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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鼓风机
ＨＰ型高压鼓风机
噪声

注意！
本风机的转动部件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肢体伤
害。在操作或开始维护之前，请详细阅读安
装和维护手册及随本风机一起提供的ＡＭＣＡ
安全手册。
操作期间：
１．保持身体，手和任何外来物体远离风机入
口、出口和风机其他转动部件如轴、
皮带和从、主动轮。
２．不要超速或超高温状态下运行。
在开始维护工作之前：将电源开关锁定在
断开位置并使叶轮固定不动。

有些风机产生的噪声可能对人员有损害。系统设计方
和用户有责任确定系统的噪声值，人员暴露在噪声里
的程度，必须符合适当的安全要求，保护操作维护人
员不受过量噪声的侵害。有关噪声值的额定水平，请
向ｎｙｂ咨询。

空气压力和吸力
除了转动机械的正常危险之外，风机的另一个危险就
是风机入口产生的吸力。这种吸力能够将物体吸入风
机内并从风机出口高速射出。一旦人员靠近风机入口
就会变得极其危险，因为风机入口所产生的吸力通常
都超过绝大多数人的体重。风机入口和出口如未接管
道，应该装上金属网，防止固体物质进出风机。

安全须知
所有ｎｙｂ风机都有上述安全警告标志。如果设备没有
正确地安装、操作和维护，空气输送设备包括电气
接线、转动部件、噪声和空气流动速度或压力都会造
成安全事故。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危险，必须严
格遵守这些安全须知以及设备本体上所有的补充说明
和警告标志。
所有安装操作和维护人员应该认真学习ＡＭＣＡ４１０号
出版物“关于空气转动装置的推荐安全措施”，每
批发出的货物都包含有这一部分内容。

断开电源
每台电机驱动的风机都装有一个独立的断路开关将风
机电源断开。该开关应该装在风机附近，在风机进行
维护时维护人员可以根据ＯＳＨＡ规定的步骤将其锁定。
所有转动部件必须安装有防护罩来保证人员安全。虽
然安全要求可能不尽相同，但用户使用防护罩的数量
和种类必须符合公司、地方以及ＯＳＨＡ标准。在所有的
安全防护罩安装到位之前，切勿起动风机。定期检查
受损或遗失的防护罩，在防护罩拆除后不得操作任何
风机。尽管断开了电源，由于潜在风力作用而出现转
动，风机同样会变得非常危险。在开始对任何转动部
件进行检修之前必须将旋转装置始终置于锁定状态。

危险！
在电源完全断开、传动轴
停止转动之前请勿打开。
否则会造成严重的肢体伤害。

检修门
所有ｎｙｂ风机清理检修门上都贴有上述危险警告标志。
这些清理门和管道系统连接的检修门在风机运行期间
不得打开。空气压力或吸力会造成重伤。
螺栓连接的检修门必须用螺母或紧固件拧紧防止意外
或未经许可打开。

设备接收和检验
风机和附件在接收时应对运输过程中出现的损坏进行
检验。用手转动叶轮，观察叶轮是否运转自如、是否
有弯曲。如果风机配有风门，应对各个转动部件进行
检查，是否操作自如。
从工厂直接发货要求收货人在到货时应负责对设备进
行检验。注明损坏或材料表中缺少的内容并对运输过
程中出现的损坏或丢失要求赔偿。ｎｙｂ将尽可能地协助
用户，但是索赔必须是在货物发出地提出。

运输和贮存
风机底座

风机只能从风机基础、安装支架或提升孔起吊。切勿
从风机叶轮、传动轴、电机、电机底座、风机入口、
出口或其他任何设计非用于吊装的部件起吊。始终采
用吊车起吊，避免风机遭到损坏。

地脚螺栓
风机基础
垫片和灌浆

对于直接驱动的８号配置的风机，吊装孔设在电机上，
当风机被吊起定位在风机基础上时，这些吊装孔应该
和吊耳一起使用。将一根粗的钢筋或类似紧固件穿过
风机的吊装孔，可以简化吊车辅助设备。移动大型设
备时应确保遵守所有当地的安全规范。
只要可能，风机及其配件应该存放在干净、干燥的地
方，可以避免灰尘和钢铁的腐蚀。如需要户外存放，
则应该提供相应的保护措施。风机的出口和入口应盖
上盖板，避免风机机壳内累积过多的灰尘和潮气。电
机应该用防水材料包裹。轴承部分请参阅详细存放说
明。

管套
图－１

皮带传动

在入库之前，应检查风机风门能否运转自如并对转动
部件进行润滑。对存放的设备应定期检查。每隔两周
手动旋转风机叶轮并对轴承内部重新加注润滑脂。

安装
１、易于安装。如果在安装主／从动轮之前要求部分安装，此
时应该安装皮带防护罩背板。
２、检查驱动轮的孔径和轴衬是否有裂纹或毛口，然后将驱
动轮安装到传动轴上。不要用力过猛。如果遇到阻力，
用砂布轻擦传动轴直到传动轴轻松地滑到传动轴上为止。

风机安装

３、把电机底座调节到距风机轴最近的位置。将皮带一根一根
地安装到驱动轮皮带槽中直到所有皮带全部就位为止。切
勿将皮带撬入皮带槽中。ｎｙｂ提供的风机上的电机有足够
的调节距离，便于正常规格的皮带的安装。

ｎｙｂ的风机在制造过程中就做好了动平衡。整套风机都
按照操作速度进行试运转，其目的就是检查整套风机的
振动极限是否符合ｎｙｂ的要求。尽管如此，为了实现平
稳操作，所有设备必须相应地安装到位。管道或烟囱应
该独立安装，因为超重会使风机机壳变形，从而造成风
机转动部件相互接触。如使用了减振器，如何正确定位
和调节，请参考ｎｙｂ认可的图纸。

４、调节驱动轮和电机轴的角度，使驱动轮各个表面都在同一
平面上。拿一个直尺在驱动轮的各个表面进行检查。各个
边与驱动轮表面的间隙说明没有对中。有一点非常重要：

混凝土基础上安装风机
设计精准的水平混凝土基础是地面安装风机的最佳途径。
底座必须与风机／传动装置对中，吸收正常的振动，防止
边部负载。水泥底座的整体尺寸至少要超出风机底座６英
寸。混凝土基础的重量应该是风机（包括电机）重量的２
到３倍。基础要求使用牢固的紧固件如图１所示的地脚螺栓。
将风机移到安装位置并将其下降安放到地脚螺栓上，用垫
片对风机进行找平。将螺栓拧紧使风机牢牢定位。基础灌
浆时，风机在混凝土底座上至少要用垫片垫起３／４英寸。
（参见图１。）如风机采用了减振器，核对ｎｙｂ提供的图纸，
参照安装说明。

这种方法只是在皮带边缘和驱动轮之间的表面宽度和两个
驱动轮的表面一致时才有效。如果表面不均匀，或者使用
可调节皮带时进行调节才能使所有皮带的张力基本均匀。
轴与中心皮带正好成直角。
皮带张紧
１、用一个张力计来检查皮带的张力并用电机滑动底座进行调
节。张力过紧会缩短轴承的寿命，而张力不足则会缩短皮
带的寿命，从而降低风机的性能，造成振动。最低可允许
张力就是在满负荷条件下皮带不会滑动。皮带在起动期间
可能会滑动，但风机达到全速时滑动会停止。有关更精确
的张力调节方法，请参阅传动装置制造商提供的文献。
２、重新检查调节螺丝，手动旋转传动装置，检查是否有
刮擦现象，然后装上皮带防护罩。

平台安装的风机
如风机安装在高处或悬空的钢结构平台上，平台必须有足
够的支撑力承受风机的负荷并防止侧倾。平台应该采用焊
接钢结构，确保所有构件恒久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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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皮带在安装后操作前可能会变紧。风机运行几天后应
当重新检查张力。同时检查驱动轮以及调节螺丝和／
或轴套螺栓是否拧紧。

联轴器
风机安装后试车前应检查联轴器是否对中。对中在出厂前
就已经校好，但在发货、运输和安装过程中可能会造成偏
心。叶轮直径大于４０英寸的风机联轴器在发货前要拆卸下
来，以免运输途中损坏。同时还要检查联轴器是否适当润
滑。有关润滑和特定联轴器的对中精度方面的情况，请参
阅发货资料中制造商提供的安装和维护补充说明。

试车
安全操作和维护包括具体安装所需要适当的安全用品的
选择和使用。这是系统设计者的责任，要求系统设计者
考虑设备的位置和如何接近以及相邻设备的关系。所有
的安全设施在试车之前必须安装到位。
安全操作速度与系统温度和叶轮设计是一种函数关系。
在任何情况下风机的运行速度都不得超过ｎｙｂ设计补充手
册中规定的最大安全速度，该手册可以想ｎｙｂ的现场销售
代表索取。

安装
绝大多数ｎｙｂ的风机发货时都装有联轴器。如果传动装置
是在发货之后才安装，安装联轴器需要遵循如下步骤：
将风机和电机轴上的所有外来物件拆除并在两个半联轴
器上涂上机油便于安装。

注意
在首次运行之前：
１． 拧紧风机叶轮上的所有固定螺丝．
２． 拧紧轴承中的所有固定螺丝
３． 在８小时运行之后重复上述内容
４． 操作两周后再重复上述内容

将两个半联轴器安装到轴上，按照制造商的要求设定各个
面之间的间隙。避免用力过猛。如果安装遇到困难，用砂
纸轻擦传动轴直到两个半联轴器能够自由滑动为止。
对中
将联轴器按照制造商有关平行和角度对中的极限要求进
行对中（参见图２）。如要求的精度更高，可以使用一个
刻度显示器或采用激光对心仪。调节可以通过移动电机来
改变传动轴的角度来调节，同时还可以采用垫片来改变电
机轴的高度。请勿拆除风机传动轴或轴承。
正确对中后，安装弹性塑胶件并将联轴器和电机底座中的
所有紧固件拧紧。如需要，应对联轴器进行润滑。
短期操作之后应重新检查联轴器的对中和间隙，并重新检
查联轴器中所有紧固件是否牢固。

水平直边
（平行对中）

用一个角尺来测量倾斜度

联轴器

轴
钢制楔块（角度对中）

步骤
１．如果传动装置不是ｎｙｂ提供的，请事先与供货商
确定电机的起动扭距是否与风机的速度和转动
惯量匹配。
２．在风机试车之前检查风机是否正确安装。检查是
否有松动的部件、风机内是否有吸入的碎片或者
风机出口带出的碎片。风机内部也要进行检查。
手动转动叶轮，查看是否有擦碰。
３．检查皮带和皮带张力是否合适。
４．检查所有固定螺丝、螺母和螺栓是否牢固。如发
现任何松动，请按叶轮方向紧固锥套的锁紧螺丝，
确保固定螺丝定位在传动轴下端。
５．安装所有余下的安全装置和防护罩。检查电压是
否正确，电机接线是否正确。迅速合上断开起动
器检查叶轮的旋转方向是否正确。
６．管道未接之前风机试车要尤其小心。合上电源检
查是否有不正常的声音或过量的振动。如果两种
情况都存在，参看风机常见问题。为了避免风机
过载，如果风机未接管道，风机运行不得超过几
秒钟。对于大型风机而言，除非风机安装了管道，
电机在满负荷运行之前是不可能达到正常操作速
度的。检查风机速度是否正确、是否完成安装。
为了安全，管道和防护罩必须全部安装到位。
７．固定螺丝在运行数分钟、八小时后和两周后应该
重新进行检查（有关正确的螺丝拧紧力度，参考
注意：如风机振动突然增大，应立即将风机停机。

图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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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各个部件的原始厚度变小，也不能说明所有的部件
都出现了问题。重要的是不能有隐藏的结构性破损。气
流中的杂质应予以清除，减少外来物在叶轮上存积的机
会。对清理后的叶轮重新做平衡时应使用特殊的设备。

Table 1 - 固定螺丝力矩

碳钢螺丝力矩

固定螺丝规格
直径 英寸

lb.-in.

1/2
5/8
3/4

600
---

lb.-ft.
50
97
168

平衡重体应紧紧地固定在叶轮的某一点上，不应与机壳
相擦也不应该对气流产生影响。牢记风机叶轮外的离心
力是非常高的。对平衡附着物采用焊接是一种好方法。
确保电焊机与叶轮接地。否则焊接电流通过风机轴承时
会损坏轴承。

＊不锈钢固定螺丝不需要硬化，如硬化其硬度不得超
过表中所列的值的１／２。
Table 2 - 轴承固定螺丝力矩 ｌｂ．－ ｉｎ

固定螺丝
直径
1/4
5/16

制造商
Link-Belt Sealmaster
90
185

65
125

SKF

McGill

50
165

85
165

Dodge

叶轮 － 入口间隙

-160

注：分离式轴套轴承是用楔形套固定到轴上，一般没有
固定螺丝。

涡壳侧
入口集流器

风机维护

叶轮

ｎｙｂ风机制造采用优质材料和元件符合严格的标准。适
当维护将确保风机能够长期和无故障运行。
在电源完全断开和锁定之前不得试图进行任何维护工作。
尽管所有的电源已经全部断开，在许多情况下，因为风
力的作用风机完全能够自行转动。所以在试图进行任何
维护之前应将旋转装置锁定。
嵌入式入口导流器

风机良好维护的关键在于对风机所有部件进行定期、系
统性地进行检查。检查的频率取决于取决于风机的使用
程度和当地的条件。严格遵守检查计划非常重要。

集流器，或集流环

风机定期维护应该包括下述内容：
１．检查风机叶轮是否出现磨损或腐蚀，任一现象都能够
造成灾难性的事故。同时还应该检查风机叶轮上是否
有积累的物质，他们会造成平衡失去，引起振动、轴
承磨损和严重的安全事故。应按要求清理或更换叶轮
２．检查三角皮带是否对中、张力是否适中（参见三角皮
带部分）。如果皮带出现磨损，应立即更换一套，但
必须满足制造商的精度要求。直接传动装置的联轴节
应进行润滑并应检查是否对中（参见联轴节部分）。
３．润滑轴承，但不要过量润滑（详细规格参见轴承部分）
４．陶瓷毡状轴封不需要进行维护，如出现磨损就应该予
以更换。如使用的是瓣状轴封，应使用“ＮＥＶＥＲ－ＳＥＥＺ”
或其他防粘剂。
５．日常维护期间，应检查所有的紧固螺丝和螺栓是否
６．安装新叶轮时，必须保证叶轮与入口的适当间隙。

图－３

轴承
轴承贮存
任何存放的轴承都可能因温度变化产生冷凝而造成损
坏。因此ｎｙｂ的风机轴承在厂内已经加注了润滑脂，
排除轴承内的空气和湿气。这种保护措施对于发货运
输以及后续立即安装是适当的。
对于长时间或户外存放，已经安装的轴承应重新加注
润滑脂并用塑料包起来进行保护。至少没隔两周用手
转动叶轮使轴承内部部件的润滑油脂重新进行分配。
即使已经加注了润滑油的轴承内部都可能积聚有冷凝
物，所以每个月轴承内都要注入新的润滑油来清除轴
承内的冷凝物。加注润滑油时要特别注意，因为过大
的压力会损坏轴封。慢慢加注润滑油的时候应将轴旋
转起来。
操作
在试车之前检查固定螺丝的扭力是否合适（有关固定螺丝
的扭力参考上表）。由于轴承在制造厂内已经加注了润滑
油。首次运行期间轴承的操作温度可能会很高。轴承的表
面温度可能会达到１８０华氏度，润滑油可能从轴封内流出
。这是正常现象，所以不要急于更换润滑油。当轴承内部
润滑油的数量达到正常操作值时，轴承的表面温度会降低。
重新加注润滑油应该遵照制造商推荐的润滑计划表。

叶轮平衡
气流中夹杂固体颗粒或化学物质都会引起风机部件磨损
或腐蚀。这种磨损通常是不均匀的，长时间后会造成叶
轮失去平衡。发现之中磨损后，必须决定是否对叶轮重
新做平衡或更换新的叶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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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
根据风机的操作速度和传动轴直径使用润滑表编制二次润滑时
间表。轴承应该采用符合ＮＬＧＩ二级标准的优质锂基润滑油。例
如：Ｍｏｂｉｌ － Ｍｏｂｉｌｉｔｈ ＡＷ２ Ｃｈｅｖｒｏｎ － Ａｍｏｌｉｔｈ ＃２
Ｔｅｘａｃｏ －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ＲＢ Ｓｈｅｌｌ － Ａｌｖａｎｉａ ＃２
表面温度超过华氏１８１度到２３０度的轴承应使用Ｍｏｂｉｌｉｔｈ ＳＨＣ２２０。
不要使用高温润滑油，因为很多润滑油的成分和风机轴承并不
兼容。
轴承加注润滑油时应该用手转动风机或轴。风机操作时如需要
润滑，应确保所有的防护装置到位。往轴封内加注足够的润滑
油就会造成轻微过量。对于浮点式轴承来说是例外。加满润滑
油的轴承应运行到发热直到轴封内加注了足够多的润滑油为止。
浮点式轴承（如Ｌｉｎｋ－Ｂｅｌｔ Ｐ－ＬＢ６８００ 和Ｐ－ＬＢ６９００，ＳＫＦ ＳＡＦ
２２５００，Ｄｏｄｇｅ ＳＡＦ－ＸＴ）在每八个润滑间隔期进行一次清理并重
新加注润滑油。这要求要拆除轴承帽。把以前的润滑油清理出来
并往轴承内填注新的润滑油。将轴承填满并将将润滑油罐注满直
到到达轴承两端的轴底部为止。更换轴承帽时注意不要把轴承帽
搞混，因为他们是不能进行互换的。不要进行过量润滑。

轴承润滑周期表（月）
RPM

轴

1
1
2
2
2

1500
6

7/16

5011000
6

6
6

11/16

4
6

6

4

3/16
7/16
15/16

滚珠轴承和
分体式滚针轴承

1001- 1501- 2001- 2501- 3001- 3501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5-6
4-6
4-6 3-5
2-4
2-4
4
4-6
2
6
6
4-6

2
4-6
1
4-6
4-6
4-6

2
1
2-4 2-4
2
1
4
4
2-4

1
2-4
2-4
2

1

1
1-2

1-2
2
2
1-2

1-2
----

一体式滚针轴承

注意：
１、这些只是一般性推荐方法；具体制造商的推荐方法可
能略有差异。
２、假如使用环境清洁，温度为－２０至１２０华氏度：
ａ、环境温度低于－２０华氏度时请向ＮＹＢ咨询
ｂ、环境温度高于华氏１２０度会缩短轴承的使用寿命。
ｃ、在极脏的操作环境中润滑使用频率应更高。
３、这些推荐方法适用于水平安装的风机。对于垂直安装
的风机而言，其润滑频率为水平安装风机的两倍

风机常见问题
振动过大
用户针对工业风机的普遍性不满在于风机振动过大问题。
ｎｙｂ十分注意确保每台风机在出厂之前都做过精确的平衡；
但是，仍然会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原因造成振动：
１、安装螺栓、固定螺丝、轴承或联轴节松动。
２、联轴节或轴承过量磨损造成偏心。
３、电机偏心或不平衡。
４、由于吊装失当或外物的冲击造成传动轴弯曲。
５、叶轮上外来物的累积。
６、叶轮的过量磨损或腐蚀。
７、系统压力过大或由于风门紧闭限制了气流通过。
８、支撑结构、安装方法或使用材料不当。
９、外部传递而来的振动。
性能失当
１、不正确的检测方法或计算方法。
２、风机转速太慢。
３、风机叶轮的转动方向错误或传动轴安装反了。
４、风机叶轮与锥形入口未能正确对中。
５、入口气流转向板损坏或安装不当。
６、系统设计问题、风门紧闭、漏气、过滤器或滤筒阻塞
７、风机入口弯头阻塞或转弯角太大。
８、风机出口气流转向过大
噪声过大
１、由于系统设计或安装有误，风机运行几近停止。
２、震动源于系统别处。
３、系统谐振或冲击
４、风机入口或出口的位置或朝向不当。
５、支撑结构设计不当或错误。
６、靠近噪声反射面。
７、风机附件或部件松动。
８、皮带松动。
９、轴承磨损

部件过早损坏
１、过长时间或过大的振动
２、维护不当或错误。
３、气流或周围环境使部件磨损或腐蚀。
４、旋转部件或轴承出现偏心或物理性损坏。
５、由于使用了不正确或污染的润滑油或在采用亚弧焊接时通
过轴承接地而造成轴承损坏。
６、风机转速过高。
７、环境或气流温度过高或过低。
８、皮带张力不适当。
９、叶轮紧固螺丝的紧固度不当
备品备件
建议采用原厂提供的备件。利用特殊合金和公差，ｎｙｂ的风机
部件与原来所供的风机的部件完全兼容。这些部件都使用于
ｎｙｂ的标准保证条款。
订购备件时，请注明部件名称、ｎｙｂ出厂或控制号码、风机规
格、类型、旋转方向（从传动侧来看）、配置和轴承的规格或
孔径。绝大多数的信息在风机底座所附的金属铭牌上可以找到。
选定备品备件时如需要帮助，请与ｎｙｂ的销售代表联系。
例如： 要求部件： 叶轮／传动轴
出厂／控制号： Ｂ－１０１０６－１００
风机说明： Ｓｉｚｅ ２２０６Ａ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ｌｏｗｅｒ
旋转方向： 顺时针方向
配置： ４
建议的备件包括：
叶轮 部件： 风门
传动轴＃ 电机
轴承＊ 联轴节＊
轴封＊ 从、主动轮＊
皮带＊
＃只适用于配置１／８的风机
Page 5

从电机侧观察确定风机的旋转方向

箭头所示为逆时针方向旋转

４号配置直联
高压风机

４号配置直联
ＨＰ型高压风机

部件清单
１．入口集流器
２．叶轮
３．涡壳
４．底座
５．电机
６．传动轴
７．轴承
＊采购部件时须注明旋转方向
选购备件时若需帮助可联系
ｎｙｂ当地销售代表或访问本
公司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ｙｂ．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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