 l

 
10 l

最大输出 13 g/min 13  g/min
油箱 4 l 10 l
最大压力 210 bar (3 045 psi) 210 bar (3 045 psi)
工作温度范围 –30至+70 °C (–22至+158 °F) –30至+70 °C (–22至+158 °F)
润滑管路连接 R1/4 in. R1/4 in.
润滑剂 最高为NLGI 2 最高为NLGI 2

工作电压 12/24 V DC 12/24 V DC
能耗 150 W 150 W
保护等级 IP65 IP65

重量（满容量） 16 kg (35.3 lb) 24 kg (52.9 lb)
泵高度 448 mm (17.64 in.) 688 mm (27.09 in.)
泵宽度 230 mm (9.06 in.) 230 mm (9.06 in.)
泵深度 235 mm (9.25 in.) 235 mm (9.25 in.)

材质 铝 铝

 用户界面 IF-103

润滑周期 0分钟至999小时

最大加压时间 0至999秒

功能 设置润滑周期
设置最大加压时间
设置压力限制值
额外润滑

指示灯 绿色，加压
红色，报警

按钮 滚动显示
更改设置值

显示 每条管路的加压时间间隔
每条管路的加压时间
每条管路的压力释放
报警类型
润滑周期计数
联锁

报警 油箱低液位报警
每条管路的压力报警

保护 设置值的更改操作受密码保护

ST－103用户界面 

SKF Multilube润滑系统是由安装在车辆驾

驶室内的用户界面进行控制，便于监测和

使用，当然也可以通过安装在泵中心上的

用户界面IF-103对系统进行控制和调整。

 用户界面JB-103

润滑周期 5至120分钟

加压时间 1至10分钟

功能 设置润滑周期
设置最大加压时间
额外润滑和报警确认

指示灯 管路加压
低液位报警
管路压力报警



优点与功能

• 紧凑的一体式结构

• 模块化和高耐久性设计

• 安装与启动简便

• 可供使用多种类型的分配器

• 注油接头配有安全阀

• 适用于所用可泵送的润滑剂

• 提供两种油箱尺寸

• 泵单元配有内部泄压阀

• 可垂直或水平安装

• 目测和电气监控低液位

• 泵单元配有加热电阻

• 清楚灵活的用户界面

• 现场数据可从外部读取

• 较宽的工作温度范围

• –30 至 +70 °C（–22 至 +158 °F）

 SKF Multilube 泵单元MLP的命名体系

示例：MLP-10-2-24-JB103-PS

产品设计标识

MLP SKF Multilube单元

油箱容量标识

4 4升
10 10升

管路数量标识

1 单线系统
2 双线系统

电源标识

12 12 V
24 24 V

用户界面标识

JB103 用户界面, JB-103
IF103 用户界面, IF-103

压力控制标识

PS 内置压力开关
PSE 内置压力传感器

MLP-10 - 2 - 24 - JB103 -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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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环保纸在中国印刷。

SKF lubrication systems
e-mail: skf-lube@skf.com

skf.com/lubrication

密封件
轴承及  
轴承单元

润滑系统

机电一体化 服务

知识工程的力量
凭借其产品、人员和特定应用知识，SKF为全
球各大行业的设备生产商和生产设备提供创新
性解决方案。以各个技术领域的专业知识为支
持，SKF生命周期管理已成为改善设备可靠
性、优化运行和能效、并减少总体拥有成本的
行之有效的方法。
这些专业技术领域包括轴承和轴承单元、密

封件、润滑系统、机电一体化和各种服务，包

括从3D计算机建模到基于云计算的状态监测和
资产管理服务。
SKF通过全球运营为客户提供统一质量标准

的产品，并在全球范围内供货。SKF在各地的
分支机构使得客户能够直接受益于SKF员工的
丰富经验、知识以及创新能力。

比起我们的气候战略，SKF 超越零 (BeyondZero) 
产品更能维护可持续环境：它是我们的愿望；
一种思考、创新和行动的方法。
于我们而言，SKF 超越零意味着我们从自身

出发，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并通过为客户

提供SKF 超越零产品和服务，增加对环境的正
面影响。
SKF 超越零产品系列中，某种产品、服务或

解决方案必须具备显著的环境优势，而不对环
境产生严重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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