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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系統和服務

自1907年以來，SKF一直是軸承技術
領域方面的領導者，不斷開發出創新的產

品。SKF在設備可靠性方面的專長正是從軸
承和軸承應用的知識發展出來的。SKF能瞭
解軸承的應用性能，是因為對設備和生產

流程具有同樣廣泛的知識。SKF對機械的零
件、系統和相關工藝有著全面的瞭解，因此

能夠開發並提供切合實際的解決方案，以

最佳化設備和生產流程的可靠性，提高生產

力。

通過與世界各地客戶的密切合作，

使S K F具備了多個行業的應用知識。因
此，SKF可以將當今最適用的新興技術應用
到各個行業。

通過SKF可靠性系統，SKF成為一家能
夠提供全套生產力解決方案的公司。目標是

幫助客戶降低與設備相關的總成本，提高生

產力和整體利潤。在各種情況下，SKF可靠
性系統都能提供所需的知識、服務和產品，

以達到這個目標。

綜合平臺

SKF通過其產品和服務範圍所提供的各
種解決方案，能幫助客戶提高整體利潤。

這些解決方案著重技術以及與系統的有效連

接，在以下四個關鍵領域提供支援。

維修決策支援
SKF的維修決策支援系統(@ptitude In-

dustri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可以

幫助客戶保留、儲存和利用各種關鍵資訊

(†279頁)。

狀況監測
SKF作為狀態監測產品的主要供應商，

可以提供從掌上型資料獲取與頻譜分析儀到

線上監測與機組保護系統的全系列產品。這

些產品可與狀況監測軟體和其他工廠系統互

相連接，參見從280頁開始列出的產品。

工具和潤滑產品
SKF開發了一系列的工具和潤滑產品，

可以在安全和可靠的情況下進行對設備的維

護。有關這些產品的簡介，參見從1069頁
開始的「維護和潤滑產品」一節。

創新設計的零件
要達到提高生產力的目標，必須要

開發出原設備製造商不會涉及到的創新零

件。SKF開發了一系列的軸承產品，能夠在
許多困難的工作條件下提高運行速度、延長

工作壽命和降低運行溫度，並且無需維護。

部分產品的介紹參見從893頁開始的「工程
產品」和從955頁開始的「機電整合」。

設備效率最佳化概念

(Asset Efficiency 
 OptimizationTM)

SKF提出的設備效率最佳化概念(AEO)
所涵蓋的，正是大部分典型的計劃資產管理

程序所做不到的。運用這一概念，工廠能夠

以較低的成本生產同樣數量的產品，或者以

同樣的成本生產更多的產品。這是一套用來

組織和分配從人員到設備等企業資產的系

統，並將知識和技術融合在一起，從而獲得

最大的投資回報。

應用SKF技術和服務解決方案，有助於
達成企業的總體商業目標，包括降低成本、

提高生產力、更好地利用資源，從而提高整

體利潤(† 圖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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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

最佳效率 

操作人員推動的可靠性維修

主動可靠性維修

預測性維修

預防性維修

被動維修/矯正性維修

最低效率

SKF 技術和服務解決方案

以下是SKF可靠性系統的主要服務和產
品，是提供在實際應用中的解決方案。有關

SKF可靠性系統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最佳
化資產效率，提高利潤的指南」(The Guide 
to Asset Efficiency OptimizationTM for Im-
proved Profitability)，刊物編號 5160，或者
訪問 www.skf.com/reliability 網站，以瞭解
有為維修策略和服務的最新資訊。

設備評估
設備評估服務包括：

• 確定當前設備狀況
• 日常維護與保養
• 供應和庫存管理流程
• 預測性維修

基於故障模式和效應分析的設備管理
線上的運行性能資訊與糾正
以可靠性為目的設計
操作人員的參與
效率： > 80 %
4.5 – 6s

監測
基於設備狀況
資料、信號分析
效率： 60 – 80 %
3.5 – 4.5s

清潔和檢查
定時進行
可獲得設備資訊
效率： 40 – 60 %
2.5 – 3.5s

運行至發生故障
維修或者更換
有限的資料
效率： < 40 %
2 – 2.5 s

277

p274-285.indd   277 2010/5/20   10:42:44 AM



可靠性系統和服務

維修策略
SKF可以幫助客戶建立綜合維修策略，

以確保生產、安全和整體性問題得到應有的

關注。277頁的圖表 1 說明了各種維修方式
的範圍和層次。

最新及創新的維修方式是操作人員推動

的可靠性維修(ODR)。簡單來說，這個維修
概念是把工廠操作人員的活動，整合在企業

可靠性維修的構架中。SKF具備了啟動和支
援這種維修方式的知識和設備。

維修工程
維修工程是指將維修策略付諸實踐，包

括應用電腦化維修管理系統（CMMS)處理
所需的所有資料和流程資訊，以實現維修策

略的目標。

供應流程
這項服務是提高整體利潤不可或缺的組

成部分，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減少零備件庫

存佔用的資金，並確保能及時得到所需的備

件。

主動可靠性保養
遵循主動可靠性維修(PRM)的流程，

可以幫助企業從設備中得到最佳的回饋。

通過這種維修方式，可以排除設備發生的故

障，並實施必要的流程來防止故障再次發

生。SKF主動可靠性維修流程是基於四個關
鍵性的措施：

• 預測性維修：這是一個套涉及多方面的流
程，採用尖端系統來搜集有關機械狀況和

生產流程的綜合資訊。

• 診斷和根本原因分析(RCA)：確定問題產生
的根本原因和必要的修正措施，如機械的對

中和動平衡等問題。

• 關鍵性能指標：是SKF和客戶共同確定的性
能改善目標。

• 定期運作回顧：SKF 和工廠管理層定期分
析運作的表現。

設備維修
SKF可靠性系統能提供針對旋轉設備的

一系列服務，以最有經濟效益的方法進行設

備維修。能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包括：

• 機械對中
• 精確動平衡
• 潤滑管理
• 軸承失效分析
• 技術建議和設備升級
• 軸承安裝

設備改造
為保持競爭地位，工廠必須跟上新設備

技術的前進步伐。SKF能夠幫助客戶跟上這
一步伐，並無需投資購買新的設備。SKF提
供的服務包括：

• 升級、改造和重新設計
• 設計工程
• 修復軸承
• 工具機主軸的維修和升級
• 儀器/設備的校準

教育訓練
SKF可靠性服務可以提供全面的設備可

靠性和設備管理方面的培訓，適合從工廠一

線工人到最高層的管理人員。

綜合維護解決方案
綜合維修解決方案(IMS)結合了SKF的

所有專業領域，包括建立持續的維護監測流

程、有關維修和操作人員的技能交流計劃，

並在必要時進行技術升級。

在綜合維修解決方案協議中，SKF可靠
性系統對設備管理策略中的每一個關鍵部分

進行管理，提供一個提升效率的整體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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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份協議是根據客戶特定的要求並共同制

定。客戶可根據內部資源和當前供應商的情

況，選擇需要涵蓋的內容。在擁有綜合維修

解決方案合約後，SKF與用戶共同承擔部分
風險和共用節省的成本，而用戶不需要投

入，或只需投入少量的資金，就能獲得雙方

協定的財務回報。

@ptitude® 維修決策支援系統
(@ptitude® Industri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SKF@ptitude維修決策支援系統(@pti-
tudeTM Industri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是一套知識管理系統，集成了當今最先進的

技術，可以將來自不同系統的資料整合在

簡易使用的可靠性維修應用程式中。這套系

統以模組化形式獲取和應用知識，可以增強

用戶的團隊決策能力。SKF @ptitude維修決
策支援系統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是其網上的

設備管理知識庫；@ptitudeXchange是一個
線上的維修決策知識庫，登記用戶可以參閱

或下載有關設備維修和管理以及軸承應用的

文獻、技術手冊、最佳方法和同業比較等資

訊，還有互動的決策支援程式以及有關如何

獲得其他專家建議與服務的資訊。

如需要更多的有關資訊，請訪問www.
aptitudexchange.com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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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系統和服務

狀況監測產品

SKF狀況監測產品的核心是振動監測、
分析和診斷的儀器，可以用於監測流程以提

高生產效益。以下是其中一些產品的介紹。

有關SKF狀況監測產品的更多資訊，請訪問
www.skf.com網站。

Microlog® 資料獲取與頻譜分析儀
Microlog資料獲取與頻譜分析儀的一系

列產品，可以便於用戶建立全面的定期狀況

監測計劃。作為一個診斷工具，Microlog在
同類產品中有其獨特的功能。系統內嵌的智

慧化模組可為使用關鍵分析功能提供分不同

層次和詳細的說明，這些關鍵分析功能包括

基本和高級動平衡、周期分析、開停車分

析、錘擊測試、跟蹤濾波器、電機電流分析

等。頻譜分析模組可對採集到的頻譜的缺陷

頻率進行重疊，以檢測軸承缺陷、齒輪嚙

合、不對中、不平衡或機械鬆動等問題。

MARLIN® 巡檢儀
MARLIN巡檢儀是操作人員必須的日常

工具，作為機械的運行和維修、一般工程和

工廠管理之間技術溝通的橋樑。MARLIN巡
檢儀的特色為堅固耐用、操作簡單、攜帶方

便、可以快速下載和分析檢視機器振動、程

序和檢查的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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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動筆(Vibration Pen Plus)
振動筆 Vibration Pen plus為客戶提供了

一種既有成本效益，又便於開展狀況監測實

施的途徑，或可用來將設備可靠性的職責擴

到全廠的操作人員。振動筆是一個多參數的

振動監測工具，只需一個按鍵即可操作，可

以按照 ISO標準來測量振動，並利用加速
包絡技術來確定各種軸承、齒輪嚙合和其他

機械故障。

超音波檢漏儀(Inspector 400)
檢漏儀 Inspector 400用於探測因洩漏、

放電和設備運行而產生的高頻聲音信號。

採用外差法，以電子的外差作用處理形式將

這些信號轉換為可以通過耳機聽到的聲音，

在顯示器上還可以「看到」變化的情況。可

用於檢測壓力和真空洩漏、電氣設備中的電

弧、漏電、電暈，或者用於檢測軸承、泵

浦、電機馬達和壓縮機等。

紅外線測溫儀
這種雷射瞄準的非接觸式測溫儀是通過

紅外探測器來感測物體的溫度，使維護人員

可以在難以進入的地方測量到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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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系統和服務

機台狀況傳送器，線上監測模組 
SKF機台狀況傳送器可以提供有關軸承

性能和設備總體狀況的關鍵資訊。這些資訊

可用來確保主要生產設備的正常運行。這種

低成本的系統有兩個可調整的警告等級(警

示、警報)，是分別透過LED報警指示燈和
輸出繼電器觸頭，此為兩組獨立的設定。

線上監測模組具備全天24小時的自動
化資料獲取功能，是最佳化狀況監測工作的

分析工具。在設備開始出現問題時，這個系

統可以發現、分析和跟蹤故障，因此可以降

低維修成本。這個系統還有線上功能，可以

進行更深入的線上分析，並可以通過事件模

組記錄那些可能已經發生，但並未被系統注

意或發現的事件。

振動感測器，渦電流探頭
SKF提供的CMSS2100和CMSS2200系

列振動感測器，運用了在軸承、機械、監測

和信號處理方面的深入知識。這些獨立的振

動感測器，可以取代原來為滿足不同應用條

件而需要的各種加速度計。

除了全系列的振動感測器之外，SKF還
可以提供渦流感測器，用於測量滑動軸承機

械內部的相對運動。

無線感測器
SKF開發的無線感測器是用於線上監測

旋轉設備的最佳選擇。由於此類感測器採用

無線技術，因此不會有難以靠近設備的問

題，並可以安全地遠距離採集資料。這一系

統的核心技術是SKF的振動感測器，這種感
測器與由電池供電的模組相連接，以無線形

式向基站發傳送信號。無線感測器系統可以

單獨使用，也可以與SKF接纜線的線上系統
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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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台保護系統 
SKF集團屬下的DYMAC公司提供的先進

狀況監測和保護系統，可以與整個工廠的控

制平臺整合。 不僅能提高了企業的整體利
潤，而且能提供一個更安全的工作環境。例

如VM 600機組保護系統，是一套數位化、
模組化、軟硬體皆可擴展的解決方案，可以

最佳化設備的效率。並以一套系統就能提供

機組保護、狀況監測和高級性能監測等多種

功能。如需要更多相關資訊，請訪問 www.
skf.com 網站。

SKF 振型及模態分析軟體(SKFma-
chine Operating Deflection Shape/
Modal Analysis Software)

SKFmachine ODS和SKFmachine SHAPE 
是基於微軟公司視窗作業系統的軟體，使用

簡便，主要用於觀察、分析和記錄機組的動

態特性，可以有效確定並糾正與機組結構性

弱點和共振相關的問題。

SKF 機器分析家軟體
(SKFMachine AnalystTM)

SKF機器分析家軟體是一系列狀況監
測軟體的核心部分，是提供給加工和製造

廠的可靠性解決方案的一部分。這是承接

著 PRISM4軟體發展出來的另一套軟體。

SKF機器分析家軟體完全基於元件物件模型
(Component Object Model, COM)結構，可

以簡便和有效地與第三方插件軟體和系統，

例如：電腦化維修管理系統、企業資源規劃

系統和其他系統等進行系統整合。這套軟

體能提供多種版本，例如用於線上監測系

統的版本，或支援巡檢儀MARLIN的版本。
SKF機器分析家軟體充分利用了微軟視窗
(Microsoft Windows®)的功能和特長，包括

多工處理、本文相關輔助說明、右鍵功能和

Windows ExplorerTM 圖形化使用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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