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KF Multilube泵单元
用于单线、双线以及递进式润滑系统



1

2

3

3

4

5

6
7

8

11

9

10

12

13

14

15

16

SKF Multilube泵单元

集中润滑改善设备运行性能
高质量的SKF Multilube泵单元可防止轴承

失效，改善机器和设备的运行性能。集中

润滑系统有助于确保最佳的润滑效果，减

少能耗和润滑剂的使用。

紧凑和灵活的解决方案
所有相关部件和功能(控制单元、泵、油

箱、定向阀)都综合在SKF Multilube润滑系

统泵单元模块中，内置的加热功能确保系

统在恶劣或寒冷环境下操作。

所有的SKF的分配器，不论用于单线

或双线系统，或润滑脂和润滑油，都可以

用于SKF Multilube泵单元。其它辅助元件，

如喷嘴、油刷等都可以按润滑要求使用。

SKF Multilube泵单元是一种为单体机器和设备提供润滑的有效解决方案。
安装简单、结构紧凑、且容易操作，能用于某些特定的应用，甚至可以安装在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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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电源

9. 接线端子 

10. 控制单元

11. 电机

12. 安全阀

13. 带过滤器快速接头

14. 溢流阀

15. 可视油位指示器

16. 活塞盘



泵单元

SG2和SMG双线集中润滑系统
润滑油脂NLGI 000 – NLGI 2 

SGA分配器范围 0,15–8,68 g 

SMG分配器范围 0,13–1,32 g

喷雾系统的SG2-双线集中润
滑系统
润滑油脂NLGI 000–NLGI 2

SGA分配器范围0,15–8,68 g

SKF Multilube泵送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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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温度范围 –30 - +70 °C ( –22 - +158 °F) –30 - +70 °C (–22 - +158 °F)
润滑线接头 R 1/4 in. R 1/4 in.
润滑剂 NLGI至2 NLGI至2

电源 24 VDC, 115 VAC或230 VAC 24 VDC, 115 VAC或230 VAC
功率 150 W 150 W
防护级别 IP65 IP65

重量（满油箱） 20 kg (44,1 lb) 28 kg (61,7 lb)
泵高 448 mm (17,64 in.) 688 mm (27,09 in.)
泵宽 230 mm (9,06 in.) 230 mm (9,06 in.)
泵厚 235 mm (9,25 in.) 235 mm (9,25 in.)

材料 铝 铝



OS-单线集中润滑系统
润滑油

OS计量范围0,3 – 2 cm3

提供双线润滑通道

带递进式分配器的集中润滑
系统
润滑脂NLGI 000 – NLGI 2

VPB分配器范围0,2 cm3

VPK 分配器范围0,05–0,6 cm3

提供双线润滑通道

LG和B计量器-单线集中润滑
系统
润滑脂NLGI 000 – NLGI 1和油

LG和B分配器范围0,02 – 0,5 cm3

提供双线润滑通道



 SKF Multilube泵送单元MLP订货信息

示例: MLP-10-2-230-IF103-PSE

产品型号

MLP SKF Multilube泵

油箱尺寸

4 4 litres
10 10 litres

线数

1 单线系统 
2 双线系统

电源

24 24 V控制电压(如采用外部控制)
115 电源115 V
230 电源230 V

用户界面

IF103 用户界面

24 外部控制, 控制电压24 V DC
115 外部控制, 控制电压115 V AC

压力控制

PSE 内置压力传感器

C2 带弹簧加压油箱的单线或双线润滑泵

C2P 用于最多双通道的递进式系统的润滑泵

E 用于Zone 20&22的E ATEX认证版本
更多详情，请参考SKF Muurame

MLP - 10 - 2 - 230 - IF103 - PSE

综合用户界面 

SKF Multilube泵送单元由内置用户界

面控制，使用系统和调整功能更加简

单和容易。

它也可以由外部的SKF多通道集

中控制中心、客户的PLC或工艺控制

系统进行控制；也可以通过安装在泵

上的GSM调制解调器与移动手机建立

连接，以SMS短信方式进行通信实现

远程监控。 

SKF Multilube泵送单元经证明是

一个经济的解决方案，能提高工艺生

产的运行性能。

 用户界面IF-103 

润滑周期 1 min - 999 h

最长打油时间 1 - 999 s

功能 设置润滑周期

设置最长打油时间

设置最高工作压力

额外润滑

显示灯 绿，加压

红，报警

按钮 换屏显示

改变设置值

显示 润滑间隔

每线润滑时间

每线卸载压力

报警形式

润滑周期计数

连锁

报警 油箱低油位报警

每线压力报警

保护 改变设定值受密码保护

优势和特色

• 紧凑单一的结构

• 模块和耐用的设计

• 容易安装和启动

• 适合单双线和递进式润滑系统

• SKF Multilube泵送单元适用于油液

和油脂润滑系统

• 适用所有可泵送油液或油脂

• 两种油箱尺寸

• 泵芯配置溢流阀

• 填充接头装有安全阀

• 油箱液位可视并配置电信号报警 

• 泵送中心安装有加热电阻器

• 清楚的多功能用户界面

• 广泛的操作温度–30 - +70 °C (–22 

- +158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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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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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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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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零产品和服务，增加对环境的正

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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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