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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资讯

警告提示系统

为了您的人身安全以及避免财产损失，必须注意本手册中的提示。人身安全的提示用一个警告三角表示，仅与财产损

失有关的提示不带警告三角。警告提示根据危险等级由高到低如下表示。

危险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将会导致死亡或者严重的人身伤害。

警告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可能导致死亡或者严重的人身伤害。

小心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可能导致轻微的人身伤害。

注意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当出现多个危险等级的情况下，每次总是使用 高等级的警告提示。如果在某个警告提示中带有警告可能导致人身伤

害的警告三角，则可能在该警告提示中另外还附带有可能导致财产损失的警告。

合格的专业人员

本文件所属的产品/系统只允许由符合各项工作要求的合格人员进行操作。其操作必须遵照各自附带的文件说明，特别

是其中的安全及警告提示。 由于具备相关培训及经验，合格人员可以察觉本产品/系统的风险，并避免可能的危险。

按规定使用 Flender 产品

请注意下列说明：

警告

Flender 产品只允许用于目录和相关技术文件中规定的使用情况。如果要使用其他公司的产品和组件，必须得到 
Flender 推荐和允许。正确的运输、储存、组装、装配、安装、调试、操作和维护是产品安全、正常运行的前提。必

须保证允许的环境条件。必须注意相关文件中的提示。

商标

所有带有标记符号 ® 的都是 Flender GmbH 的注册商标。本印刷品中的其他符号可能是一些其他商标。若第三方出

于自身目的使用这些商标，将侵害其所有者的权利。

责任免除

我们已对印刷品中所述内容与硬件和软件的一致性作过检查。然而不排除存在偏差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保证印刷品

中所述内容与硬件和软件完全一致。印刷品中的数据都按规定经过检测，必要的修正值包含在下一版本中。

Flender GmbH
Alfred-Flender-Straße 77
46395 BOCHOLT
德国

文件订购号: 9224zh
Ⓟ 02/2019 本公司保留更改的权利

Copyright © Flender GmbH 2019.
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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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1.1 一般说明

操作说明用途

本说明是齿轮箱的操作说明，提供从安装到维护的一系列相关信息。

请妥善保管本操作说明，以便日后使用。在齿轮箱上开展任何作业前请务必阅读本操作说明，

并遵守其中的规定。

说明

免责条款

确保每个在齿轮箱上作业的人员在操作齿轮箱前都阅读和理解了本操作说明，并在所有作业

中加以注意。未遵循本操作说明可导致设备损坏、财产损失和/或人员伤亡。

对于因没有遵守本操作说明规定而导致的损坏及运行故障，Flender 概不负责。

在此介绍的齿轮箱符合该操作说明印刷时的 新技术水平。

Flender 保留由于技术发展而对各组件及附件进行更改权利，在保留主要特性的前提下提高

性能和安全性。

必备基础知识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操作说明，您需要具备有关齿轮箱的基础知识。此外，您还需具备以下基

础知识：

● 使用规划

● 安装

● 调试

● 维护

文档概况                

本操作说明包含在齿轮箱的供货范围内。

行星齿轮箱  9224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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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操作说明包含在齿轮箱随附的整套文档中。整套文档还包含，例如：

● 数据页

● 设备列表

● 尺寸图

● 有关齿轮箱润滑和封存的操作说明 BA 7300

● 附加组件的操作说明

● 第三方设备的操作说明

版权

该操作说明书的版权归 Flender 所有。

未经 Flender 批准，禁止擅自使用其全部或部分内容或转让给第三方使用。

所有技术性问题请咨询客服中心 (页 91)。

1.2 润滑剂

所用油的质量必须满足操作说明 7300 的要求，否则 Flender 不承担质保责任。Flender 推
荐使用 7300 中所列出的油，这些油已经过相应测试满足要求。

为避免误解，Flender 表明此建议并不意味着对您供应商所提供的润滑剂质量保证予以认可。

每个润滑剂制造商都必须对其产品的质量自行承担保证。

油类、油粘度和所需油量数据请参考齿轮箱铭牌和随附的文档资料。 

铭牌上标定的油量为参考量。所需注入的油量取决于量油尺或油位观察玻璃窗的标记。

也可以访问网络 (https://www.flender.com/lubricants)查阅 Flender 推荐的当前润滑剂的操作

说明。

该表中列出的油经常进行检测。所以在某些情况下，该表中推荐使用的油在之后的某个时间

点会删除或者替换成其他的油。 

Flender 建议定期进行检查，所选择使用的润滑油是否还在 Flender 的推荐列表中。如不在

推荐列表中，则需要更换。 

前言

1.2 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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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说明 2
2.1 安全说明

Flender 为其产品及解决方案提供工业安全功能，以支持工厂、系统、机器和网络的安全运

行。

为防止设备、系统、机器和网络受到网络攻击，需执行一个全面的工业安全方案（及持续维

护），以符合 新的技术标准。Flender 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只是此类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

用户有防止未经授权访问其设备、系统、机器和网络的责任。系统、机器和组件应只与企业

网络或互联网相连，但只应在必要时且必须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例如使用防火墙和网络分

段）。 

此外，应遵循西门子推荐的相应防范措施。更多有关工业安全的信息，请访问：

https://www.siemens.com/industrialsecurity

有鉴于此，Flender 不断对产品和解决方案进行开发和完善。Flender 强烈推荐进行更新，从

而始终使用 新的产品版本。使用过时或不再支持的版本可能会增大网络攻击的风险。 

为了随时获取产品更新信息，敬请订阅西门子工业信息安全 RSS 新闻推送：

https://www.siemens.com/industrialsecurity

2.2 五项安全规程

在电气部件上开展作业时，为保障人身安全和避免财产损失，请始终遵守安全注意事项和下

面符合 EN 50110-1 “在断电状态下作业”的五项安全规程。

在电机上开始作业前请先实施以下安全规程：

1. 断电
也要断开辅助电路，如防冷凝加热器

2. 确保不会重新通电

3. 确认无电压

4. 接地并短接

5. 遮盖或隔离邻近的带电部件

结束作业后按照相反的顺序取消上述措施。

行星齿轮箱  9224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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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一般说明

简介

齿轮箱的所有相关作业都应由合格的专业人员小心谨慎地完成。

齿轮箱上的符号

齿轮箱上有以下符号指示，部分符号带有颜色：

表格 2-1 符号和标识

齿轮箱上的标记位置 符号 颜色标记

接地点  

排气口 黄色

加油口 黄色

排油口 白色

油位指示器 红色

油位测量 红色

油位  

接点振动监控  

润滑点 红色

使用润滑脂  

运输吊耳  

吊环螺钉  

不要旋拧  

安全说明

2.3 一般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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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箱上的标记位置 符号 颜色标记

校准面，水平  

校准面，垂直  

这些图标显示用量油尺测控油位的过

程。

 

这些图标表示务必始终将量油尺牢固

旋入。

 

2.4 通用警告提示和符号

下表包含了通用警告提示及其符号。

                

表格 2-2 通用警告提示

ISO ANSI 警告提示

危险电压警告

静电敏感材料警告

--- 吸入危险警告

--- 灼热表面警告

--- 有害及刺激性材料警告

--- 腐蚀性材料警告

--- 悬浮负载警告

--- 手部损伤警告

ATEX 认证

安全说明

2.4 通用警告提示和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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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特殊危险类型和个人防护装备

前提条件

在开始齿轮箱上的作业前，请确保满足以下前提条件：

● 请确保油压管道中没有压力。

● 只允许在静止状态下对齿轮箱进行操作。

● 断开电气设备的电源。

危险

电击

接触带电部件可引发电击危险。

确保在开始电气安装前，整个设备处于断电状态。

工作保护装备

在齿轮箱周围作业时应佩戴/穿着以下规定的个人防护装备：

● 安全鞋

● 工作服

● 安全帽

● 防护手套

● 防护眼镜

警告

眼部损害风险

外界的细小颗粒（如沙子或灰尘）可能会进入旋转部件挡板并被甩出。

请佩戴防护眼镜。

运行期间的危险

齿轮箱可能发生损坏。 

安全说明

2.5 特殊危险类型和个人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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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运行时出现不明原因变化，则应立即关闭驱动设备，进而停用齿轮箱。这样的变化例如

有齿轮箱发出异常响声或者运行温度升高。

警告

坠落危险

在运行期间踩踏齿轮箱可增大坠落风险。

如需进行维护和维修作业，只能在齿轮箱静止时踏上齿轮箱及其安装部件。但不允许踩踏

轴端、保护罩、附件和管道。

警告

旋转或活动部件可导致生命危险

旋转或活动部件可导致身体被卷入。

旋转或活动部件应加装防护装置，确保不被接触。

表面温度

根据运行条件的不同，齿轮箱的外表面温度可能会很高。

警告

灼伤

高温表面 (> 55 °C) 可导致严重灼伤。

请穿着合适的防护手套和防护服。

警告

灼伤

更换运行介质时，溢出的高温介质可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请穿着/佩戴合适的防护手套、防护眼镜和防护服。

警告

低温危险

低温表面 (< 0 °C) 可导致冻伤（疼痛、麻木、肢体冻伤）。

请穿着合适的防护手套和防护服。

安全说明

2.5 特殊危险类型和个人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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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物质

由于会用到化学物质，则可能会导致伤害。

警告

化学物质有腐蚀性危险

使用腐蚀性清洁剂时会有腐蚀风险。

请注意制造商针对清洁剂和溶剂的使用说明。请佩戴合适的防护装备（防护手套、防护眼

镜）。请立即使用粘结剂清除溢出的溶剂。

小心

使用具有化学腐蚀性的润滑油可造成人身伤害

使用具有化学腐蚀性的润滑油可能会损伤眼睛和手。

请注意所用润滑油的数据页中的安全说明。请佩戴合适的防护装备（防护手套、防护眼

镜）。请立即使用粘结剂清除溢出的润滑油。

爆炸危险

爆炸性环境中存在爆炸风险。

危险

在爆炸性环境中点火可引发爆炸

在爆炸性环境中因运行齿轮箱而引起的点火可导致生命危险。

不要在有爆炸风险的环境中使用齿轮箱。

2.6 规范使用

齿轮箱只能按照服务合同和供货合同中的条件及附录中的技术数据 (页 99)投入使用和运行。

运行条件不一致视为不规范使用。由此导致的损坏由电机或设备的使用者或操作员自行承担。

在使用齿轮箱时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

● 不要对齿轮箱进行本操作说明允许范围外的改装。这也包括防接触保护装置。

● 只允许使用西门子原厂备件。

其余备件未经 Flender 测试和释放。使用非原厂备件可能会改变齿轮箱预先设定的结构

性能，因此会对主动或被动安全性造成损害。

对于使用非原厂零备件而造成的损坏，Flender 概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保修义务。对于非

Flender 提供的附件也同样如此。

安全说明

2.6 规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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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疑问，请联系客服 (页 91)。

警告

坠落危险

坠落可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

如需进行维护和维修作业，只能在齿轮箱静止时踏上齿轮箱。但不允许踩踏轴端、保护罩、

附件和管道。

齿轮箱的使用 

在使用齿轮箱时需要注意以下的基本原则：

● 确保齿轮箱的运行安全。

● 齿轮箱仅允许由经过授权、受过专业培训和指导的合格人员进行操作、保养和维护。

● 运输、安装和拆卸、操作、保养及维护时，请注意工作安全和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

● 不允许使用高压清洗设备进行齿轮箱的外部清洁。

● 不要在齿轮箱及相连部件上进行焊接作业。不得将齿轮箱及相连部件作为焊接作业的接

地点使用。齿轮系统部件与滚动轴承可因焊接而损坏。

● 请根据适用的规定和准则实施电位均衡。 
如果齿轮箱上没有用于接地的螺纹孔，应采取其他适合的措施。此项工作只能由专业电

工进行。

● 确保不会有电流流过与生成电流或通电的电气设备（如电机和发电机）组合运行的齿轮箱。

电流可对滚动轴承和轮齿造成不可修复的损坏。电流可导致短路、电压击穿和导电灰尘。

将齿轮箱接地。

● 移除保护装置时应妥善保管用于固定的零件。

● 在调试前应重新装上被拆下的防护装置。

● 注意齿轮箱上的说明，例如：铭牌、旋转方向箭头等，这些说明不得被颜料和污垢覆盖。

请补上缺失的铭牌。

● 在安装和拆卸作业中，应使用相同强度等级和规格的新螺钉替换报废的螺钉。

安全说明

2.6 规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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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

通电设备可导致生命危险

这可能导致死亡或重伤。

每次在齿轮箱上进行作业时都应停止运行齿轮箱和加装或独立的供油设备。通过以下其中

一种措施确保驱动装置不会意外启动。

● 关闭钥匙开关

● 取下电源的熔断器

在开关位置悬挂提示牌，表明正在齿轮箱上进行作业。

注意：整个设备都要在无载状态下运行，以免进行拆卸作业时出现危险。

齿轮箱的其他用途 

如果将齿轮箱安装在机器或设备内部，则机器或设备制造商有责任将本操作说明中的规定、

提示和说明整合到自己的操作说明中。

安全说明

2.6 规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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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3
3.1 概述

本操作说明中提及的®行星齿轮箱（以下简称为“齿轮箱”）是开发用于不同工业领域的负

载机械驱动的。 

该系列的齿轮箱可能的应用领域包括：污水装置、挖土机、化学工业、炼铁厂、输送带装置、

起重装置、食品工业、造纸机、辊压、缆车和水泥工业。

齿轮箱是作为二档位或三档位行星齿轮箱交付的。设计用于水平和垂直安装位置。也可根据

需要针对另一个安装位置交付。

原则上，齿轮箱能在两个旋转方向上运行。

可根据任务为齿轮箱加装止回器或解脱联轴器来确定旋转方向。

标准程序的齿轮箱可根据结构形式和尺寸配备电机外壳、油冷却器、油位指示器、温度传感

器和止回器。

下图显示了行星齿轮箱的装备： 

① 轴封 ④ 缩紧盘

② 运输螺纹 ⑤ 铭牌

③ 扭矩支架的紧固件   
图 3-1 齿轮箱装备

行星齿轮箱  9224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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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齿轮箱轴位置的标识

可能会有不同的安装位置，在下文以实心轴图形显示并带有标识号。

  水平齿轮箱安装位置 垂直安装位置

5.. 9.. 6..

同轴行星

齿轮箱 
P2DP

0

500

900 600

圆柱齿轮

行星齿轮

箱 P3DH

1

512

910 610

513

514

3.2 外壳

简介

外壳通常采用铸铁制，但也可根据需要采用球墨铸铁制或钢制。

齿轮箱外壳具有以下附件： 

● 用于运输齿轮箱的悬挂点

● 检查时可使用的检查孔盖

● 加油口

描述

3.2 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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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检查油位的油位观察窗、油位指示器或量油尺

● 用于换油的放油旋塞阀

● 用于送风和排风的空气滤清器或湿空气滤清器

更多信息

更多信息及齿轮箱细节图请参考尺寸图。

3.3 齿轮箱的供油

供油方式有：

● 油浴润滑

● 压力润滑

● 循环润滑

为齿轮箱上的齿轮系统和滚动轴承提供充足的润滑油。

出于安全原因，齿轮箱在供货运输时不能注油。

3.4 轴承

所有轴均安装在滚动轴承内。

                

3.5 轴封

根据要求，轴封可防止油从齿轮箱中溢出或污垢进入齿轮箱内。

                

描述

3.3 齿轮箱的供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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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径向轴密封圈

径向轴密封圈通常被用作标准密封件。主要是装配辅助防尘唇边，可防止外界污垢弄脏独特

的密封唇边。

注意

积尘可损坏径向轴密封圈

如果径向轴密封圈损坏，可导致齿轮箱不密闭。

积尘较多时请不要使用无附加保护的径向轴密封圈。

下图显示的是径向轴密封圈：

                

图 3-2 径向轴密封圈

3.5.2 Taconite 密封

Taconite 密封由两个密封件组成：

● 防止润滑油溢出的径向轴密封圈

● 在灰尘环境中使用的由迷宫式密封和片式密封组成的防尘密封

Taconite 密封尤其适合在灰尘环境中使用。

注意

缺少密封件可导致齿轮箱不密闭

对迷宫式密封环进行重新润滑时请遵循规定的重新润滑间隔。补充润滑间隔请参考维护计划 
(页 79)。

描述

3.5 轴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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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的是 Taconite 密封：

① 迷宫式密封环（注有油脂），可重新润滑 ③ 盘式密封环

② 注油嘴 ④ 径向轴密封圈

图 3-3 Taconite 密封件

注意

间隙过小可形成火花、导致过热和轴封磨损

间隙过小可能会形成火花、导致过热和轴封磨损。

注意：在使用 Taconite 密封件的轴密封圈上不允许通过安装驱动和从动元件（例如：联轴

器部件）来更改油脂迷宫式密封圈上设置的 1+0.5 mm 的间隙。不允许接触旋转部件和固定

的部件。

3.6 止回器

简介

特定要求下，可为减速电机装配机械式止回器。运行中，止回器的旋转方向只能固定不变。

齿轮箱驱动侧和从动侧上的旋转方向通过旋转方向箭头标定。

止回器通过一个中间法兰盘安装到齿轮箱上并集成在其油回路中。

工作原理

止回器有一个离心起升的夹紧体。齿轮箱按规定方向旋转时，内环和带有夹紧体的保持架按

轴的旋转方向旋转，此时外环静止。从某个转速（提升转速）起，夹紧体由外环上升。止回

器在该运行状态下无磨损。

描述

3.6 止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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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的是止回器：

                

                        
① 挡盖 ④ 轴

② 外环 ⑤ 带夹紧体的保持架

③ 内环   ⑥ 放油

                    
图 3-4 止回器

通过转动保持架可以修改止回器的止动方向。如需修改止动方向，必须与 Flender 进行协商。

注意

旋转方向错误可损坏止回器和/或齿轮箱。

请勿逆向运行齿轮箱。

注意齿轮箱上粘贴的说明。

注意

以低于提升转速的转速运行时可导致磨损加大进而损坏止回器

以低于提升转速的转速运行齿轮箱时，应定期更换止回器。

更换间隔请参考尺寸图和齿轮箱铭牌。此铭牌位于安装在止回器附近的齿轮箱外壳上。

描述

3.6 止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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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转矩受限止回器（特殊型号）

简介                

对于特殊使用情况，如双驱动，可使用转矩受限止回器。该止回器由一个带离心起升的夹紧

体的止回器和一个制动器组成。 

工作原理

通过压力弹簧的数量设置摩擦转矩。通过“摩擦”可防止齿轮箱和止回器的夹紧体逆向旋转

时负载过大。对于双驱动，还可在逆向旋转过程中将负载均 分配到两个齿轮箱上。

下图显示的是转矩受限止回器：

                

                        
① 外环 ⑤ 内环

② 带压力弹簧的丝杠 ⑥ 带夹紧体的保持架

③ 熔丝 ⑦ 摩擦片

④ 轴（中间法兰盘）   
                    
图 3-5 转矩受限止回器

描述

3.7 转矩受限止回器（特殊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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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止动方向

通过转动保持架可以修改止回器的止动方向。如需修改止动方向，必须与 Flender 进行协商。

注意

旋转方向错误可损坏止回器和齿轮箱

请勿逆向运行齿轮箱。

注意齿轮箱上粘贴的说明。

摩擦转矩

转矩受限止回器通过一个中间法兰盘安装到齿轮箱上并集成在其油回路中。

为确保设置的摩擦转矩，须为压力弹簧的丝杠装配熔丝。只有在装配了熔丝或熔丝没有损坏

的情况下才能确保摩擦转矩。

止回器在运行时通常无磨损。每次脱扣（仅针对 FXRT 型）后和每 12 个月后必须检查尺寸 “x 
min.”。

警告

运动的设备部件可造成人身伤害

存在关闭电机后负载不在安全范围内和反向加速的危险。

摩擦转矩在出厂时已设为正确值，无需进行修改。

3.8 冷却

简介

可根据需要为行星齿轮箱装配以下冷却系统：

● 风扇

● 空气-油冷却器

● 水-油冷却器

● 独立供油设备

安装齿轮箱时请确保外壳表面上能够自然对流，以免齿轮箱过热。

描述

3.8 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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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风扇

工作原理

风扇通常安装在齿轮箱的快速运行轴上并通过一个风扇外罩防止意外接触。风扇通过风扇外

罩的保护格栅吸入空气并通过齿轮箱外壳上的侧面气流排出空气。同时排出一定的热量。

风扇和外壳表面污染严重会大大降低冷却效果。

请注意 清洁风扇和齿轮箱 (页 83) 一章中的清洁数据。

下图显示的是齿轮箱上的风扇：

① 风扇 ② 风扇外罩

图 3-6 齿轮箱上的风扇

注意

进气不足可导致齿轮箱过热

装有风扇的齿轮箱在安装联轴器或类似设备的防护装置时须留有足够的间距作为吸气口。

所需间距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尺寸图。

确保风扇外罩固定正确。防止风扇外罩受到外部损坏。风扇不能接触到风扇外罩。

更多信息

更多信息、齿轮箱细节图以及附件位置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尺寸图。

描述

3.8 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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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加装的供油设备

3.8.2.1 带空气-油冷却器的加装供油设备

简介

可根据任务需要将供油设备与空气–油冷却器组合使用。该冷却装置固定安装在齿轮箱上。

工作原理

空气–油冷却器用于冷却齿轮箱油，同时环境空气用作冷却剂。油根据体积流量流经通过鼓

风机输送的环境空气到冷却器中。对于冷启动，原则上须使用一个带温度控制阀的旁通管。

带空气-油冷却器的加装供油设备由以下组件构成：

● 空气-油冷却器

● 法兰泵

● 双联开关滤油器或粗滤油器

● 压力监控器

● 温度控制阀

● 油管

说明

注意泵的输送方向

连接阀门时请注意泵的输送方向。

所用泵的输送方向取决于旋转方向，详细信息请参考文档资料。

注意

进气不足可导致齿轮箱过热

注意：在安装齿轮箱与加装的空气-油冷却器时不要阻碍空气循环。

与相邻部件（如安装壁）的 小间距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尺寸图。

描述

3.8 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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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绝缘灰尘可导致齿轮箱过热

齿轮箱上的绝缘灰尘层或污染严重的风扇可导致齿轮箱过热。

风扇和外壳表面污染严重会大大降低冷却效果。

清洁说明请参考清洁风扇和齿轮箱 (页 83)一章。

更多信息

连接尺寸及齿轮箱和带空气–油冷却器的供油设备细节图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尺寸图。

有关供油设备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单个数据页、设备列表和供油设备的操作说

明。

3.8.2.2 带水-油冷却器的加装供油设备

简介

可根据任务需要将供油设备与水–油冷却器组合使用。该冷却装置固定安装在齿轮箱上。

工作原理

水–油冷却器用于冷却齿轮箱油，同时水用作冷却剂。

所需冷却水管由操作人员决定。

注意

水-油冷却器的流动方向错误可导致齿轮箱过热

冷却水压 大不超过 8 bar。
请遵循规定水–油冷却器的流动方向，以达到 佳冷却效果。进水管和排水管不能接反。

有冻结危险时排出冷却水并用压缩空气将水残留物排出。

不要超出技术数据表或设备列表中规定的压力和温度值。在开始调试前检查数值。

警告

压缩空气可损伤眼睛

水残留物和灰尘颗粒可能会损伤眼睛。

请佩戴合适的防护眼镜。

描述

3.8 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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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连接尺寸及齿轮箱和带水–油冷却器的供油设备细节图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尺寸图。

有关供油设备（如所需冷却水量和允许的 大进口温度）的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单个

数据页、设备列表和供油设备的操作说明。

3.8.2.3 泵

对传输介质的要求                

所用泵适用于传输润滑油。传输介质不可以包含磨粒成分且泵的材料不可以受到化学腐蚀。

功能良好、安全性高、使用寿命长的前提条件是传输介质始终干净且可润滑。

3.8.2.4 滤油器

简介

滤油器可防止附加连接的设备、测量装置和控制装置受到污染。

工作原理

滤油器由一个带接口的外壳和一个滤油器芯子组成。介质流经滤套，此时会根据过滤精度从

指定量开始抑制油中的灰尘颗粒。必须清洁或更换被污染的滤油器芯子。

3.8.2.5 压力监控器

通过一个压力监控器监控加装的供油设备的压力。

                    
                

更多信息

有关压力监控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压力监控器的操作说明。

有关技术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考各个单页和齿轮箱文档中的设备列表。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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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独立供油设备

独立供油设备可用于油冷却。

                

更多信息 

有关独立供油设备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供油设备的操作说明。

有关供油设备组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组件操作说明。 

有关技术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考各个单页和齿轮箱文档中的设备列表。

3.9 联轴器

齿轮箱的传动和/或从动装置须配备一个弹性联轴器。

如果使用刚性联轴器或其他导致额外径向和/或轴向力的传动和/或从动元件（如齿轮、皮带轮、

飞轮、液压联轴器），则必须在合同中约定。

外直径上的圆周速度低于 30 m/s 的联轴器必须进行静态平衡。圆周速度超过 30 m/s 的联轴

器要求进行动态平衡。

安装驱动时须对相邻组件进行精确对中，使得因角度和轴偏移出现的回弹力降至 低并防止

弹性联轴器元件提前磨损。

更多信息

有关联轴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联轴器操作说明。

3.10 缩紧盘

嵌入式齿轮箱上需要设计一个缩紧盘，用作齿轮箱空心轴和负载机械之间有力的夹具连接。

借助缩紧盘在空心轴与插接轴（机器主轴，下文称作“插接轴”）之间建立一个加压连接。

加压连接可传送扭矩、弯曲转矩和力。对于转矩和/或力传送 重要的就是空心轴与插接轴

之间通过收缩盘生成的接合压力。

更多信息

有关缩紧盘的更多信息请参考对应的缩紧盘操作说明。此操作说明是齿轮箱文档的组成部分。

描述

3.9 联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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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加热器

简介                

温度较低时，可能需要在接通驱动前或者在运行期间对齿轮箱油进行预热。 

加热棒                

在这些情况下可使用加热棒。加热棒将电能转化为热能并将热能传递给油。加热棒安装在外

壳中的保护管内，这样在更换加热棒时可以不用事先放油。 

将加热棒完全浸入油池须遵循安装位置、确保符合文档尺寸图和油位。 

警告

爆炸和火灾危险

裸露的加热棒可引发火灾危险。

只有在确保完全浸入油池后才可接通加热棒。

如果对加热棒进行改造，则不可以超过下表中列出的加热棒外表面上的 大加热功率。

下表显示了环境温度和特定加热功率 PHO 之间的关系：

表格 3-1 特定加热功率信息

PHO，单位 W/cm2

                                    
环境温度，单位 °C

0.9 10 ... 0

0.8 0 ... -25

0.7 -25 ... -50

加热棒控制器

加热棒可通过温度监控器进行控制。温度监控器在达到 小和 大温度时会提供一个需要增

强的信号。

更多信息

有关附件位置及齿轮箱细节图的更多信息请参考尺寸图。

有关加热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单个数据页、设备列表和加热器的操作说明。

描述

3.11 加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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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温度监控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温度监控器的操作说明。

3.12 油位指示器

可在齿轮箱上安装以下附件对油位进行目检：

● 油位观察玻璃窗

● 油位指示器

● 量油尺

● 油溢出孔

在齿轮箱静止和油冷却时检查油位。 

注意

润滑不充分会损坏齿轮箱

油位太低时，请勿启动驱动电机。 

更多信息

有关油位指示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操作说明 7300。

更多信息、齿轮箱细节图以及附件位置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尺寸图。

3.13 油温监控器

根据订单要求，齿轮箱可配备一个电阻温度计 Pt 100，用于测量油池中的油温。

为了能够测量温度或温度差，应将电阻温度计 Pt 100 连接到一个评估装置上。电阻温度计

指明了接头的布线方式。出厂时采用双线电路，用户也可以采用三线制或四线制布线。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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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的是齿轮箱上的油温监控器：

① 电阻温度计 Pt 100
图 3-7 油温监控器

更多信息

更多信息、齿轮箱细节图以及附件位置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尺寸图。

有关油温监控器、控制说明和技术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油温监控器的操作说

明和设备列表。

3.14 轴承监控器

3.14.1 电阻温度计 Pt 100

根据订单要求，可为齿轮箱装配电阻温度计 Pt 100，用于监控轴承。

                

为了能够测量温度或温度差，应将电阻温度计 Pt 100 连接到一个评估装置上。电阻温度计

指明了接头的布线方式。出厂时采用双线电路。用户也可改成三线或四线电路。

描述

3.14 轴承监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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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的是电阻温度计 Pt 100：

① 电阻温度计 Pt 100
图 3-8 电阻温度计 Pt 100

更多信息

更多信息、齿轮箱细节图以及附件位置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尺寸图。

有关电阻温度计 Pt 100、控制说明和技术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电阻温度计 
Pt 100 的操作说明和设备列表。

3.14.2 冲击脉冲接收器

根据订单要求，可为齿轮箱装配测量嘴，用于监控轴承。

该测量套管用于固定冲击脉冲接收器和快速联轴器并安装在外壳上待监控的滚动轴承附近。 

更多信息

更多信息、齿轮箱细节图以及附件位置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尺寸图。

3.14.3 加速度传感器

根据订单要求，可为齿轮箱装配螺纹孔，用于接收加速度传感器。这些螺纹孔根据型号可装

配螺纹 M6、M8 或 1/4”-28UNF-2B。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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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的是用于型号 1...4 的完整加速度传感器 (A) 和螺纹连接 (B)：

① 屏蔽电缆（耐油） ④ 敏感性说明

② MIL 连接器 ⑤ 螺销

③ 加速度传感器   
图 3-9 用于型号 1...4 的完整加速度传感器 (A) 和螺纹连接 (B)

下图显示的是用于型号 5A 和 5B 的完整加速度传感器 (C) 和螺纹连接 (D)：

描述

3.14 轴承监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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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用于型号 5A 和 5B 的完整加速度传感器 (C) 和螺纹连接 (D)

下图显示的是螺纹接口 1/4”-28UNF-2B：

图 3-11 螺纹接口 1/4”-28UNF-2B

更多信息

更多信息及加装了传感器的齿轮箱细节图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尺寸图。

有关传感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传感器的操作说明。

3.15 转速编码器

根据订单要求，可加装一个增量转速编码器。 

用户必须进行布线和安装一个评估装置。

更多信息

更多信息、齿轮箱细节图以及附件位置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尺寸图。

有关转速编码器、控制说明和技术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转速编码器的操作说

明和设备列表。

3.16 FLENDER GEARLOG

根据订单要求，可加装一个 FLENDER® GEARLOG。 

原则上，行星齿轮箱有多种连接方法。

更多信息

更多信息、齿轮箱细节图以及附件位置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尺寸图。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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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齿轮箱  9224zh
操作说明 03/2019 39



有关 FLENDER® GEARLOG、控制说明和技术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 
FLENDER® GEARLOG 的操作说明和设备列表。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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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计划 4
4.1 供货范围

供货内容罗列在发货单上。请直接在收货时检查齿轮箱的完整性。如有损坏或部件缺失，请

立即联系客户服务 (页 91)。

警告

损坏的产品可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这可导致重伤。

如发现齿轮箱损坏，请勿投入运行。

4.2 运输

一般说明

齿轮箱以组装完毕的状态发货。附加装置，如收缩盘、联轴器、油冷却器、管道和阀门，必

要时可单独包装发货。

运输齿轮箱时请注意以下几点，以免损坏齿轮箱：

● 只允许使用合适的运输工具运输齿轮箱。

● 运输齿轮箱时，不要给齿轮箱注油且不要破坏运输包装。

● 请勿使用错误的悬挂点。

轴伸端面上的螺纹不得用于安装限位件。

● 不得将管道作为吊装点进行齿轮箱的运输。

● 请确保限位件具备足够的安全性，可负载齿轮箱的重量。

警告

挤压危险

如果所用起重工具和负载装置不配套且部件松动，则可能有在运输中被部件夹伤的危险。

起吊时请注意包装上针对负载分布的说明。

货物被吊起时，请缓慢并小心地运输，以免造成人员伤亡或损坏齿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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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起

运输时，只允许将齿轮箱悬挂在指定和标记的悬挂点上。

吊起、提升、下降和移动负载时请注意以下措施：

● 遵循负载限值

● 使用多个起重吊钩，使得负载装置上的负载均 分配

● 注意偏心和重心

● 注意限位件的固定是否符合正确

● 遵循低运行速度

● 不允许物品或建筑物上的负载摆动和碰撞

● 吊钩尖端不允许有负载

● 产品只能摆放在平整、防滑和有承载力的地面上。

危险

坠落的负载

起吊错误导致货物坠落可引发生命危险。

请勿停留在回转负载下。请遵循负载限值。

包装

齿轮箱以组装完毕的状态发货。必要时辅助装备以独立包装的形式供货。

视运输路程和尺寸而定，可采用不同的方式包装齿轮箱。

注意粘贴在包装上的图标。

图 4-1 运输标识

使用计划

4.2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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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悬挂点

吊环

齿轮箱上装有用于安装吊环的运输螺纹，以便制造和安装期间进行运输。

● 运输时请注意吊环的操作说明。

警告

运输可损坏齿轮箱

使用错误的吊耳进行运输可损坏齿轮箱。 

使用计划

4.3 悬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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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点的位置

下图显示了标准齿轮箱上悬挂点的位置：

P2DP  

 

P3DH  

使用计划

4.3 悬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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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显示了齿轮箱尺寸和吊环连接螺纹之间的关系：

表格 4-1 有关吊环连接螺纹的信息

齿轮箱尺寸 吊环连接螺纹

345 M24

370

395

M30

420

445

475

500

M36

更多信息

更多信息、齿轮箱细节图、悬挂点和重心的位置以及重量数据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尺寸图。

4.4 润滑的特点

4.4.1 注油和放油

注意

漏油造成的环境污染

请立即使用粘结剂清除溢出的润滑油。

请注意制造商针对润滑剂的使用说明。

在启动前，向齿轮箱注入铭牌上规定的油量。

下图显示了行星齿轮箱上的注油点和放油点：

使用计划

4.4 润滑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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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油位观察玻璃窗 ④ 油位指示器/油尺

② 外壳进气和出气口 ⑤ 放油口

③ 注油口 ⑥ 废油口

图 4-2 注油点和放油点 

下图显示了带止回器的齿轮箱上的注油点和放油点：

① 注油口 ④ 放油闭锁螺栓

② 齿轮箱 ⑤ 止回器挡盖

③ 止回器   
图 4-3 带止回器的齿轮箱

使用计划

4.4 润滑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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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5
5.1 一般安装说明

安装应由授权且经过培训的熟练专业人员非常谨慎细致地进行。因不规范作业而造成的损坏

会使保修权益失效。

前提条件

未按规定使用可造成齿轮箱损坏。请确保采取以下措施：

● 防止齿轮箱被坠落的物体砸中和覆盖。

● 不要在驱动的任何部位上进行焊接作业。

● 齿轮箱不得作为电焊作业的接地点使用。

● 确保不会有电流流过与电气设备组合运行的齿轮箱。

● 请使用与各结构形式相适应的紧固方法。

● 必须使用相同强度等级和规格的新螺钉替换报废的螺钉。 

● 确保有足够的起重工具可用。 

安装位置和悬挂点

在规划时请注意，要在齿轮箱周围留有足够的安装、保养和维护作业的空间。

悬挂点位置请参见尺寸图。为了确保运行中实现足够的润滑，必须遵守尺寸图中规定的安装

位置。 

更多信息

有关尺寸、空间需求和电源接口布局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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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齿轮箱因外部因素发热

运行期间不允许齿轮箱因外部因素（如直接太阳辐射或其他热源）发热，因此，必须采取

适当的措施加以避免。

通过以下措施可避免齿轮箱发热：

● 遮阳篷

● 附加冷却装置

使用遮阳篷时可导致蓄热。 

使用温度监控装置时，在达到允许的 高油池温度时必须输出报警。超过允许的 高油池温

度时，必须关闭驱动。此操作可由操作人员进行。

警告

引燃溶剂蒸汽

进行清洁作业时引燃溶剂蒸汽可造成人身伤害。

请遵循以下规定：

● 确保通风良好。

● 禁止吸烟。

5.2 拆开齿轮箱包装

简介

 在运输单据中列明了供货内容。

警告

损坏的产品可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如果齿轮箱发生损坏，可能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如有明显损伤，不得将齿轮箱投入运行。

请联系西门子客服 (页 91)。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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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请直接在收货时检查齿轮箱的完整性。

注意

腐蚀可损坏齿轮箱

齿轮箱如果暴露在潮湿环境中，则可能因腐蚀而受损。

当包装是一项封存措施时，则不得提前打开包装或发生破损。 

步骤

请按如下步骤打开齿轮箱包装并进行使用：

1. 请按照规定取下包装和运输装置。

2. 请进行目检，查看是否有损坏和污染。

3. 如有损坏或部件缺失，请立即联系客服 (页 91)。 

4. 请按照规定处理包装和运输装置。

5.3 齿轮箱安装

5.3.1 基座

简介

根据订单，基座可以是一个基座板、一个钢结构或机器框架。

● 对于嵌入式齿轮箱，扭矩支架安装在基座上。

● 对于带地脚的齿轮箱，地脚安装在基座上。

● 对于带固定法兰或块法兰的齿轮箱，法兰安装在联合法兰结构上。

基座特性

基座须具备以下特性：

● 稳定

● 水平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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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整

● 基座结构必须抗扭曲

● 应能承受齿轮箱的反作用力

对基座的要求

对基座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 构架的基座不能出现谐振，并且不能传递邻近基座上的振动。 

● 必须考虑作用在齿轮箱上的力，根据重量和扭矩进行设计。

● 根据驱动和从动侧的机组仔细地校准齿轮箱。

● 必要时考虑因原动力导致的弹性变形。

● 通过侧面挡块防止外力造成的移动。

注意

齿轮箱缺少稳定性

齿轮箱缺少稳定性可致其损坏。

使用强度等级至少为 8.8 的螺钉。参考拧紧过程 (页 66)一章中紧固扭矩的数据和说明。用

规定的紧固扭矩拧紧固定螺钉和螺母。注意：在拧紧固定螺钉时不能使齿轮箱变形。

5.3.2 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警告

旋转或活动部件可导致生命危险

旋转或活动部件可导致身体被卷入。

关闭电机后负载可能不在安全范围内。为此可导致负载反向加速。不要修改出厂时已设为

正确值的摩擦转矩。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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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化学物质有腐蚀性危险

使用腐蚀性清洁剂时会有腐蚀风险。

请注意制造商针对清洁剂和溶剂的使用说明。请佩戴合适的防护装备（防护手套、防护眼

镜）。立即使用粘结剂清除溢出的溶剂。

未按规定使用可造成齿轮箱损坏。请确保采取以下措施：

● 使用合适的清洁剂去除轴和相邻的安装表面上的防腐保护层。

● 避免清洁剂接触轴密封圈。

● 请根据尺寸图拆除堵头和闭锁法兰并安装随附的散装配件。

● 将传动及从动元件（例如：联轴器部件）装在轴上并将其固定。请注意章节联轴器 
(页 57)。

● 使用合适的起重工具安装齿轮箱。

更多信息 

有关去除防腐保护层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操作说明 7300。

有关齿轮箱固定、因齿轮箱重量而需使用起重工具的更多信息请参考使用计划 (页 41)一章。

如果齿轮箱与安装部件一同运输，必要时需要额外的起吊点。悬挂点的位置请参考齿轮箱文

档中的尺寸图。

5.3.3 在固定法兰或块法兰上安装

5.3.3.1 设备侧联合法兰

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安装设备侧联合法兰前，请确保采取以下措施：

● 联合法兰不能出现谐振，并且不能传递邻近基座上的振动。 

● 安装在联合法兰结构上的齿轮箱必须抗扭曲。 

● 必须考虑作用在齿轮箱上的力，根据重量和扭矩进行设计。

● 仔细进行驱动侧和从动侧设备的对中，必要时须考虑因原动力导致的弹性变形。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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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不佳

联合法兰对中不佳可能会损坏齿轮箱。

联合法兰必须平整且在拧紧固定螺钉时不能使齿轮箱变形。

注意

缺少稳定性

齿轮箱缺少稳定性可致其损坏。

用规定的紧固扭矩 (页 66)拧紧固定螺钉和螺母。

使用强度等级 8.8 的螺钉。

5.3.3.2 安装

开始安装前，请确保满足以下前提条件：

● 在对中机器主轴与联合法兰时应保持尽可能小的轴向和角度偏移。 

● 固定法兰和联合法兰的端面区域必须干净且无油脂。尺寸越大，扭矩传输的安全性越高。

● 请勿使用不干净的溶剂和抹布以及含油（如石油或松节油）的清洁剂去除油脂。

● 避免清洁剂接触轴密封圈。

● 安装前在螺钉表面上涂抹液体胶水 Loctite 640。液体胶水提高了扭矩传输表面的摩擦值，

同时保护不受腐蚀。

危险

飞溅的碎屑可引发生命危险

未遵循对中精度可导致轴断裂，进而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精确对中并遵循给定的值。

可能会损坏齿轮箱或其部件和附件。

轴、滚动轴承和联轴器的使用寿命主要取决于轴的对中精度。因此，应始终力求零偏差

（ZAPEX 联轴器除外）。

小心

化学物质有腐蚀性危险

使用腐蚀性清洁剂时会有腐蚀风险。

请注意制造商针对清洁剂和溶剂的使用说明。请佩戴合适的防护装备（防护手套、防护眼

镜）。立即使用粘结剂清除溢出的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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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请按如下步骤安装带固定法兰或块法兰的齿轮箱：

1. 齿轮箱上的从动侧固定法兰或块法兰配备一个定中心凸点 (∅ d3)。
为设备侧联合法兰配备一个与定中心凸点相匹配的钻孔（配合 H7）。 

2. 清洁齿轮箱固定法兰或块法兰及设备侧联合法兰的安装面。

3. 用合适的起重工具将齿轮箱装入联合法兰。

4. 拧紧法兰螺钉。

注意

法兰螺钉拧紧不均 可损坏齿轮箱

法兰螺钉拧紧不均 可能会损坏齿轮箱。

用十字起以全扭矩均 地拧紧法兰螺钉。注意：在拧紧法兰螺钉时不能使齿轮箱变形。

步骤

请按如下步骤安装带驱动空心轴的齿轮箱：

1. 齿轮箱上的从动侧固定法兰或块法兰配备一个定中心凸点 (∅ d3)。
在仅单侧安装的机器主轴上为设备侧联合法兰配备一个与定中心凸点相匹配的钻孔（配合 
H7）。齿轮箱使用第 2 个轴承部位的功能。

2. 清洁齿轮箱固定法兰或块法兰及设备侧联合法兰的安装面。

3. 使用合适的清洁剂去除空心轴和机器主轴上的防腐保护层。

4. 检查空心轴和机器主轴是否牢固或边缘是否损坏。必要时用合适的刀具重新加工零件并重新
清洁。

5. 为防止接触腐蚀，请在接触面上涂抹适当的润滑剂。

6. 用合适的起重工具借助螺母和丝杠安装齿轮箱。将齿轮箱放在设备侧联合法兰上。

注意

对联合法兰中的齿轮箱进行定中心可损坏齿轮箱

对联合法兰中的齿轮箱进行定中心（定中心凸点 ∅ d3）可能会损坏齿轮箱。

对于安装在设备侧联合法兰中的机器主轴，不允许对联合法兰中的齿轮箱进行定中心（定

中心凸点 ∅ d3）。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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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有关允许的公差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对应的操作说明。

5.3.4 安装扭矩支架和齿轮箱地脚

简介

如果安装尚未完成，请根据订单将扭矩支架的附件装到齿轮箱上。

安装前去掉螺钉表面的油脂并在表面上涂上液体胶水 Loctite 640。液体胶水提高了扭矩传

输表面的摩擦值，同时保护不受腐蚀。

注意

未按规定安装扭矩支架可损坏齿轮箱

未按规定安装扭矩支架可能会损坏齿轮箱。

只允许与 Flender 协商后才能安装扭矩支架。在没有预加应力的状态下在电机侧安装扭矩

支架。安装时充分利用 大可能的螺钉数量。

5.3.4.1 单侧扭矩支架

单侧扭矩支架须装配一个关节轴承或一个弹性衬套。

下图显示的是单侧扭矩支架：

① 轴 ④ 关节轴承

② 关节轴承 ⑤ 齿轮箱接口

③ 轮杆 ⑥ 单侧扭矩支架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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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单侧扭矩支架

更多信息

更多信息及齿轮箱细节图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尺寸图。

5.3.4.2 双侧扭矩支架

如果齿轮箱配有双侧扭矩支架，则扭矩通过联轴杆和控制杆支撑在扭力轴上。

采用该结构时，负载机械轴承到重力几乎全部由横向力释放。

下图显示了双侧扭矩支架：

① 双侧扭矩支架 ④ 扭力轴

② 控制杆 ⑤ 联杆数

③ 齿轮箱接口 ⑥ 轴承座

图 5-2 双侧扭矩支架

轴承座可安装在垂直壁（如图所示）或水平基座上。

更多信息

更多信息及齿轮箱细节图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尺寸图。

5.3.4.3 齿轮箱底座

如果齿轮箱配有底座，则扭矩支撑在底座表面。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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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齿轮箱底座：

① 底座 ② 齿轮箱接口

图 5-3 齿轮箱底座

注意

稳定性不足可导致齿轮箱损坏

夹紧地脚螺栓前，混凝土浇注的硬化时间至少要达到 28 天。

更多信息

更多信息及齿轮箱细节图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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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联轴器

简介

未按规定使用可造成齿轮箱损坏。请确保采取以下措施：

● 如有需要，请按照联轴器操作说明执行以下准备工作：

– 钻孔

– 安装键槽

– 安装轴向保险装置

– 平衡

● 对单个组件之间进行精确对中。

● 安装、维护和运行联轴器时，请遵循联轴器的操作说明。

警告

联轴器爆裂会导致人身伤害

四处乱飞的碎片会导致生命危险。

请遵循联轴器的操作说明。

注意

对中不精确或对中错误可损坏齿轮箱

对中不精确或对中错误可能会损坏齿轮箱。

安装驱动时，请对单个组件之间进行精确对中。注意：不要超出运行时允许的 大偏移。

更多信息

有关联轴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联轴器操作说明。

5.4.1 安装联轴器

简介

联轴器安装取决于结构形式。本操作说明中介绍的步骤是通用安装步骤。

请按照联轴器操作说明安装联轴器。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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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规定使用可造成齿轮箱损坏。请确保采取以下措施：

● 不能对联轴器部件产生碰撞或撞击，否则可导致齿轮箱损坏。

● 注意：安装联轴器部件时请不要损坏轴密封圈和轴的工作面。

步骤

请按如下步骤安装联轴器：

1. 仔细地清洁轴端和联轴器部件。

2. 借助合适的装置将联轴器部件装到轴端上。

3. 防止联轴器部件轴向移动。

4. 推近需要连接的设备并对其进行对中。

5. 按顺序安装联轴器部件。

联轴器部件需进行热安装

根据订单，联轴器部件可能需要进行热安装。

警告

灼伤危险

高温表面 (> 55 °C) 可导致严重灼伤。

请穿着合适的防护手套和防护服。

未按规定使用可造成齿轮箱损坏。请确保采取以下措施：

● 所需焊接温度请参考联轴器操作说明中的尺寸图。

● 如果没有其它规定，可以使用燃烧器或火炉感应加热联轴器部件。

● 使用隔热板防止辐射热，防止轴密封圈因过热（超过 100 °C）而损坏。

● 将联轴器部件装到轴上。安装尺寸请参考联轴器操作说明中的尺寸图。

小心

机械危险

这可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请穿着合适的防护手套和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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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从动空心轴或从动法兰轴的齿轮箱

带从动空心轴或从动法兰轴的齿轮箱没有从动侧联轴器。

将带从动空心轴的齿轮箱插入装到用户侧机器主轴上。通过联合法兰将带从动侧法兰轴的齿

轮箱装到用户侧轴上。

更多信息

有关联轴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联轴器操作说明。

5.4.2 对中联轴器

简介

联轴器组件之间可能会出现位移：

● 安装时对中不准确

● 设备运行期间：

– 热膨胀

– 轴弯曲

– 机器框架过软

未按规定使用可造成齿轮箱或联轴器损坏。请确保采取以下措施：

● 注意：不要超出运行时允许的 大偏移。

– 如果使用的是 Flender 提供的联轴器，则可在联轴器的操作说明中找到允许的 大偏

移说明。

– 如果使用其他制造商的联轴器，请咨询各个制造商在指定径向负载下允许的 大偏移。

将联轴器操作说明与本操作说明放在一起妥善保管。

● 角度偏移和径向偏移可能会同时出现。

注意：两种位移总和不能超出允许的 大角度偏移或径向偏移。

下图显示了可能的位移：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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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可能的位移

对中

单个组件的对中是在两个相互垂直的轴向平面上进行的。可用于对中的辅助工具：

● 直尺（径向偏移）

● 塞尺（角度偏移）

● 水平仪

● 千分表

● 激光对中系统

使用千分表或激光对中系统可提高对中精度。

下图显示了弹性联轴器的对中示例：

① 直尺 ③ 测量点

② 塞尺   
图 5-5 弹性联轴器的对中示例

说明

建议使用安装底座下方的垫片或锡箔片对中驱动组件（垂直定向）。 好是用基座上带调整

螺钉的抓爪对驱动组件进行侧面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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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电机外壳的齿轮箱

如果齿轮箱和电机时通过电机灯连接的，则不需要进行联轴器对中。

更多信息

允许的对中错误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联轴器操作说明或咨询各自的制造商。

5.5 连接组件

5.5.1 带附加组件的齿轮箱

根据订单要求，齿轮箱可配备不同的组件。

按设备供应商的规定对用于开环和闭环控制的电气设备进行布线。

更多信息 

有关运行和维护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操作说明。

附加组件的技术数据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根据订单创建的设备列表。

5.5.2 连接空气–油冷却器

步骤

请按如下步骤将空气–油冷却器连接到齿轮箱上：

1. 进行双联开关滤油器的污染指示器和压力监控器的电气布线。

2. 进行风扇电机的电气布线。

更多信息

有关空气–油冷却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空气–油冷却器的操作说明。

说明

注意带空气-油冷却器的加装供油设备 (页 30)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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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连接水–油冷却器

注意

损坏水–油冷却器

安装管道时不能对水–油冷却器的接口形成力、转矩或振动作用。

步骤

请按如下步骤将水–油冷却器连接到齿轮箱上：

1. 连接水–油冷却器前请先将堵头从冷却水管上取下。

2. 对水–油冷却器进行冲洗，去除现有的污垢。

3. 连接进水管和排水管。参考尺寸图中的流动方向和接口位置。

4. 进行压力监控器的电气布线（仅针对装配了相应组件的齿轮箱）。

更多信息

有关水–油冷却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水–油冷却器的操作说明。

说明

注意带水-油冷却器的加装供油设备一章。

5.5.4 连接独立供油设备

步骤

请按如下步骤将独立供油设备连接到齿轮箱上：

1. 将堵头从吸气管道和压力管道上取下。

2. 按照齿轮箱文档中的尺寸图在齿轮箱上加装供油设备，或者独立安装供油设备。

3. 安装时请勿使管道变形。

注意

腐蚀可损坏齿轮箱

立即安装或封存经过调整和有锈迹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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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有关供油设备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供油设备操作说明。

5.5.5 连接压力监控器

加装了供油设备或带独立供油设备的齿轮箱必须连接压力监控器。

更多信息

有关压力监控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压力监控器的操作说明。 

5.5.6 连接加热棒

步骤                

请按如下步骤将加热棒连接到齿轮箱上：

1. 确保加热器的连接完好无损。

2. 进行加热棒的电气布线。

更多信息

有关加热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加热器操作说明。

5.5.7 连接电阻温度计 Pt 100

步骤                

请按如下步骤将电阻温度计 Pt 100 连接到齿轮箱上：

1. 确保电阻温度计 Pt 100 的连接完好无损。

2. 用评估装置进行电阻温度计 Pt 100 的电气布线。用户须单独购买评估装置。

更多信息

有关电阻温度计 Pt 100 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电阻温度计 Pt 100 的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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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 连接轴承监控器

步骤

请按如下步骤将轴承监控器连接到齿轮箱上：

1. 确保轴承监控器的连接完好无损。

2. 进行轴承监控器的电气布线。

更多信息

有关轴承监控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轴承监控器的操作说明。

5.5.9 连接转速编码器

步骤                

请按如下步骤将转速编码器连接到齿轮箱上：

1. 确保转速编码器的连接完好无损。

2. 进行转速编码器的电气布线。

更多信息

有关转速编码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转速编码器的操作说明。

5.5.10 电气连接

前提条件

不要使用超过齿轮箱固定转速的电机，否则会导致齿轮箱损坏。转速在铭牌上予以规定。

未按规定使用可造成齿轮箱损坏。请确保采取以下措施：

● 连接电机前请先用旋转方向指示器确定三相电网的旋转磁场。

● 根据预先确定的旋转方向连接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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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危险

电击

接触带电部件可引发电击危险。

确保在开始电气安装前，整个设备处于断电状态。注意遵循五项安全规程 (页 13)。

请按如下步骤连接电机、监控装置和电气组件：

1. 确保电机、监控装置和电气组件的连接完好无损。

2. 根据端子图进行电机、监控装置和电气组件的布线。

更多信息

有关电气连接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端子图和设备列表。

有关安装电机的更多信息请参考电机操作说明。

5.5.11 安装连接软管

步骤

请按如下步骤安装连接软管：

1. 仔细清洁连接软管。

2. 取出闭锁螺栓和无孔法兰。

3. 按尺寸图旋紧连接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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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拧紧过程

5.6.1 简介

螺钉                

螺钉应具备以下特性：

● 钢制

● 黑化膜或磷化膜

● 略微上油润滑（无需额外注油）

说明

替换螺钉

必须使用相同强度等级和规格的新螺钉替换报废的螺钉。

配合螺纹                

配合螺纹应具备以下特性：

● 钢制或铸铁制

● 干燥的切削螺纹线

说明

润滑油的使用

原则上，不允许使用润滑油，因为这可导致螺钉连接超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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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紧固等级

拧紧紧固螺钉时，请注意下表中的信息：

表格 5-1 紧固螺钉的拧紧说明

紧固等级 工具上指定扭矩

的公差

拧紧过程

C ± 5 % ● 使用螺丝刀的液压紧固

● 使用扭力扳手或可发送信号的扭力扳手进行扭矩可

控的紧固

● 使用带动态扭矩测量功能的精密螺丝刀进行紧固

D ± 10 % 至 
± 20 %

● 使用螺丝刀的扭矩可控紧固

E ± 20 % 至 
± 50 %

● 使用脉冲螺丝刀或无调节控制装置的冲击螺丝刀进

行紧固

● 使用无扭矩测量功能的扳手手动紧固

原则上，基座螺钉、毂接合螺钉和扭矩支架螺钉必须按照紧固等级“C”拧紧。

更多信息

有关用于固定电机和制动器的紧固扭矩的更多信息请参考各个制造商的操作说明。

5.6.3 紧固扭矩和预应力

下表中给定的紧固扭矩仅针对本操作说明。 

规定的螺钉连接参照下表中指定的紧固扭矩进行紧固。

紧固扭矩适用于摩擦系数 μGes =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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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中包含强度等级为 8.8、10.9、12.9 的螺钉连接件的预应力和紧固扭矩：

表格 5-2 预应力和紧固扭矩

螺纹额定

直径

螺钉的强

度等级

紧固等级一章中的预应力表 紧固等级一章中的紧固扭矩表

d
mm

 C D E C D E
FM min.

N
MA

Nm

M10 8.8 18000 11500 7200 44.6 38.4 34.3

10.9 26400 16900 10600 65.4 56.4 50.4

12.9 30900 19800 12400 76.5 66.0 58.9

M12 8.8 26300 16800 10500 76.7 66.1 59.0

10.9 38600 24700 15400 113 97.1 86.6

12.9 45100 28900 18100 132 114 101

M16 8.8 49300 31600 19800 186 160 143

10.9 72500 46400 29000 273 235 210

12.9 85000 54400 34000 320 276 246

M20 8.8 77000 49200 30800 364 313 280

10.9 110000 70400 44000 520 450 400

12.9 129000 82400 51500 609 525 468

M24 8.8 109000 69600 43500 614 530 470

10.9 155000 99200 62000 875 755 675

12.9 181000 116000 72500 1020 880 790

M30 8.8 170000 109000 68000 1210 1040 930

10.9 243000 155000 97000 1720 1480 1330

12.9 284000 182000 114000 2010 1740 1550

M36 8.8 246000 157000 98300 2080 1790 1600

10.9 350000 224000 140000 2960 2550 2280

12.9 409000 262000 164000 3460 2980 2670

M42 8.8 331000 212000 132000 3260 2810 2510

10.9 471000 301000 188000 4640 4000 3750

12.9 551000 352000 220000 5430 4680 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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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额定

直径

螺钉的强

度等级

紧固等级一章中的预应力表 紧固等级一章中的紧固扭矩表

d
mm

 C D E C D E
FM min.

N
MA

Nm

M48 8.8 421000 269000 168000 4750 4090 3650

10.9 599000 383000 240000 6760 5820 5200

12.9 700000 448000 280000 7900 6810 6080

M56 8.8 568000 363000 227000 7430 6400 5710

10.9 806000 516000 323000 10500 9090 8120

12.9 944000 604000 378000 12300 10600 9500

M64 8.8 744000 476000 298000 11000 9480 8460

10.9 1060000 676000 423000 15600 13500 12000

12.9 1240000 792000 495000 18300 15800 14100

M72x6 8.8 944000 604000 378000 15500 13400 11900

10.9 1340000 856000 535000 22000 18900 16900

12.9 1570000 100000
0

628000 25800 22200 19800

M80x6 8.8 1190000 760000 475000 21500 18500 16500

10.9 1690000 110000
0

675000 30500 26400 23400

12.9 1980000 136000
0

790000 35700 31400 27400

M90x6 8.8 1510000 968000 605000 30600 26300 23500

10.9 2150000 138000
0

860000 43500 37500 33400

12.9 2520000 160000
0

101000
0

51000 43800 39200

M100x6 8.8 1880000 120000
0

750000 42100 36200 32300

10.9 2670000 171000
0

107000
0

60000 51600 46100

12.9 3130000 200000
0

125000
0

70000 60400 5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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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法兰连接和底座连接时的紧固扭矩

下图显示了法兰连接 (A) 和底座连接 (B)：

A 法兰连接（扭矩支架或齿轮箱底座） B 底座连接

① 齿轮箱法兰 ④ 螺栓

② 扭矩支架或齿轮箱底座 ⑤ 符合 DIN 125 的 B 型垫片，硬度等级 
300 HV

③ 螺母 ⑥ 基座

图 5-6 法兰连接和底座连接

使用强度等级 10.9 的螺钉进行法兰连接和强度等级 8.8 的螺钉进行底座连接。原则上，螺

钉必须按照紧固等级“C”拧紧。紧固等级 “C” 请参考紧固等级一章中的表格。   

规定的螺钉连接参照下表中指定的紧固扭矩进行紧固。

紧固扭矩适用于摩擦系数 μGes = 0.14。

下表包含了法兰连接和底座连接时的紧固扭矩：

表格 5-3 紧固扭矩

齿轮箱尺寸

 
 

法兰连接

（强度等级 10.9）
底座连接 1)

（强度等级 8.8）
螺纹

额定直径

紧固扭矩 2) 
用于一章中的紧固等级 
“C” 表

螺纹

额定直径

紧固扭矩 2) 
用于一章中的紧固等级 
“C” 表

d
mm

MA

Nm
d

mm
MA

Nm

345 M36 2960 M36 2080

370 M36 2960 M36 2080

395 M42 4640 M42 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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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箱尺寸

 
 

法兰连接

（强度等级 10.9）
底座连接 1)

（强度等级 8.8）
螺纹

额定直径

紧固扭矩 2) 
用于一章中的紧固等级 
“C” 表

螺纹

额定直径

紧固扭矩 2) 
用于一章中的紧固等级 
“C” 表

d
mm

MA

Nm
d

mm
MA

Nm

420 M42 4640 M42 3260

445 M48 6760 M48 4750

475 M56 10500 M56 7430

500 M56 10500 M56 7430

1) 检查基座结构的螺钉。

2) 紧固扭矩指的是螺纹中的摩擦系数 µges = 0.14 和 90 % 的屈服点利用率。

更多信息

必须使用相同强度等级和规格的新螺钉替换报废的螺钉。

5.7 扫尾工作

措施

所有组件都安装或连接完毕后，请按以下步骤进行扫尾工作：

● 检查所有为进行运输而拆除的设备是否都已重新安装。 

● 在齿轮箱安装完成后，请检查所有螺钉是否都已拧紧。

● 拧紧紧固件后，请检查是否对中。不得影响对中。

● 确保现有放油塞不会意外打开。

● 防止齿轮箱被坠落的物体砸中。

● 检查旋转部件的保护装置是否牢固。

不允许接触旋转部件。

● 请根据适用的规定和准则实施电位均衡。如果齿轮箱上没有用于接地的螺纹孔，应采取

其他适合的措施。此项工作只能由专业电工进行。

● 防止电缆引入口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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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有关齿轮箱及所有安装组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安装组件操作说明。

有关技术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各个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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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 6
6.1 调试前的准备工作

请注意调试齿轮箱前的以下准备工作：

● 请注意操作说明。

● 用空气滤清器或湿空气滤清器代替闭锁螺栓。为此请注意操作说明 7300。

● 带止回器的齿轮箱：请注意调试带止回器的齿轮箱前的准备工作。 

● 向齿轮箱中注油。

● 带供油设备的齿轮箱：请注意调试带供油设备的齿轮箱前的准备工作。

● 带供油设备的齿轮箱：检查供油设备能否正常工作。

● 检查油位。

● 检查齿轮箱的密封性。

● 请确保所有管道及组件都已注油。 

更多信息

有关油和更换空气滤清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操作说明 7300。

有关单个组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组件操作说明。

6.1.1 带止回器的齿轮箱

请注意调试带止回器的齿轮箱前的以下准备工作：

● 向止回器 (页 81)中注油。

● 检查止回器能否在空转方向上旋转且不增加动力消耗。此时请注意齿轮箱上的旋转方向

箭头。

● 连接电机前请确定三相电网的旋转磁场。

根据确定的旋转方向连接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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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止回器和齿轮箱可能会损坏

请勿逆向运行齿轮箱，否则可能会损坏止回器和齿轮箱。

请勿逆向运行齿轮箱。请注意齿轮箱上的提示牌。

6.1.2 带供油设备的齿轮箱

请注意调试带供油设备的齿轮箱前的以下准备工作：

● 确保不会超出供油设备组件中允许的 大压力。

● 确保不会超出供油设备组件允许的 大温度。 

● 通过供油设备的预润滑阶段对齿轮箱进行 2 分钟的预润滑。在此期间会向滚动轴承以及

齿轮系统供给足够用于起动的润滑油。

更多信息

有关供油设备的更多信息请参考各个单页和齿轮箱文档中的设备列表。

6.2 调试期间的准备工作

请注意调试齿轮箱前的以下准备工作并进行检查：

● 检查油位。

● 检查齿轮箱上轴封 (页 23)的密封性。

● 检查旋转部件是否不会被接触。

● 检查现有连接电缆是否牢固和密封。

更多信息

有关油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操作说明 7300。

调试

6.2 调试期间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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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带止回器的齿轮箱

过热可导致损坏

过热可导致止回器损坏。 

每 12 个月定期检查尺寸 “xmin.”。不得小于止回器铭牌上标注的尺寸 “xmin.”。

6.2.2 温度测量

按规定使用（ 大负载功率）且磨合运行成功后，在初次调试期间和维护作业后测量油池温

度。

注意

润滑效果不佳可损坏齿轮箱

油温过高导致润滑效果不佳可能会损坏齿轮箱。

允许的 高油池温度：

● 90 °C 适用于 API 组 I 或 II 的矿物油和饱和合成酯

● 100 °C（适用于 API 组 III 的矿物油、聚 α 烯烃和 PG 油）

温度过高时应立即停止运行齿轮箱并与 Flender 客服进行协商。

6.2.3 轴承监控器（振动测量）

如果存在用于轴承监控器 (页 36)的振动测量预防措施，则须在初次调试期间进行振动测量，

以获取诊断的输出值和/或比较值。对测量进行记录和存档。

说明

保存记录

将记录与本操作说明一并保存。

调试

6.2 调试期间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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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带加热器的齿轮箱

调试带加热器的齿轮箱时请注意以下措施：

                

● 确保加热棒未空置。

● 检查温度监控器的开关点。

警告

油池可能会着火

如果接通裸露的加热棒，油池可能会着火。

加热棒未完全浸入油池时，绝不允许接通加热棒。

更多信息

有关加热棒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加热棒操作说明。

调试

6.2 调试期间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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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7
7.1 运行参数

简介                 

为了能够安全、顺利地运行设备，请遵循齿轮箱的运行参数。请参考技术数据附录中给定的

运行参数。

适用于油的运行参数：

表格 7-1 运行参数

大运行温度 80 °C 适用于 API 组 I 或 II 的矿物油和饱和合成酯

90 °C 适用于 API 组 III 的半合成油、聚 α 烯烃和 PG 油

大运行温度

（短时间）

90 °C 适用于 API 组 I 或 II 的矿物油和饱和合成酯

100 °C 适用于 API 组 III 的半合成油、聚 α 烯烃和 PG 油

供油设备的油压 > 0.5 ba
r

 

水-油冷却器的水压 < 8.0 ba
r

 

更多信息

有关齿轮箱技术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考各个单页和齿轮箱文档中的设备列表。

7.2 异常

简介

如果运行时出现异常，应立即关闭驱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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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异常有：

● 超出允许的 大油温

● 供油系统中的压力监控器触发报警 

● 运行噪音发生变化

注意

齿轮箱可因故障状态而损坏

如果在故障状态下继续运行齿轮箱，可致其损坏。

出现故障状态时，应立即关闭驱动装置。

排除异常

请按如下步骤排除异常：

1. 如果运行时出现异常，应立即关闭驱动装置。

2. 借助故障说明 (页 85)确定原因。

3. 如果无法确定原因，请咨询 Flender 客服 (页 91)。

7.3 停止运转

如果长时间停用齿轮箱，则须根据停用时间采取以下措施：

● 关闭驱动装置。

● 带或水-油冷却器的齿轮箱：

– 存在霜冻风险时，将水从水-油冷却器中排出。

– 连接进水管和排水管的截止阀。

● 对于带供油设备的齿轮箱，在封存齿轮箱前请执行以下步骤：

– 断开供油设备与齿轮箱之间的连接。

– 对齿轮箱和供油设备上的开孔进行密封。

● 长时间停用时应对齿轮箱进行封存。此时，请根据操作说明 7300 中介绍的步骤进行操作。

运行

7.3 停止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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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 8
8.1 维护计划

检修维护作业 

下表为您提供了所有维护检修作业一览，应持续或定期加以执行。

注意

可能会损坏齿轮箱

打开齿轮箱后，要避免异物进入齿轮箱中。

表格 8-1 检修维护作业 

间隔和期限 措施

根据需要 清洁空气滤清器

清洁风扇和齿轮箱

检查水–油冷却器的状态

齿轮箱上的铭牌，齿轮箱尺寸图 更换止回器

每天 检查油温

检查油压（如配备压力润滑）

检查齿轮箱噪音是否异常

每月和每次起动前 检查密封性

检查油位

经过 400 个运行小时之后 检查油的含水量

换油（或根据油样检测结果）

检查固定螺钉是否牢固

每 3 个月 检查辅助驱动的转速监控器

检查辅助驱动

清洁滤油器

清洁空气滤清器、放气塞或排气阀

每 3000 个运行小时 测量滚动轴承的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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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和期限 措施

每 3000 个运行小时，至少每 6 个月 挤压 Taconite 密封中的油脂

每 12 个月 检查转矩受限止回器的摩擦片

检查软管

检查收缩盘

检查油的含水量

每 5000 个运行小时， 迟每 18 个月 换油（或根据油样检测结果）

检查空气–油冷却器的状态（定期换油）

检查水–油冷却器的状态（定期换油）

每 2 年 检查齿轮箱（定期换油）

检查固定螺钉是否牢固

清洁风扇和齿轮箱

每 3 年 检查空轴端的封存情况

压印的生产日期后的 6 年 更换软管

更多信息

有关附加检修维护作业的更多信息请参考各个单页和操作说明 7300。

有关所用组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组件操作说明。

8.2 检修与维护措施

8.2.1 检查油温

油池温度过高可损坏齿轮箱

如果油池温度超过允许的 大油温，齿轮箱可因缺少润滑而损坏。

超出允许的 大油温时请勿运行齿轮箱。

检修

8.2 检修与维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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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请按如下步骤检查油温：

1. 让齿轮箱热启动。

2. 用 大负载功率运行齿轮箱。

3. 测量油池中的油温。

4. 将测量值与允许的 大油温 (页 77)进行对比。

5. 超出允许的 大油温时应立即停止运行齿轮箱。 
请咨询 Flender 客服。

8.2.2 更换止回器

简介

如果以低于止回器提升转速的转速运行齿轮箱，则须定期更换止回器。

更换间隔请参考齿轮箱尺寸图和齿轮箱铭牌。此铭牌位于安装在止回器附近的齿轮箱外壳上。

步骤

请按如下步骤更换止回器：

1. 更换止回器。

2. 将新止回器注满油 (页 81)。

8.2.3 给止回器注油

油种类和注油过滤器

给止回器注油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 请使用与齿轮箱同类型和同粘度的油。

● 使用与齿轮箱上相同过滤精度的注油过滤器。

检修

8.2 检修与维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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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请按如下步骤给止回器注油：

1. 打开止回器的注油螺钉。

2. 注入止回器铭牌上规定的油量。 

3. 重新拧入注油螺钉。

8.2.4 检查转矩受限止回器的摩擦片

简介                

转矩受限止回器的摩擦片上可能会出现磨损。

说明

质保失效

如果压力弹簧丝杠上的熔丝被取下或损坏，则质保失效。

请不要修改摩擦转矩的设置。摩擦转矩在出厂时已设置完毕。

下图显示的是转矩受限止回器：

                        
① 外环 ⑤ 内环

② 带压力弹簧的丝杠 ⑥ 带夹紧体的保持架

③ 熔丝 ⑦ 摩擦片

④ 轴（中间法兰盘）   
                    

检修

8.2 检修与维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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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转矩受限止回器

步骤

请按如下步骤检查转矩受限止回器的摩擦片：

1. 清洁止回器上的测量点。

2. 测量尺寸 “x”。 

3. 如果尺寸 “x” 小于止回器铭牌上的 “xmin.”，则须更换转矩受限止回器。
不可以再运行齿轮箱。

更多信息

有关转矩受限止回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转矩受限止回器的操作说明。

8.2.5 测量滚动轴承的振动

步骤

请按如下步骤测量滚动轴承的振动：

                

1. 记录测量结果。

2. 将记录的测量值与调试齿轮箱时记录的比较值进行比较。

3. 更换损坏的滚动轴承。

4. 妥善保管该记录与操作说明。

更多信息

有关测量滚动轴承上的振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测量传感器操作说明。

8.2.6 清洁风扇和齿轮箱

简介

如果用损坏或污染严重的风扇运行齿轮箱，可导致齿轮箱因缺少冷却而损坏。因此，根据运

行环境，可能需要经常清洁风扇和齿轮箱。

检修

8.2 检修与维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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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请按如下步骤清洁风扇和齿轮箱：

1. 拆掉风扇外罩。

2. 用硬毛刷除去附着在风扇叶轮、风扇外罩、保护格栅和外壳上的灰尘和脏物。不要使用高压
清洗设备。

3. 清除现有的腐蚀点。

4. 重新装上风扇外罩。

5. 确保风扇外罩固定正确。
风扇不能接触到风扇外罩。 

8.2.7 清洁粗滤油器

步骤

请按如下步骤清洁粗滤油器：

1. 检查粗滤油器。

2. 松开排气塞。

3. 抽出滤网并清除灰尘和脏物。

4. 更换损坏的滤网和密封圈。

更多信息

有关粗滤油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粗滤油器的操作说明。

有关技术数据和控制说明的更多信息请参考各个单页和齿轮箱文档中的设备列表。

8.2.8 检查收缩盘

简介

收缩盘的检查是指对运行状态的视觉评估。

                

检修

8.2 检修与维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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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特性

检查收缩盘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 螺钉松动

● 外力造成损坏

● 内环与外环位置齐平

更多信息

有关收缩盘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收缩盘操作说明。

8.2.9 齿轮箱检查

由客服检查齿轮箱 

请将齿轮箱检查工作交由 Flender 客服进行。

技术人员可根据其经验评估是否需要更换齿轮箱部件以及必须更换哪些部件。

8.2.10 检查固定螺钉是否牢固

步骤

请按如下步骤检查固定螺钉是否牢固：

1. 请注意 拧紧过程 (页 66) 一章中的说明。

2. 必须使用相同强度等级和规格的新螺钉替换报废的螺钉。

8.3 可能的故障

下列故障只可看作用于查找故障的线索。

只能委托 Flender 客户服务排除保修期内出现的故障。

检修

8.3 可能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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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让 Flender 客户服务排除保修期外出现的故障。

说明

质保失效

如果没有接收与 Flender 协商的修改或没有使用齿轮箱原装备件，则齿轮箱的保修失效。

请仅使用原装 Flender 备件。在保修期内只能让 Flender 客户服务排除故障。

可能的故障及其排除方法

下表为您提供了可能出现的故障及其排除方法一览。

表格 8-2 可能的故障及其排除方法

可能的故障 原因 排除方法

压力监控器触发报

警。

（带压力润滑、空气-
油冷却器或水-油冷

却器的齿轮箱）。

油压 < 0.5 bar ● 检查室温下的油位

● 如有需要，补油

● 检查油泵

● 如有需要，更换油泵

● 检查滤油器，必要时更换

从动轴上的润滑脂溢

出

径向轴密封圈损坏 ● 检查径向轴密封圈，必要时更换

噪音

 

轮齿损坏 ● 联系客服

● 检查齿轮啮合部件

● 如有需要，更换损坏件

轴承间隙变大 ● 联系客服

● 设置轴承间隙

滚动轴承损坏 ● 联系客服

● 更换损坏的滚动轴承

齿轮箱固定件已松动 ● 用规定的紧固扭矩拧紧螺钉和螺母

● 更换损坏的螺钉和螺母

齿轮箱外部浸油 外壳盖板或焊缝不密封 ● 对外壳盖板或焊缝进行密封

迷宫式密封浸油，运输位置错误 ● 检查注油系统

● 清洁迷宫式密封

静态密封圈损坏 ● 检查密封圈

检修

8.3 可能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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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故障 原因 排除方法

主驱动电机不启动 电机的旋转方向错误 ● 电机换极

制动器封锁 ● 松开制动器

● 检查连接

带止回器夹紧体的保持架安装错

误或损坏

● 联系客服

● 将止回器的保持架旋转 180° 安装或更换

解脱联轴器封锁 ● 联系客服

● 更换解脱联轴器

带解脱联轴器夹紧体的保持架安

装错误和/或损坏

● 联系客服

● 将解脱联轴器的保持架旋转 180° 安装或更换

主驱动电机可在辅助

驱动运行时启动

主电机与辅助电机之间的电气联

锁装置损坏

● 检查连接

● 如有需要，更换损坏的设备

转速监控器损坏 ● 检查连接

● 如有需要，更换损坏的设备

辅助驱动电机不启动 从动过载 ● 降低从动负载

辅助驱动电机损坏 ● 维修或更换电机

电机制动器未打开 ● 检查电机制动器的电气连接

● 如有需要，更换电机制动器

辅助驱动电机不启

动，主齿轮箱的从动

轴不转

电机反向旋转 ● 电机换极

带解脱联轴器夹紧体的保持架安

装错误

● 联系客服

● 将解脱联轴器的保持架旋转 180° 安装或更换

解脱联轴器损坏 ● 联系客服

● 更换解脱联轴器

泄漏

 

外壳盖板或焊缝不密封 ● 对外壳盖板或焊缝进行密封

● 检查密封圈，必要时更换

迷宫式密封圈浸油或运输位置错

误

● 检查注油系统

● 清洁迷宫式密封

径向轴密封圈损坏 ● 检查径向轴密封圈，必要时更换

检修

8.3 可能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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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故障 原因 排除方法

齿轮箱中的油起泡沫 防腐剂未完全排出 ● 换油

供油设备在低温状态下运行时间

过长

● 关闭供油设备

● 排出油中的气

齿轮箱在低温状态下运行 ● 停止运行齿轮箱

● 排出油中的气

● 重启时不使用冷却水

油中含水 ● 通过试管试验检查油位的漏水情况

● 油由化学实验室负责检验

● 如有需要，换油

油止泡剂已用光 ● 检验油

● 如有需要，换油

混入了不相容的油 ● 检验油

● 如有需要，换油

油从齿轮箱中溢出 外壳盖板或焊缝不密封 ● 检查密封圈，必要时更换

● 对外壳盖板或焊缝进行密封

● 检查密封压力，必要时旋紧螺钉

油管不密闭 ● 检查油管，必要时更换或进行密封

供油设备故障 - ● 注意供油设备的操作说明

检修

8.3 可能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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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故障 原因 排除方法

运行时温度上升 齿轮箱外壳中的油位过高 ● 检查油位 
● 如有需要，调整油位

油已老化 ● 检查上次换油的时间

● 如有需要，换油

油污染严重 ● 换油

供油设备损坏 ● 检查供油设备

● 如有需要，更换损坏的组件 
● 注意供油设备的操作说明

带冷却系统的齿轮箱：冷却液流

量过低或过高

● 重新调节进水管和排水管中的阀门

● 检查水-油冷却器的流量

带冷却系统的齿轮箱：流过水-
油冷却器的油流量过低。

● 检查滤油器，必要时更换或清洁

带风扇的齿轮箱：风扇外罩或齿

轮箱外壳的吸气口被污染

● 清洁风扇外罩或齿轮箱外壳

冷却液温度过高 ● 检查温度

● 如有需要，调整温度

油泵损坏 ● 检查油泵功能

● 如有需要，对油泵进行维修或更换

轴承位置上温度升高 齿轮箱外壳中的油位过低或过高 ● 检查室温下的油位

● 如有需要，补油

油已老化 ● 检查上次换油的时间

● 如有需要，换油。

供油设备损坏 ● 检查供油设备

● 如有需要，更换损坏的组件

● 注意供油设备的操作说明

滚动轴承损坏 ● 联系客服

● 检查滚动轴承，必要时更换

禁用功能失效的止回

器温度升高

止回器损坏 ● 联系客服

● 检查止回器，必要时更换

轴承位置上振动幅度

增大

滚动轴承损坏 ● 联系客服

● 检查滚动轴承，必要时更换

齿轮损坏 ● 联系客服

● 检查齿轮，必要时更换

双联开关滤油器的污

染指示器触发报警

双联开关滤油器被污染 ● 按操作说明转换双联开关滤油器

● 清洁滤油器芯子

检修

8.3 可能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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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故障 原因 排除方法

油中含水 供油设备损坏 ● 检查供油设备

● 如有需要，更换损坏的组件

● 注意供油设备的操作说明

由设备内部风扇将冷风吹入齿轮

箱：水凝结

● 对齿轮箱外壳进行绝热保护

● 关闭出风口或通过改变设备的内部结构在另一个方

向上进行安装

气候条件 ● 联系客服

● 如有需要，使用湿空气滤清器

油池中的油起泡沫 ● 通过试管试验检查油位的漏水情况

● 油由化学实验室负责检验

注意

齿轮箱翻倒可损坏机器轴和空心轴

在从机器主轴上拔出有空心轴的齿轮箱时，应避免齿轮箱翻倒。使用液压提升装置拔出齿

轮箱时，可能会在外壳、轴承和其他齿轮箱部件上施加过大的作用力。在将齿轮箱重新装

到机器主轴上前，务必先检查空心轴轴承是否受损。

警告

齿轮箱或其零部件松脱且没有支撑时可导致人身伤害

 慢慢地松开紧固螺钉。注意：在松开固定螺钉时不能使齿轮箱翻倒。为齿轮箱零部件提供

所需的支撑。

注意

异物可损坏齿轮箱

取决于机器的环境条件，齿轮箱有可能因为进入的异物而损坏。

采取措施，防止异物进入齿轮箱中。

检修

8.3 可能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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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与支持 9
联系方式

订购备件、要求安排装配工人或者有技术疑问，请联系我们的工厂或客服中心：

Flender GmbH

Am Industriepark 2

46562 Voerde

德国

电话：+49 (0)2871 / 92‐0

传真：+49 (0)2871 / 92‐1544

更多信息

有关的服务与支持的详细信息，请访问网址：

服务与支持 (https://www.flender.co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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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废处理 10
齿轮箱的报废处理                

使用期限到期后对齿轮箱的报废处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 排出齿轮箱中剩余的油、防腐剂和冷却剂并按照规定进行报废处理。

● 应按照相关国家规定对齿轮箱部件进行报废处理或回收利用。

环境保护                                    

报废处理时应遵循以下环保措施：

● 按照相关国家规定对包装材料进行报废处理或回收利用。

● 换油时应使用合适的容器收纳废油。对于可能产生的大片油污应立即使用粘结剂清除。

● 防腐剂应和废油分开存放。

● 应按照相关环境保护规定对废油、防腐剂、油粘结剂和沾染油污的清洁布进行报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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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件 11
在安装现场存放一些重要的备件，以确保齿轮箱始终处于可使用的工作状态。

说明

不合适的备件会损坏齿轮箱

只允许使用 Flender 原装备件。使用非 Flender 备件，Flender 不承担质保责任。

其余备件未经 Flender 测试和释放。使用非原厂备件可能会改变齿轮箱预先设定的结构性能，

因此会对主动或被动安全性造成损害。

对于使用非原厂零备件而造成的损坏，Flender 概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保修义务。对于非

Flender 提供的附件也同样如此。

Flender 客服的联系地址请参考服务与支持 (页 91)。

订购备件说明

订购备件请使用备件列表。只允许使用 Flender 原厂备件。

订购备件时，必须提供以下数据： 

● 订单号及地点

● 结构形式和尺寸

● 零件号

● 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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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文档 A
A.1 安装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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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文档

A.1 安装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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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B
B.1 通用技术数据

铭牌

齿轮箱铭牌含有 重要的技术数据。

① 商标 ⑧ 转速 n2

② 生产编号：生产车间代码/订单号/制造年

份

⑨ 油数据：油种类、油粘度、油量

③ 总重量，单位 kg ⑩ 操作说明编号

④ 适用于特殊数据 ⑪ 适用于特殊数据

⑤ 结构形式、尺寸 ⑫ 制造商和产地

⑥ 功率数据 P2，单位 kW 或扭矩 T2，单位 
Nm

⑬ 原产国

⑦ 转速 n1 ⑭ 可选 DMC（Data Matrix Code）
图 B-1 铭牌

这些数据以及 Flender 与订购人就齿轮箱而进行的合同约定确定了齿轮箱规范使用相关的各

项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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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有关技术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的各个单页。

有关所有重要附件及其技术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齿轮箱文档中根据订单创建的设备列表。

示例代码

以下代码是铭牌字段 5 的印刷字样示例并说明了各个字母和数字的含义。

更多信息

有关重量和测量面声压级的更多信息请参考章节重量 (页 101)和测量面声压级 (页 102)。

有关技术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考各个单页和齿轮箱文档中的尺寸图。

B.2 环境温度

如果合同中未作其他约定，齿轮箱不可以受到有害影响，如具有腐蚀性的化学产品。通过采

取适当的措施，可在 -40 °C 到 60 °C 环境温度范围中使用齿轮箱。但必须经 Flender 批准

并在订单文本中进行约定。

技术数据

B.2 环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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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结构形式

标准齿轮箱的结构形式如下：

P2DP P3DH

B.4 重量

准确重量请参考文档中的尺寸图或铭牌。

所有重量数据都不包含油和附件的重量。 

含缩紧盘的标准齿轮箱的重量（参考值，单位：kg）请参考下表：

表格 B-1 重量

结构形式 齿轮箱尺寸

345 370 395 420 445 475 500 525 545

P2DP 2520 2920 3620 4470 5450 6100 7450 10600 12050

齿轮箱尺寸

575 595 620 635 665 700 740 775  

15000 15700 18650 19630 24300 25800 33500 37000  

结构形式 齿轮箱尺寸

345 370 395 420 445 475 500 525 545

P3DH 2620 3030 3760 4650 5660 6340 7740 11000 12500

齿轮箱尺寸

575 595 620 635 665 700 740 775  

15500 16300 19300 20300 25200 26700 34700 38300  

技术数据

B.3 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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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测量面声压级

齿轮箱有一个间距为 1 米的测量面声压级，请参考下表。

测量按照符合 DIN EN ISO 9614 第 2 部分的声强方法进行。

操作人员的工作位置指定在距齿轮箱 1 米的测量面上且操作人员可在其附近停留。

在 Flender 试验台上进行测量时，声压级适用于热启动齿轮箱及驱动转速 n1 和从动功率 P2。

有效数据为 高转速和 高功率。

测量面声压级中包括加装的润滑装置。在进水管和排水管上，法兰用作接口。

表格中给定的声压级是借助我们的质量检验评估测得的。出于安全考虑，齿轮箱不能超过这

些噪音值。

齿轮箱的测量面声压级 LpA（单位：dB(A)）请参考下表。

指定的测量面声压级适用于 n1 = 1500 rpm，公差 + 3 dB(A)。在带法兰连接基座的齿轮箱上，

值约高 2 dB(A)。n1 = 750 rpm 时，值约低 2-3 dB(A)。 

表格 B-2 测量面声压级 

结构

形式

iN 齿轮箱尺寸

34
5

37
0

39
5

42
0

44
5

47
5

50
0

525 545 575 595 620 635 665 700 740 775

P2DP 26 - 
33

91 91 91 91 92 92 92 98 98 99 99 100 100 102 102 104 104

P3D
H

40 - 
112

95 95 95 95 96 96 96 102 102 103 103 104 104 104 105 105 105

技术数据

B.5 测量面声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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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发货单, 41

废

废油, 93

风

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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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工作保护装备, 16

供

供货范围,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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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故障, 85
故障排除, 86
故障原因, 85

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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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振动, 83

环

环境保护, 93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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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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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

扫尾工作, 71

收

收缩盘
检查, 84

水

水-油冷却器, 31

停

停止运转, 78

危

危险类型, 16

维

维护计划, 79
维护作业, 79

文

文档概况, 11

悬

悬挂点, 47

压

压力监控, 32
压力监控器, 32

颜

颜色标记, 14

异

异常, 77

油

油, 12
油位指示器, 35
油温

检查, 81
油温监控器

电阻温度计, 35
结构, 36
连接电阻温度计, 63

运

运行参数, 77
油, 77

运输标识, 42
运输说明, 41

止

止回器
更换, 81
工作原理, 25
检查摩擦片,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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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转矩, 28
调试, 73
止动方向, 28
注油, 82
转矩受限, 27

轴

轴承监控器
冲击脉冲接收器, 37
电阻温度计, 36
加速度传感器, 37
连接, 64

轴承座, 23
轴封, 23

转

转速编码器
连接,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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