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ral Inc. 

使用说明书 

多叶片鼓风机 
西洛克风扇 CLF / CLFII / CLFIII / CLF5 型 

 警 告 
在阅读和理解本说明书之前，请勿操作、维修、检查鼓风机。 
请妥善保管本说明书，以便在操作、维修、检查鼓风机时可以随时查阅。 

致设备工程人员 

请务必将本说明书交给对鼓风机进行操作、维修、检查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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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规定 
 

1. 仅限于在保修期限之内正常使用，但因 TERAL 株式会社交付的机器存在设计问题，或因加工

缺陷而引起故障、破损时，对该部分进行免费修理或更换。 

2. 上一项的保修范围以保证不正常部分的机械性为限，并不保证起因于该故障的各种费用和其他

损害。 

3. 下列故障、破损的修理要收费。 

(1) 故障、破损不是因为本公司交付的设备所致时 

(2) 保修期限过后的故障、破损 

(3) 由于火灾、天灾、地震等灾害和不可抗力所造成的故障、破损 

(4) 由于未经本公司同意而进行的修理、改造所造成的故障、破损 

(5) 使用非指定零件时造成的故障、破损 

4. 对于误用或滥用鼓风机所造成的损害，本公司概不负责。因此而派遣技术人员的费用也应由客

户负担。 

5. 不正常的原因不明确时，应在协商的地基上确定如何处理。 



II 

 

本说明书的目的 
本说明书的目的在于提供鼓风机的详细信息，让客户了解正确的操作、维修和检查方法。 
另外，本说明书是以有鼓风机的操作经验者，或者接受过有操作经验者指导的人为对象制作的，记载了

下列信息。同时，布线工程仅限于有电工等资格的人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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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安全 

1.1 警告用语的种类与含义 

使用说明书根据危险程度（或事故的严重程度），将警告用语划分为 4 个等级。 

请了解下列警告用语的含义，按照本说明书的内容（指示）操作。 

警告用语 含义 

 危 险 表示非常紧迫的危险状态，用于如不按照步骤或指示操作就会死亡或负

重伤的情况。 

 警 告 
表示潜在的危险状态，用于如不按照步骤或指示操作也许会死亡或负重

伤的情况。 

 注 意 
表示潜在的危险状态，用于如不按照步骤或指示操作就会负中等程度的

伤或轻伤的情况，或设备、装置损伤的情况。 

注 释 用于希望促使或强调注意的信息。 

 

1.2 安全遵守事项 

1.2.1 搬入、安装的遵守事项 

(1) 应考虑重心和重量之后再搬入。 

(2) 应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安装。 

(3) 请勿设置在高温或直接接触火焰等的场所。 

(4) 请勿设置在浴室等湿气较重的场所。 

(5) 请勿设置在机器及化工厂等产生酸、碱、有机溶剂、涂料等产生有害气体、含有腐蚀性成分等的气

体的场所。 

(6) 空气入口应设置在远离燃气等的排气口的位置。 

(7) 必须在供电设备上设置漏电保护器。 

(8) 电力布线作业只能由具备电工等资格者来进行。并且必须切断电源后再作业。 

(9) 请勿将水洒在电动机上。 
如果将水洒在电动机上，可能会因为电路短路或绝缘性能下降而损伤电动机。 

(10) 请勿在电动机周围放置妨碍通风的障碍物或可燃物。 

(11) 带排水口的设备应保证排水。 

(12) 敞开的吸入口应安装金属防护网等。 
 

1.2.2 运转操作的遵守事项 

(1) 要运转鼓风机时，应告知所有相关作业人员，并确认危险场所没有作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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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只有得到现场负责人批准的人员才能操作。 

(3) 接通电源之前，请务必安装电动机接线盒的盖子。 

(4) 只能使用额定电压。 

(5) 鼓风机的运转过程中，请勿触摸不必要的部分。 

(6) 请勿把手指或棍棒插入空气的吹出口或吸入口。 

(7) 请勿把手指或棍棒插入电动机的开口部。否则会有触电、受伤、火灾等的危险。  

(8) 请勿在鼓风机的排出口或吸入口附近放置物品。 

(9) 务必在鼓风机上安装皮带防护装置或联轴器防护装置之后再运转。 

(10) 请勿在鼓风机上放置工具的状态下运转。 

(11) 请勿在有缺陷或有不工作的零件的状态下运转。 

(12) 使用气体温度很高时，鼓风机主体的温度也会升高，因此请勿触摸。 

1.2.3 维修、检查的遵守事项 

(1) 维修、检查必须由受过鼓风机操作指导的人员来进行。 

(2) 要进行维修、检查时，要告知所有相关作业人员。 

(3) 进行维修、检查之前，必须停止鼓风机，并切断操作盘的主电源。 
如果在接通电源的状态下作业，有触电的危险。 
另外，鼓风机在作业过程中工作，有受伤的危险。 

(4) 移位安装、修理、改造等，请向 TERAL 株式会社或技术服务公司咨询。 

1.3 警告标签配置图 

警告标签配置图见下图。如果警告标签脏污、不能辨认或脱落，应张贴新的标签。 
 

 警 告  

请遵守机器上张贴的所有警告和本使用说明书中记载的所有警告。 

 

 
 

标牌

标签① 标签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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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鼓风机的构成与概要 

2.1 各种传动方法的结构与各部分的名称 

(1) RS 型 

 
(No.1～21/2) 

 

 
(No.3 以上) 

 
(2) RD 型 

 

(3) OB 型 

 

(4) HOH 型 

 

 

 
符号 零件名称 符号 零件名称 

 鼓风机壳体  皮带防护装置 
 叶轮  通用底座 

 吸入口  吸入配对法兰 
 主轴  排出配对法兰 
 轴承  隔振橡胶 

 Ⅴ带轮  隔振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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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鼓风机的规格与附件 

购买标准产品的客户请浏览标准规格一栏。除此之外，如有根据客户的希望变更规格的特殊规格产品，

请参阅外形尺寸图等规格书。 
 

 注 意  
请勿用于规定的产品规格以外。 
否则会引起触电、火灾、故障。 

 
(1) 标准规格与特殊规格 

清洁空气 
使用气体 

0°C～40°C (OB 型为 0°C～80°C) 
设置场所 室内 (周围温度 0°C～40°C) 
设置方法 地面放置、顶棚悬吊 (最大 No.6) 

全闭型 (0.4kW 以下) 
种类 

防滴型 (0.75kW 以上) 
50Hz 三相 200V 

电
动
机 相、电压 

60Hz 三相 200/220V 
底层和内表面 防锈涂层 

标
准
规
格 

涂层 
外表面涂层 丙烯酸改性醇酸树脂涂层 (迈歇尔 7.5BG5/1.5) 
带排水装置 (以 CLFIII 型为标准) 
带检查口 
带皮带防护装置旋转测量孔 
室外用皮带防护装置 (RD 型双吸式除外) 
室外用Ⅴ带轮侧轴承防护装置(RD 型双吸式除外) 
带皮带防护装置衬罩 
排出方向特殊 

结构变更 

壳体分为上下两部分 
全闭外扇形 

电动机变更 
不同电压 
聚氯乙烯树脂涂层 
环氧树脂涂层 

特
殊
规
格 

涂层变更 
指定涂层颜色 

 
(2) 标准附件与特殊附件 

标准附件 特殊附件 
配对法兰 吸入金属网 
通用底座 吸入挡板 
隔振底座 (仅限于隔振型) 排出挡板 
隔振橡胶 (仅限于隔振型) 地脚螺栓 
鼓风机侧Ⅴ带轮 (HOH 型除外) 轴封 (仅限于 OB 型) 
电动机侧Ⅴ带轮 (HOH 型除外) 轴承防护装置 (仅限于 RS 的带轮侧、OB 型)
Ⅴ带、皮带防护装置 (HOH 型除外) 吸入过滤器 
 连接管 
 伸缩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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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搬入、安装 

3.1 使用鼓风机之前 

收到鼓风机之后，首先应确认下列事项。 
如有问题，请与供货方联系。 
并且，应按照电动机的使用说明书操作电动机。 
错误操作会导致事故、故障。  

(1) 标牌记载事项是否符合订货要求。 

(2) 排出方向、旋转方向、传动方法是否符合订货要求。 

(3) 是否有在运输过程中破损的地方。 

(4) 螺栓和螺母等紧固部分是否松动。 

(5) 订购的附件是否齐全。 

 

3.2 搬运、保管时的注意事项 

3.2.1 搬运时的注意事项 

 警 告  
 请勿进入已吊起的鼓风机的下方。 
否则会有被鼓风机压在下面的危险。 
 搬入时，应考虑重心和重量，由专业公司来进行。 
 吊装之前，请根据商品目录、外形尺寸图等确认设备的重量，请

勿吊装超过吊具额定负荷的设备。 
 请勿用鼓风机的主轴和电动机的吊钩等吊起整个机器。 

 

 注 意  
木框包装物品，开封时要注意铁钉。 

否则会有受伤的危险。 
 

(1) 吊起鼓风机时，应利用壳体上设置的规定吊孔。 

(2) 没有吊孔的小型鼓风机，应将绳索或钢丝绕到通用底座下面吊起。 

(3) 吊起分开的壳体或叶轮时，应在接触绳索或钢丝的部分垫上毛毯等，

以防变形。 

(4) 应尽量使用较长的绳索或钢丝等，使起吊角度不超过 90°，以防起吊

负荷导致鼓风机变形。 

吊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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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保管时的注意事项 

(1) 应注意避免产品在安装、组装之前的保管期限内生锈。 
尤其是轴承部分，应采取用塑料布覆盖等措施，以防雨水或灰尘进入。 

(2) 室内用电动机等电动产品，应在室内保管。 
即便是室外使用产品，也应注意接线口等的防湿。 

3.3 安装场所的注意事项 

应设置在符合下列条件的场所： 

(1) 本鼓风机是室内设置用的。如果要在室外使用，应设置在不会被风吹雨淋的场所，或者设置电动机、

轴承等的防护罩。 
并且应避免鼓风机吸入雨水。 

(2) 通风良好、灰尘和湿气较少的场所。 
设置在机房等封闭房间时，应设置通风装置，以免因电动机等发热而导致室内温度上升。 

(3) 周围温度在 0°C～40°C 的范围的场所。 

(4) 非相关人员不能出入或操作的场所。 
应采取设置围栏等措施，以免非相关人员靠近。 

(5) 检查、修理鼓风机时，可以容易且安全地进行

作业的场所。 
应保证能够更换带轮、调整定心的场地。壳体

一分为二时，应考虑能够放置上壳体和叶轮等，

进行组装、分解、修理等作业的场地。 

(6) 在室内设置鼓风机时，应采用门口宽敞的结构，

以便能够移动、搬入鼓风机。 

(7) 大型的鼓风机或叶轮腐蚀、磨损，必须经常更

换或修理时，应考虑最低限度的起吊装置。 

 

 

 

 注 意  
请勿在电动机周围放置妨碍通风的障碍物或可燃物。 
否则会有妨碍冷却、异常加热、火灾等的危险。 

 

Ⅴ带轮
600mm 以上 

电动机 鼓风机 
450mm 以上 

鼓风机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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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地基 

(1) 地基应当非常牢固，能够承受鼓风机的重量和旋转时的振动、负荷。 

(2) 应避免因地基混凝土下沉而导致水平面变化。 
如果地基软弱，应通过打桩等进行加固。 

(3) 地基重量必须为包括电动机在内的鼓风机总重量的 2～4 倍。 

(4) 机器地基与建筑物的柱子、地板等，应断开边缘，以免传递振动。 

(5) 设置 2 台以上的地基时，应断开每台的边缘，以免传递振动。 

(6) 地脚螺栓的固定方法，以在地基混凝土上设置预留孔，在安装鼓风机时固定为标准。应参照外形尺

寸图来设定埋入地脚螺栓的孔位。 
如果在搬入鼓风机之前埋入地脚螺栓，必须注意使用样板等。 

(7) 在 2 楼以上的地板等上设置用于建筑设备的地基时，应使地基与横梁的位置一致，并尽量靠近建

筑物的墙壁。 

3.5 安装 

3.5.1 悬吊型 

(1) 应当用事先埋入顶棚的起吊螺栓水平吊起鼓风机的底座，使负荷均 地作用在整个起吊螺栓上。 

(2) 准备具备足够强度的起吊螺栓（包括螺栓本身和埋入状态）。 

(3) 安装后，将起吊螺栓的螺母锁紧。 

(4) 如果是抗震型，应坚固地设置在固定在建筑结构体上的型钢制台架上。 

 

顶棚起吊螺栓 

通用底座 

双螺母 

隔振橡胶 

悬吊隔振底座 

隔振吊架 

隔振橡胶 

上部起吊螺栓

下部起吊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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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地面放置型 

下面说明通过埋入地脚螺栓（预留式）施工时的步骤。 
（预埋地脚螺栓时，请适当取舍选择。） 

(1) 清扫地基混凝土表面，确认水平度。 
有时应进行清理作业。 

(2) 清扫地脚螺栓埋入孔，清除杂物等。 
地脚螺栓埋入孔必须湿润，但是不得积水。应充分

排水。 

(3) 如图所示，将 1 块平行衬板和 2 块倾斜衬板分别

配制在鼓风机的地脚螺栓孔两侧。 
必要时应使用加固衬板（厚度在 3mm 以上）。 
地脚螺栓之间的距离超过 1m 时，还应在其间设置

衬板。 

(4) 将鼓风机底座放在衬板上，将地脚螺栓穿过鼓风机

底座的地脚螺栓孔，下垂在预留孔内。 
如果是抗震型，应将地脚螺栓焊接在地基混凝土的钢筋上。 

(5) 用倾斜衬板调整确定鼓风机的位置和高度。 

(6) 将地脚螺栓埋入孔的内表面充分拉毛之后，灌入无收缩砂浆。 
届时，地脚螺栓应与孔的中心位置垂直。 

(7) 砂浆充分硬化之后，牢牢紧固地脚螺栓的螺母。 
届时，应注意避免紧固不均。 
为了防止衬板在运转中偏移，应焊接固定。 

(8) 将足够的砂浆灌入鼓风机底座与地基混凝土的间隙，形成混凝土构件。 

(9) 应注意避免砂浆收缩、开裂等。 
需要排水管道或轴承冷却水时，应考虑排水槽等。 

(10) 附带隔振装置时，应用地脚螺栓固定隔振底座（下底座）。 
隔振装置为建筑设备用的隔振弹簧时，应以鼓风机合成体的重心位置为中心均 设置隔振材料。 

(11) 安装完毕并正确铺设管道之后，进行下一项，即 3.6 中的定心。 
定心测量务必要在紧固地脚螺栓的状态下进行。 

辅助衬板

倾斜衬板

平行衬板

鼓风机底座

砂浆衬砌

地基混凝土 

30
~5

0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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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定心 

鼓风机是在工厂进行定心调整之后发货的，在安装结束之后应重新调整。 

 警 告  
定心应在拆除皮带防护装置和联轴器防护装置之后进行，但在运

转前务必要安装上。 

如果在拆除皮带防护装置和联轴器防护装置的状态下运转，可能

会被卷入受伤。 

 

 注 意  
如果不正确进行定心，就会导致机器破损或振动、噪音，故应正

确进行定心。 

 
 

(1) 将直尺或钢琴线贴在鼓风机侧与发动机侧的Ⅴ带轮的外

侧端面，进行检查、调整，使其在直线上。 

(2) 普通Ⅴ带，用手指按压Ⅴ带的中间，凹陷程度如果在Ⅴ

带的厚度左右，则其张力正合适。 
Ⅴ带张力的调整，应通过电动机的滑动底座来进行。 

(3) 高张力Ⅴ带与普通Ⅴ带相比，绷得稍微紧一点。如果太

松，起动时会发生侧滑；如果太紧，则会增加轴负荷，

给轴、轴承施加负荷，可能会导致故障。 

(4) Ⅴ带在初期容易拉伸，因此在开始运转几天之后，必须

重新调整。 
步骤是，根据 δ=0.016ℓ算出挠度。（ℓ为带轮间距离） 
然后，使用张力计，使Ⅴ带中间的挠度为 δmm，届时应使挠曲负荷为下表中的值。 

 

 

V 带型 
小带轮外径的

范围 
(mm) 

V 带型、不同外径的挠曲负荷 Td 

张力计 

新产品时的 
挠曲负荷 

N/条(kgf/条) 

重新张紧时的
挠曲负荷

N/本 (kgf/条)

(  )内表示的单位为以前的单位制，仅供参考。 

Ⅴ带轮 

鼓风机
保持平行 

直尺或钢琴线 

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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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管道工程的注意事项 

 注 意  
请勿在鼓风机上施加管道的负荷。 
否则可能会导致故障、破损、振动。 

 

(1) 为了避免使振动、噪音传递到外部，应通过伸缩接头连接鼓风机的法兰和管道。 
尤其是在使用高温气体时，为了避免使热膨胀引起的管道的反作用力施加到鼓风机上，务必要安装

伸缩接头。 

(2) 连接管道之前，应检查管道内和鼓风机内部，如有棉纱（布）或工具等异物，应清除。 

(3) 一般来说，如果使管道口径明显小于鼓风机口径，或者设置连续的弯曲部或紧挨着鼓风机前后的弯

曲部，可能会增加意想不到的压力损失，因此应充分注意。 

(4) 必要时，应设置风量调节用挡板。 

  

θ大于 7°时 
(错) 

设置直管风道时 
(对) 

弯头部位于排出口附近时 
(错) 

在弯头、直角弯曲部设置叶片

(对) 

  

局部阻力变大时 
(错) 

为了减少局部阻力而安

装喇叭口等时 
(对) 

  

直管弯曲部位于吸入口

附近时 
(错) 

采用直管弯曲部时设置

叶片 
(对) 

 

在排出口附近设置与叶轮旋

转方向相反的弯头时 
(错) 

 

在排出口附近设置与叶轮旋转

方向相同的弯头时 
(对) 

   

吸入空气朝着与叶轮相

反的方向旋转时 
(错) 

为了避免吸入空气旋转

而设置叶片 
(对) 

(错) (对) 

1.5D 以上 
(D 为叶轮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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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 告  

鼓风机的吸入口敞开时，务必要安装金属防护网。 

 

(5) 在灰尘的吸入口或直接吸入空气的鼓风机的吸入口，应安装防止吸入异物的金属网。 
另外，预计灰尘或水滴会进入时，务必要安装过滤器，以免其进入鼓风机内部。 

 

注释 

鼓风机的正面有墙壁时，应使吸入口与墙壁之间的缝隙尺寸不低

于鼓风机吸入口直径。 

 

3.8 布线工程的注意事项 

 警 告  
请使用优质布线设备，按照电气设备技术标准和内线规定，安全可

靠地进行布线。 
布线工程必须由具备电工等资格者进行。 
由无资格者进行不完善的布线工程，是受到法律禁止的，非常危险。 

 

(1) 必须在鼓风机的 1 级电源侧设置漏电断路器和过载保护装置。 

(2) 为了防止触电，请务必安装地线。 

 请将地线连接到电动机接线盒内的地线端子上。 

 请勿将地线连接到煤气管、自来水管、避雷针、电话的地线上。 

 

 警 告  
不完全的接地工程是受到法律禁止的，非常危险。 

 

(3) 请将电压变动控制在额定电压的±10%以内，频率控制在±5%以内。 
如果超过该范围使用，会引起故障，因此请加以注意。 

(4) 在运转鼓风机之前，应再次确认下列事项： 

① 已安装适当的保险丝（断路器）。 

② 布线没有错误。 

③ 已可靠接地。 

④ 3 根电动机端子当中，没有 1 根剩下或脱落。 
如果在只连接了 2 根端子的状态下运转，就会变成缺相运转，电动机有烧坏的危险，应当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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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转准备 

4.1 试运转前的确认事项 

4.1.1 电力设备的确认 

(1) 确认是否已经正确布线。 

(2) 确认端子的紧固情况、是否松动。 

(3) 确认是否已经可靠接地。 

(4) 确认过载保护装置的设定值是否与所使用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一致。 
额定电流值见电动机标牌。 

4.1.2 鼓风机方面的确认 

(1) 确认鼓风机内部是否积水，是否忘记拿走工具等异物。 

(2) 确认地脚螺栓、鼓风机主体、附属装置、管道的连接部等是否有忘记紧固的部位。 

(3) 确认挡板、阀门类是否完全开闭，其作动是否异常。 

(4) 确认定心、皮带的张紧程度。 

 

 警 告  
手摇确认鼓风机之前，务必要切断主电源。 

 
(5) 通过手摇或驱动器进行微动运转，确认没有碰到内部并轻快旋转。 

(6) 事先安排好运转人员，以便听从运转指挥人员的指令，随时都能立即关闭开关。 

 

 警 告  
不要在有异常声音等的异常状态下运转鼓风机。务必要与专业公

司或制造商指定的服务窗口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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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试运转 

4.2.1 起动时的注意事项 

 警 告  
配备了皮带防护装置的鼓风机，务必要安装后再运转。 

 
(1) 关闭挡板，将电源开关打开关闭 1 到 2 次，确认运转没有异常（异常声音、振动等）。 

另外还要确认此时鼓风机的旋转方向。 
反向旋转时，应调换 3 根电源线当中的 2 根。 

 

 警 告  
变更布线时，务必要切断主电源。 

 

(2) 接通电源，充分注意观察，直到全速运转为止。 
确认其间是否有异常状态（异常声音、异常振动、异常电流等）。 

(3) 进入连续运转，慢慢打开挡板。 
由于要在 20～30 分钟内了解各部分的状态，因此要以小风量（小负荷）运转。 
另外还要注意避免此时在喘振的范围内运转。 

(4) 慢慢打开挡板，进行满负荷运转。 
在 1～3 小时内保持这种运转状态，注意鼓风机各部分的温度、振动、声音的状态。 
另外还要确认电动机的电流值是否正常。 
尤其是使用高温空气时，在常温空气下，电流值会增加，应当注意。 
轴承温度在运转开始后约 1～2 小时，可能会略微升高，如无异常，此后会稳定下来。 

(5) 使用气体温度较高时，正常运转后，可能会因热膨胀而出现轴心偏移的现象，因此要在运转开始并

充分升温之后暂停，进行定心检查。 

 

 警 告  
使用高温气体时，应避免接触鼓风机主体和管道等。否则会有烫

伤的危险。 
同时也不要在附近放置可燃性物品。 

 

注释 

轴承采用风冷式冷却时，应设置充分的空间，防止隔热层妨碍风

冷零件（散热叶片、散热板）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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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试运转中的注意事项 

(1) 频繁的起动停止会很快损坏鼓风机。起动频率应以下列值为标准： 

电动机出力 起动频率 
7.5KW 以下 1 小时 6 次以下 

11KW～22KW 1 小时 4 次以下 
26KW 以上 1 小时 3 次以下 

 

 警 告  
停电时，务必要切断主电源。 

通电时，鼓风机会突然起动，很危险。 

 

4.2.3 停止时的注意事项 

(1) 停止运转时，应慢慢关闭挡板之后再关闭电源开关。 

(2) 使用超过 200°C 的空气时，关闭挡板之后，应继续运转一段时间，使鼓风机内部慢慢地完全冷却

之后再停止运转。 
另外还要注意避免此时在喘振的范围内运转。 

(3) 使用有害气体的鼓风机，应注意避免从轴封部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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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暂停 

5.1 暂停时的注意事项 

 警 告  
长期不使用时，务必要切断主电源。 

 

(1) 长期暂停运转时，应在机器各部分的容易生锈的部位涂抹适当的防锈剂，以免生锈。 

(2) 充分注意电动机及其他电力设备的防湿。 

(3) Ⅴ带应拆卸后保管。 

(4) 在轴承上覆盖塑料布等，防止接触外部空气和灰尘进入。 

(5) 长期停止之后运转时，应检查各部分，给轴承补充、更换润滑脂，然后再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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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维修、检查 

6.1 日常检查 

(1) 检查振动、声音、轴承温度、电流等。 
不同于平常时，属于故障的前兆，必须尽快处理。 
因此，建议记录运转日志。 

 

 警 告  
主轴、Ⅴ带轮、Ⅴ带是在旋转的，故应充分注意避免衣服等被卷入。 

 

(2) 轴承温度的容许范围为通常室温+40°C 以下且 70°C 以下。 

(3) 振动较大时，原因在于Ⅴ带的定心、管

道难以承受、安装螺栓、地脚螺栓的松

动、叶轮附着灰尘、轴承损伤等，故应

停止运转，进行检查。 
振动的容许范围如果在JIS B8330的良

以内，即为正常运转。（参见右图） 
但是，如果带隔振装置，虽然振动不会

传递到地基，但是鼓风机主体的振动会

略微增强。届时，如果在虚线以内即为

正常。 

(4) 与振动一样，声音也是判定运转状态的

一个重要因素。 
出现旋转体接触的金属声音等时，应立

即停止运转。 
空气在壳体内发出连续的轰鸣声或嚓

啦声是正常的，嚓啦嚓啦或嗡嗡的不连

续声音则是发生了喘振的声音。必须采

取改变挡板开度等措施。 

(5) 正常情况下，轴承也会发出一定程度的

声音。 
根据复杂的轴承声音来判断异常声音

相当困难，但应充分熟习，以便预防事

故。 N 转数 (mim-1) 

振动的容许值 

良

优

可

不可 

带隔振装置
10mm/s 

(在轴承箱上) 

(μm)

a
全
振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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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的正常声音 

声音种类 正常声音 

滚道声 感觉像咝—声或嚓—声，没有剧烈变化。这是滚珠在轴承滚道面上转移的声音。 

滚落声 喀哒喀哒的声音。如果在径向施加负荷(通常这种情况居多)，就会依次在滚珠上施加负荷或

空转，每次到该交界线就会发出声音。低速旋转的轴承经常发生，但是无害。 

保持架声 
保持滚珠的相关位置的装置叫做保持架。旋转时，保持架与外环之间仅有一条细缝，但是

保持架与外环偶尔会接触，连续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这种声音令人担心，但却很难消除。

低速旋转的轴承经常发生，但是无害。 
 

轴承的异常声音 

声音种类 异常声音 

杂物声 
因未妥善使用润滑脂等，轴承内可能会混入杂物。  
不规则的咯吱咯吱声或吱呀吱呀声就是杂物发出的。 
应换装新的润滑脂。 

伤痕声 
滚珠上只要有伤痕，就会发出咯吱咯吱的不规则、断续的声音。而且，只要内环或外环的

轴承滚道面有伤痕，就会发出连续的杂音。如果伤痕较轻，补充润滑脂后使用也无妨，如

果伤痕严重，则应更换轴承。 

生锈声 与伤痕声相同的现象。如果声音很响，应更换轴承。 

碾轧声 
不规则地碾轧般的声音，没有周期性。在螺栓轨道之间、螺栓保持架之间打滑，或者润滑

不良时发生。 
应更换优质润滑脂。 

 

6.2 定期检查 

 警 告  
检查鼓风机时，务必要切断主电源。 

鼓风机会因自动运转等而突然起动，非常危险。 

 

定期检查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 
检查内容除了日常检查项目之外，还应注意下列事项： 

(1) 给轴承补充润滑脂。 

(2) 重新检查定心、检查Ⅴ带。 
确认Ⅴ带的磨损、伤痕及张紧程度，必要时更换、重新张紧。  

(3) 确认叶轮轮毂和轴嵌合部的松动程度。 

(4) 调查叶轮、轴等的腐蚀、磨损情况。  

(5) 清扫鼓风机内部，采取防锈等修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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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补充和更换轴承的润滑脂 

(1) 对于使用轴台的鼓风机，可以采用自润滑的方式使用，但是为了能够更加长期地使用，建议客户在

定期检查时补充润滑脂。 

(2) 润滑脂的补充期限和补充量见下表，注意避免过量加注。 
润滑脂为壳牌石油生产的阿尔巴尼亚润滑脂 No.3。 
使用 150°C 以上的气体时，使用了耐热用轴台（HR5 间隙），因此润滑脂为油研工业制造的 SUPER 
LUBENo.3。 
请勿混入不同类型的润滑脂。 

(3) 应当避免在灰尘较多的场所、会洒上一点水的场所使用，不得不使用时，应缩短补充更换期限。 

(4) 在运转中，用润滑脂泵从润滑脂喷嘴补充。 

(5) 有的鼓风机由于结构上的原因，不能补充润滑脂。 

(6) 在轴承寿命期限使用之后，应更换为新的轴承。 

 
   
   
   
   
   

轴台的润滑脂补充期限 
环境 轴承温度 (°C) 补充期限 
清洁 50°C 以下 1～12 个月 

杂物较多 70°C 以下 1～4 个月 
湿气较重  1 周 

   
   

   

轴台的润滑脂补充量 

 

6.2.2 消耗品 

 注 意  
更换零件、修理等，请委托专业企业或制造商指定的服务窗口来进行。

如果错误作业，可能会引起故障和事故。 

 

消耗零件的更换期限见下表，请参考。 

消耗零件 更换时的标准 大致的更换期限 
轴台 发出异常声音 2～3 年 1 次 
Ⅴ带 老化、磨损 1～2 年 1 次 

 

即便是相同尺寸的Ⅴ带，其长度也会有标准离差。 
每台应使用相同的配套零件。 
请勿将新零件和旧零件组合在一起使用。 

 

轴承编号 轴承编号 轴承编号 补充量 g 补充量 g 补充量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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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故障的原因与对策 

7.1 故障的原因与对策 

即使鼓风机的故障现象相同，原因和对策也不尽相同。而且，故障的原因可能不只一个。 
看了下表也不清楚原因和对策时，应立即中止运转，与专业公司或制造商指定的服务窗口联系。 

 
现象 原因 对策 

轴承温度很

高 

润滑脂加注过量、不足 
轴承的内环与轴嵌合不良 
轴承的外环与轴承箱嵌合不良 
润滑脂老化、水分进入 
Ⅴ带绷得太紧 

适量加注 
更换轴，更换电动机 
更换轴承箱，更换电动机 
更换润滑脂，更换轴承 
调整Ⅴ带的张力 

振动大 

叶轮上附着异物、腐蚀、磨损 
叶轮轮毂与轴嵌合不良 
Ⅴ带轮失衡 
轴弯曲 
旋转体与壳体接触 
因地基不良而引起共振 
安装螺栓紧固不良 
轴承损伤 

清除叶轮的附着物，校正平衡 
更换叶轮或轴（电动机） 
更换Ⅴ带轮或校正平衡 
更换轴，更换电动机 
重新组装壳体 
加固地基 
加固螺栓、螺母 
更换轴承 

异常声音 

轴承破损 
吸入异物 
旋转体与壳体接触 
Ⅴ带侧滑、与皮带防护装置接触 

更换轴承 
检查壳体内部 
校正旋转体与壳体、吸入口的接触状态  
调整Ⅴ带的张力，校正防护装置的位置 

性能降低 

转数降低、频率降低 
反转 
叶轮上附着异物、腐蚀、磨损 
吸入过滤器孔眼堵塞 
挡板开闭不良 
壳体、管道内上堆积灰尘 
实际阻力过大 
气体比重计算错误 

调整电源 
变更电动机的布线 
清扫、修理或更换叶轮 
清洗过滤器 
修理挡板 
清扫 
计划辅助鼓风机，更换Ⅴ带轮 
测量比重，分析气体 

电动机过载 
实际阻力过小 
转数过大（皮带驱动式） 
气体比重计算错误 

利用挡板调节 
更换Ⅴ带轮 
减少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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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特殊附件 

8.1 挡板类 

(1) 参照另外提交的外形尺寸图，注意叶片的旋转方向，安装在规定的位置上。 

(2) 开闭叶片，确认叶片不会碰到壳体和管道。 

(3) 在叶片控制挡板的摺滑动部分定期（每隔 3 个月左右）涂抹润滑脂。 

(4) 如果是电动式、气缸式，应认真阅读各种操作设备的使用说明书后再使用。 

 

风量调节装置的开闭方向 

8.2 伸缩接头 

面之间尺寸如外形尺寸图所示，应注意避免过度拉伸或压缩。 
并且，不要利用伸缩接头来校正鼓风机与管道的偏心。 

8.3 过滤器 

为了便于拆卸鼓风机，应充分注意制定安装计划，采取放入短管等措施。 
应充分清扫鼓风机和管道的内部之后再安装过滤器。 
刚开始运转之后，特别容易出现过滤器孔眼堵塞现象，应尽快检查。 
以后也应定期拆卸过滤器零件，进行冲洗。 

 

挡板 
(对) 

旋转方向 旋转方向

叶片控制叶片控制

(错) 
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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