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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或维护该产品前阅读和理解本手册。

操作和维修

防腐蚀和干启动保护
Marley Geareducers 使用的铁和刚材质，若不能正确维护，
可能会被侵蚀。外部出现一些腐蚀情况是可接受的，但必须
始终对内部润滑膜进行维护以保护工作组件不会受到腐蚀和
潜在的启动损坏。下述信息对确保适宜长期操作的操作方法
和防护措施进行了描述。

状态定义
时长* = 装置接收后，最多 4 个月。

每年检查 Geareducer 外部。根据需要对喷漆进行修改。
对暴露在外的管子螺纹涂膜，以防止腐蚀。根据需要对薄
膜进行修改。

*出口装运状态时长降低至 1 个月

初始操作

启动前调试

	此为装运状态，包含工厂在组件内部涂抹的防生
锈薄膜以及在暴露的轴表面涂抹的油脂薄膜。
	如果状态过期时，冷却塔仍未准备好进行操作，必
须采取步骤使 Geareducer 处于长期保存或停机状
态。

操作
	此阶段开始于首个电动机驱动序列。Geareducer
此时处于正常服务和操作状态。

空转
时长 = 2 至 4 周。
	此阶段为操作状态内的暂停期，最多可持续 4 周。
通过完成运行周期，此时长可加倍。
	对任何给定序列而言，不建议将空转状态延长超
过一次。
处于临时停运状态的一个通用应用

季节性停工
时长 = 操作暂停后，最多 4 个月
此阶段可被视为延长的空转状态。
需要额外的预防性维修。

长期保存或停机
时长 = 无限期。
需要长期防护性措施。

运行周期
	定义为至少进行 30 分钟的全速操作。对所有内
部组件和表面重涂润滑剂，可帮助驱除每日外界
条件循环积累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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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运时，通过对未进行机械加工的部件进行上釉以及对机械
加工的表面涂抹防生锈油和油脂，来保护 Marley Geareducer
内部不受到腐蚀。这些薄膜通常会保护 Geareducer 在启动
前调试阶段不受腐蚀。将标准润滑剂填加至装置中，会溶
解 Geareducer 机油箱中的防生锈油。如果标准润滑剂通
过接管嘴或通过排液口泵入填加，那么该润滑剂不会降低
整体的保护水平，如果装置已操作有一段时间，启动前调
试阶段已将润滑剂用尽，那么该装置被视为处于操作状态。

运行
因缺少对设施操作准备、地点环境条件或存储方法等的掌
控，因此建议在初始操作前补充润滑剂。应对级间轴上的
口倒入或泵入相同填装的润滑剂。移除级间轴承盖中心处
管塞，以将口暴露。请参考图 1。若使用其他油，应使用 1
至 1.5公升的用量。如果润滑剂从机油箱总容积中泵出，至
少应转移 1 公升。无论发生上述的哪一种情况，应在初始操
作的 5 天内执行运行步骤。如果发生延迟，且超过 5 天的
时长，重复该流程。无论发生上述的哪一种情况，应在徒手
旋转齿轮传动链以及初始操作的 5 天内，执行运行步骤。

警告 - 在油位而不是填装和装满位对 Geareducer 进行操
作，否则可能会损坏装置以及可能的配套设备。对附近的人
员来说，这可能会上升至安全问题。
操作 Geareducer 前，必须对其加油至 Geareducer 外壳
的“满”油位标记。如果将装置从长期保存或停机状态中
解除，必须将油排至“满”操作位。如果排空在初始操作
的 5 天内进行，可跳过上述运行顺序。参见服务和润滑剂
部分，以了解油填充说明。
Geareducers 提供有新型冷却塔，包含初始填装用油，而且
在某些情况下，Geareducers 还装运有需要将装置处于长期
保存或停机状态的额外用油量。通常，Geareducers 并未涂
抹有油，而是将油作为备件或在更换订单中提供。对机械设
备操作前，进行检查以确定油位处于 Geareducer 的“满”
标记，且外部剂量器标记为“满”标志，符合 Geareducer
的“满”水平。检查油线，确保没有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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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对 Geareducer 通风口或通风系统进行检查，查看是否
有堵塞，以防止小齿轮油封失败 - 必要时进行清洁。检查
所有密封垫接合处，查看是否有油渗漏。如必要，拧紧有
头螺钉和法兰毗连紧固件。

长期保存或停机无限期
如果 如果装置处在操作状态，执行运行周期然后排空油管
中的油量，如装配有油管。
处于保存状态，则无需对装置进行操作。
装配并安装蓄水池系统，并将整个装置装满油。

维修周期。如果装置在外保存，每月排空凝结水，如必要，
加满油。如果装置在室内保存，但环境不可控，维修周期
可延长至每 3 个月一次。如果装置在环境可控的空间内保
存，维修周期可延长至每年一次。
参见 Marley 使用手册 Z0238848“冷却塔停机说明”以及
Marley 图纸 Z0544916“Marley Geareducer 蓄水系统”以
了解更多信息。
内部零部件的检查
每次更换机油时，都应从减速机外壳的侧面卸下检查截流
板。检查减速机内部，查看外壳和内部零部件是否清洁。
如果存在任何污泥，请冲洗减速机内部并连接机油系统。

图 1 运行级间轴
必须水平安装 Geareducer，且与传动轴和电机轴适当对齐。
请参见电机轴使用手册。
在任何给定运行顺序过程中，建议对 Geareducer 的操作不
低于 30 分钟。当需要“替换”电机以确定转动的正确方向
时，可允许忽略上述建议。

长达 4 个月的季节性停机

同时观察齿轮轮齿的啮合方式，判断其是否如同详图 A 和 B
中所示。如果齿轮轮齿的啮合方式不正确，请参考《Marley
现场修理手册》中有关 32.2 系列减速机的部分。
修理和大修
减速器可以现场修理，但是大修需要使用装备齐全的机械
加工车间。如果需要现场修理或大修，请参考《减速机零
部件手册》中有关所需零部件的部分。有关现场修理的说
明，可以要求 Marley 提供。请与您所在地区的 Marley 销
售办事处或 Marley 代表联系以了解信息。

在停机的初始阶段，执行运行周期并换油。参见服务和润
滑剂部分。
每 2 周检查一次油位，并执行运行周期。
每月一次从 Geareducer 和油系统的最低点，排出凝结水。
检查油位，如必要，填加油。执行运行周期。
要返回至操作状态，从 Geareducer 和油系统的最低点排出
凝结水，然后检查油位。如必要，填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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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图 A — 螺旋锥齿轮轮齿方式

详图 B — 螺旋齿轮轮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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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和润滑

替代步骤：

油位计的水平部分在视镜处必须与在减速机处平齐或略
低。32 系列减速机的机油容量为 34 公升。如果选择使用
滤油器，则机油容量还需额外增加 4 公升。连接油位计和
排油管需要大约 4 公升。请参考表 I 了解推荐的润滑油。

如果冷却塔具有外部油位计和排水管，后者在视镜下方装
有三向阀门，可使用以下替代步骤：

按以下步骤之一将机油注入减速机、油位计和排油管系统：
建议的步骤：
1. 通过减速机检查截流板的注油孔注入机油，直到油位达
到减速机外壳和视镜上的“满油位”标记处。请参见
图 1 和 3。将管塞重新装入注油孔。
2. 启动风扇传动轴。运行一分钟。
3. 停止减速机。等待十分钟，让油位稳定下来，然后重新
检查减速机的油位。
4. 如果需要，重复步骤 2 和 4，直到稳定下来的油位处在
正确的高度。
5. 检查标牌位置。标牌上的“满油位”标记必须与减速机
上的“满油位”标记平齐。

1. 拔出管塞。顺时针转动阀门控制杆打开排放口。把用过
的机油收集在适当容器内。
2. 排空减速机、顺时针转动三向阀门并拔出管塞后，连接
注油源，通常是足以延伸到视镜上方或连接到泵、三向
阀门的 L 形管或立管。
通过漏斗和立管注入机油，或通过软管用泵输送机油。
不时地采用以下方法检查油位：逆时针转动阀门控制
杆，让视镜中的油位稳定下来。继续注油，直到达到满
油位标记。
3. 油位达到满油位标记处时，逆时针转动阀门控制杆，关
闭排水管并将阀门打开至视镜。卸下注油管，将管塞重
新装入三向阀门。

无论采用哪种步骤，都必须将减速机注满到其上的满油位
标记处。
应按如下安排对减速机进行维护：
每月：至少每周通过以下步骤检查一次油位：
停止减速机。等待十分钟，让油位稳定下来，然后检查视
镜处的油位。如果需要，向减速机加油。如已加油，请重
复建议的步骤 2 和 3，直到稳定下来的油位处于正确高度。
半年维护：至少每 6 个月或减速机运转 3000 小时就更换
一次机油。请参考建议的注油步骤。滤油器滤芯应在每次
更换机油时更换。

排气管
视镜排气口

注油销

视镜

滤油器（可选）
油位计和排水管

排气控制阀
油位计
管塞

排水销
标准三向阀门
俯视图

三向阀门
俯视图

图 2 油位计和排油管 （图示为 36 系列减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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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油器维修
要更换滤油器滤芯，应先从减速机外壳排空机油，然后从
滤油器外壳除去放油销。请参见图 3。
1. 卸下连接滤油器外壳盖的四个帽螺栓，然后卸下盖。
2. 卸下并丢弃滤油器滤芯。保留滤芯护圈垫圈和螺母，供
重新安装之用。
3. 从滤油器外壳和盖子清洁密封圈材料。
4. 清洁滤油器外壳、盖子和滤油器五金件内部。
5. 安装新的滤油器滤芯。重新安装滤芯护圈垫圈和螺母。
安装新的盖子密封圈，重新安装滤油器外壳盖。
6. 用 Permatex Pipe Joint Compound No. 51 或类似涂料喷
涂放油销螺纹。重新安装放油销并将其紧固。
7. 向设备重新注油并运转设备后，请检查所有密封圈接
头，看有无漏油。如果需要，旋紧法兰螺栓。
每次更换机油时都应检查油位标牌位置。标牌上的“满
油位”标记必须与减速机外壳侧面上的“满油位”箭头平
齐 - 请参见图 2 和图 4。
视镜排气口必须保持打开。如有必要，每次更换机油和清
洁时都要检查。每次更换机油时都应检查内部零部件和减
速机外壳内侧 - 请参阅检查内部零部件的部分。在适当的
气温范围内，使用表 1 中推荐的机油。

图 3 滤油器横截面

阀门

油位标牌

油位计

NOTICE
CHECK OIL LEVEL TEN
MINUTES AFTER
FAN STOPS ROTATING

FULL
ADD
OIL

FILL AT GEAREDUCER
REFER TO SERVICE MANUAL
FOR OIL CHANGE AND
MAINTENANCE RECOMMENDATIONS

SPX COOLING TECHNOLOGIES
OVERLAND PARK, KS USA

92-110A

图 4 视镜油位计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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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了 Marley 原厂以外的润滑油，那么润滑油不能含
有任何可能受湿并可能缩短减速机使用寿命的添加剂（如洗
洁精或 EP 添加剂）。与使用 Marley 原厂以外的润滑油相
关的责任由客户/所有者和润滑油提供商承担。
季节性温度变化可能要求在夏季运行期间使用一种粘性的
油，而冬季运行期间则使用另一种粘性的油。有关季节性
选择方面的信息，请参考下表。

冬季或夏季

大负荷/高温度
减速机周围的空气温度

低于 43°C

高于 43°C

ISO 150

ISO 220

表1

维护服务

每月

每半年

季度启动或每年

x

x

减速机驱动器：
检查并旋紧所有紧固件（包括油销）
检查和修复漏油情况

x

x

x

检查油面高度

x

R

x

更换机油

R

R

确保排气口是打开的

x

x

检查传动轴的对齐情况

x

检查并旋紧传动轴紧固件

x

检查特殊磨损的传动轴轴衬/柔韧部件

x

润滑管线（如配备)
检查软管和油嘴是否漏油

x

R

x

R – 参考本手册中的说明
注意：建议您至少每周观察一次整体运行情况和状况。请特别注意声音或震动上的变化，有变化时请仔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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