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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压机零部件-易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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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常规装置的不足

在空气中含粉尘浓度高工况环境下，一般空气压缩机使

用的除尘过滤装置多为丝网式二次除尘,或纸质及纤维材料过

滤。采用丝网式二次除尘，收尘面积小，只能过滤较大的灰

尘，造成细灰尘通过吸气管道进入空气压缩机内，一部分灰

尘滞留在机体内加剧了缸体的磨损，使吸排气阀片、阀座、

弹簧等零部件经常进行解体清洗、更换。造成材料、配件费

用高，故障多，设备使用效率低，而采用纸质及纤维材料过

滤，尘粒堆积易堵塞，同样需要频繁停机更换过滤材料等现

象。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

一、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易损件（空滤）



1.1.3、产品特点及优点

我们针对往常用的丝网式,拉西格环式,纸质及纤维过滤器

使用对比；而设计定制了空气消声过滤器，他是集旋风、油

膜及滤网等多种除尘方式为一体的, 兼有消声装置的一种新型

高效低噪声空气消声过滤器。滤尘效率＞98％，过滤精度＜

5&micro;.，阻力＜50毫米水柱. 降低吸气口噪声35分贝

（A）。明显地降低环境噪声，延长空气压缩机寿命，减少

维修工作量，减少工人劳动强度，节约能耗等。

一、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易损件（空滤）



1.1.4、参数：滤尘效率>98%，过滤精度<5&micro;

阻力<30毫米水柱. 

降低吸气口噪声35分贝

一、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易损件（空滤）

1.1.5、功能：
1.1.5.1、压缩空气通过第二级

由特殊棉所制成的纤维过滤网

时，会产生数以千计的小旋涡

，同时压缩空气将 被

加速数十倍，旋涡中心犹如龙

卷风一样，形成真空状态，在

第一级过滤没有被滤除的水滴

再次被气化、转换、滤除，同

时，小到5微米的颗粒也被第

二级滤网完全清除。

1.1.5.2、明显地解决流体机

械材料配件费用高，故障多，

设备使用效率低。增加工人的

劳动强度等烦恼事宜，起到了

良好的效果。

1.1.5.3、携带含有灰尘、油

、铁锈和水份等有害物质的压

缩空气，进入压缩空气过滤器

过滤装置，进行高效过滤。

1.1.5.4 、经组合设计可达到

呼吸过滤器功能。



1.2、油过滤器

1.2.1、介绍：一纸质过滤器，可滤掉油中的杂质，

以减少对机件的损坏。油过滤器的更换可参照控制

面板上的相应信息，当堵塞警告信息出现时，应立

即更换新品。若堵塞后没有更换，会造成循环油不

够，导致排气温度过高，机件润滑不足而寿命缩短

，严重者，会导致压缩机烧毁。滤器的精度为1~ 

2.4μm。

国家标准：JB-T 7218-2004 

一、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易损件（油滤）



1.3、油气分离系统

1.3.1、 介绍：油气分离器是回转式空气压缩机

中的关键零件，其性能优劣将直接影响到压缩机

的有效功率、油耗以及输出气流稳定、洁净，干

燥等方面；

油气分离系统由内部结构经专门设计的筒体，两

级聚集式分离芯以及回油管路组成

国家标准：JB/T 10910-2008 

一、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易损件（油分芯）

机器碰撞法

过滤芯通过利用亲和聚结法

采用德国曼胡默尔滤芯可达

到≤3PPM效果



1.3.2、性能

保障输出压缩空气低含油量（2-3PPM）

压缩空气通过油分芯时压降小

加载电流比较低，能源消耗低;

密封/导电性能比较好。

维护保养周期长。

一、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易损件（油分芯）



一、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易损件（螺杆专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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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空压机螺杆专用油

1.4.1、矿物油：

矿物油是市面上比较常用的润滑油。是在石油提炼过程中分馏出有用的物质

，比如汽油 和航空用油，之后再把剩留下来的油再进行加工提取。就本质而言，它运用

的是原油中较差的成份。矿物油价格低廉，使用寿命及润滑性能都不如合成油，同时还

对环境有较大的污染。另外，矿物油在提炼过程中因无法将所含的杂质完全除去，因此

流动点较高，不适合低温地区使用。

一、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易损件（螺杆专用油）



1.4.2、半合成油

是空压机油的其中一种，半合成油是使用半合成基础油，即：国际三类基础油调制

而成的润滑油，是在矿物油的基础上经过加氢裂变技术提纯后的产物，它是由矿物

机油、全合成机油以4：6的关系混合而成，半合成油的纯度非常接近全合成油，但

其成本较矿物油略高；是矿物油向合成油的理想过渡产品。

一、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易损件（螺杆专用油）



1.4.3、全合成油

全合成油是空压机油中属于高等级油品。是来自原油中的瓦

斯气或天然气所分散出来的乙烯、丙烯，再经聚合催化等复杂的

化学反应炼制成大分子组成的润滑液。在本质上，它使用的是原

油中较好的成份，加以化学反应并在人为的控制下达到预期的分

子形态，全合成油分子排列整齐，抵抗外来变数的能力自然很强

，因此体质较好，热稳定、抗氧化反应、抗粘度变化的能力自然

要比矿物油和半合成油好。

一、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易损件（螺杆专用油）



1.4.4、润滑油

1.4.4.1、介绍：空压机油的作用就是在两摩擦螺杆的临界点之间形成一种保护膜，避 免螺

杆间接触，从而缓冲了摩擦力 作用，起到润滑作用，减少磨损；；另外还有降温、降噪、密

封、防绣等作用。

1.4.4.2、 优点：无油焦运行、合理的黏度指数、闪点高254℃、低倾点-52℃、防泡性能

好、低发挥性、高抗氧化性、高效冷却性和不易乳化性。

一、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易损件（螺杆专用油）



1.4.5、润滑油/润滑脂

润滑油在喷油螺杆中起三个作用：润滑、冷却、密封作用

润滑油质量好坏直接影响转子使用寿命；

润滑油使用寿命取决于工作压力、机头温度、环境温度；

一、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易损件（润滑油）

德耐尔专用油的特性：
a高闪点
b低轻点
c粘稠度适中

电机润滑脂一般分二种格：
a高压电机润滑脂；
b低压电机润滑脂；
c加注周期：2000H；



二、空压机零部件-阀件

1进气阀

2电磁 阀

4断油阀
5温控阀3单身阀

8弹簧式
卸荷阀

7最小压力阀

6止回阀



2.1、进气阀

2.1.1、介绍

根据用气量需要打开或关闭调节进气量；

进气阀打开状态空压机为加载；

进气阀关闭状态空压机为卸载；

进气载由电磁阀控制；

进气阀每运行8000H需保养；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进气阀）



2.1.2、进气阀又叫进气控制阀，通过它控制进

入主机的气流大小，进而达到控制空压机排气

量大小的目的。

截止式进气阀（AIV系列）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进气阀）

蝶式进气阀（RH\RS\LF系列）



2.1.3、制阀直接安装在压缩机主机上，控制压缩机起动，加卸

载停机整个吸气过程。进气控制阀的调节由微电脑智能控制器根

据系统压力及排气压力来完成。

2.1.4、DA系列集成式的进气控制阀，每件都经过200万次的疲

劳试验，极高的可靠性绝对让用户放心。其极低的进气压降（压

降最低时能达到0.002bar），极低的空载维持压力（空载压力一

般维持在1.8~2.5bar），确保用户对节能方面的要求；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进气阀）

德耐尔集团与奥地利贺尔碧格公司为长期
合作伙伴，其高品质以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在阀体领域一直致力于高端技术与品质。



2.1.5、截止式进气阀（AIV系列）

加载状态 卸载状态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进气阀）



2.1.5.1、AIV-40B-F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进气阀）



2.1.5.2、AIV-50(65)-S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进气阀）



2.1.5.3、AIV-85(120)-F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进气阀）



2.1.6、截止式进气阀故障分析

加载时进气阀不打开或不全开

拆
除
电
磁
阀
顶
部
气
管

进气阀
可以打开

进气阀
不打开

电磁阀未得电

电磁阀线圈烧坏

电磁阀密封面有杂质

压力超过电磁阀最大动作压差

进气阀内活塞卡住

泄放阀阀芯螺栓松脱

容调阀已开始调节

螺杆主机磨损，吸气量明显不足

检查电路（电源、接线盒）

更换线圈或电磁阀

拆洗电磁阀，清除杂质

更换合适的电磁阀

拆检活塞，更换密封圈等

重新组装或更换泄放阀

调整容调压力

修复或更换主机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进气阀）



2.1.7、卸载时进气阀不关或不全关

拔
下
电
磁
阀
接
线
盒

进气阀
可以关闭

进气阀
不关闭

电磁阀未断电

电磁阀阀口堵塞

进气阀内节流孔堵塞

进气阀活塞密封圈严重损坏

进气阀活塞卡住

电磁阀顶部气管未接或松脱

检查电路（电源）

拆检电磁阀，清除杂质

拆检进气阀，清除杂质

更换密封件

拆检活塞，更换密封圈

电磁阀顶部重新接管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进气阀）



2.1.8、停机时进气阀喷油

把
泄
放
量
调
到
零

进气阀
不喷油

进气阀
还喷油

油分系统失效

补气单向阀卡住，不止回

螺杆主机内漏严重

阀芯与阀座密封面泄漏

阀芯止回膜片泄漏

检查油分、单向阀，油位

拆检单向阀，清除杂质

修复或更换主机

修复或更换阀芯

更换阀芯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进气阀）



2.1.9、卸载时主机噪音大

卸
载
时
主
机
噪
音
大

沉闷的噪音

尖锐的噪音

卸载后主机吸气口真空度太高
产生气蚀噪音

卸载后主机轴封由外向内漏气
产生噪音

更换合适的进气阀

更换主机轴封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进气阀）



2.1.10、蝶式进气阀（RH\RS\LF系列）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进气阀）

RH系列进气阀
内部结构



2.1.11、RS系列进气阀内部结构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进气阀）

2.1.12、LF系列进气阀内部结构



2.1.13、蝶式进气阀控制模块内部结构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进气阀）



2.1.14、蝶式进气阀控制原理图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进气阀）



2.1.15、蝶式进气阀故障分析(加载时进气阀不打开或不全开)

拆
检
加
卸
载
控
制
管
路

电磁阀至泄放阀
控制口无压力

电磁阀至泄放阀
控制口有压力

电磁阀未得电

电磁阀线圈烧坏

电磁阀堵塞

油气桶内压力不足

容调阀内节流孔堵塞

容调阀阀芯底部漏气

气缸活塞密封圈漏气

检查电路（电源、接线盒）

更换线圈或电磁阀

拆洗电磁阀，清除杂质

确保油气桶压力达到1.5bar以上

拆检容调阀，清除杂质

封堵容调排气口或更换容调阀

更换活塞密封圈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进气阀）



2.1.16、卸载时进气阀不关或不全关

拆
除
加
卸
载
控
制
管
路

进气阀
可以关闭

进气阀
不关闭

电磁阀未断电

电磁阀密封面有杂物或损坏

气缸复位弹簧损坏

容调阀阀芯中部密封圈漏气

检查电路

清除杂物或更换电磁阀

更换弹簧

更换密封圈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进气阀）



2.1.17 、停机时进气阀喷油

把
泄
放
量
调
到
零

进气阀
不喷油

进气阀
还喷油

油分系统失效

止回阀芯与阀体
之间密封面泄漏

检查油分、单向阀，油位

拆检进气阀，更换零件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进气阀）



2.1.18、卸载时主机噪音大

卸
载
时
主
机
噪
音
大

沉闷的噪音

尖锐的噪音

卸载后主机吸气口真空度
太高产生气蚀噪音

卸载后主机轴封由外向内
漏气产生噪音

更换合适的进气阀

更换主机轴封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进气阀）



2.2、电磁阀

2.2.1、介绍：里有密闭的腔，在不同位置开有通孔，每个孔连

接不同的油管，腔中间是活塞，两面是两块电磁铁，哪面的磁铁线

圈通电阀体就会被吸引到哪边，通过控制阀体的移动来开启或关闭

不同的排油孔，而进油孔是常开的，液压油就会进入不同的排油管

，然后通过油的压力来推动油缸的活塞，活塞又带动活塞杆，活塞

杆带动机械装置。这样通过控制电磁铁的电流通断就控制了机械运

动。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电磁阀）



2.2.2、电磁阀符号

从上至下从左到右分别是

直动式：两位两通，两位三通常通，两位三通常断

先导式：两位两通，两位三通常通，两位三通常断

两位五通单电控，两位五通双电控

三位五通中封，三位五通中泄，三位五通中压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电磁阀）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电磁阀）

2.2.3、型号解释：
前面的“几位”要看这个阀有几种工作状态，
就是几位，如有气动元件符号，就更好理解了，
在图符上代表阀体的正方形(内有箭头或T线)有
几个就是几位。而后面的“几通”，是代表在
其中的一个正方形上有几个点（和箭头线还有
T线相交的点），就是几通。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电磁阀）

a.用方框表示阀的工作位置，有几个方框就表示有几
“位”;
b.方框内的箭头表示油路处于接通状态，但箭头方向
不一定表示液流的实际方向;
c.方框内符号“┻”或“┳”表示该通路不通;方框外部连
接的接口数有几个，就表示几“通”;
d.一般，阀与系统供油路或气路连接的进油口/进气口
用字母p表示;阀与系统回油路/气路连通的回油/回气口
用（有时用o）表示;
e.而阀门与执行元件连接的油口/气口用a、b等表示。
有时在图形符号上用“l”表示泄漏油口;

2.2.4、图形符号的含义一般如下：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电磁阀）

2.2.5、换向阀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工 作位置，
其中一个为常态位，即阀芯未受到操纵力时所处的位
置。图形符号中的中位是 三位阀的常态位。利用弹
簧复位的二位阀则以靠近弹簧的方框内的通路状态为
其常态位。绘制系统图时，油路/气路一般应连接在
换向阀的常态位上。



2.3、两位三通电磁阀：电磁阀里有密闭的腔，在不

同位置开有通孔，每个孔都通向不同的油管，腔中间是阀，

两面是两块电磁铁，哪面的磁铁线圈通电阀体就会被吸引到

哪边，通过控制阀体的移动来档住或漏出不同的排油的孔，

而进油孔是常开的，液压油就会进入不同的排油管，然后通

过油的压力来推动油缸的活塞，活塞又带动活塞杆，活塞竿

带动机械装置动。这样通过控制电磁铁的电流就控制了机械

运动。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电磁阀）

电磁阀工作
原理



根据管道参数选择电磁阀的：通径规格（即DN）、接口方式

根据流体参数选择电磁阀的：材质、温度组

根据压力参数选择电磁阀的：原理和结构品种

电气选择：电压规格应尽量优先选用AC220V、DC24较为方便。

根据持续工作时间长短来选择：常闭、常开、或可持续通电

根据环境要求选择辅助功能：防爆、止回、手动、防水雾、水淋、潜水。

2.3.1、电磁阀的选型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电磁阀）



2.4、单向阀：为磨菇状金属阀体，也称止回阀；

喷油螺杆机单向阀加卸载都打开，停机时关闭，延

时关闭或关闭不严会导致空 滤处喷油气；

单向阀8000H需作保养或更换；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单向阀）



2.5、断油阀

作用，停机时切断润滑系统对

螺杆供油，防止停机后润滑油从空滤

处喷油；

断油阀在加卸载时都打开，停机时关闭；

断油阀在加卸载时必须全开，否则会影

响转子供油导致高温跳机；

断油阀为8000H保养一次；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断油阀）



2.6、温控阀

作用为调节油温从而保证油的粘度 、保证润滑效果

喷油螺杆温度阀一般为71-85℃，油温；

低于71℃供油系统小循环，油温高于71℃供油系统

大循环（通过油冷却器）；

温度大于85℃温控阀全打开；

油温度阀保养时间为8000H；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温控阀）



2.6.1、主要通过控制喷入主机的润滑油的温度来达到控制主机

排气端的排气温度。机头排气温度过低，水分会在油分罐析出，

造成润滑油乳化。油温≤70℃时温控阀控制住润滑油不让润滑油

进入冷却器，当油温＞70℃时温控阀只让部分热油经过油冷却

器被冷却，冷却后的机油与另一部分未被冷却的热油混合进入主

机，当油温≥76℃时，温控阀把通往油冷却器的通道全部打开，

此时的热润滑油全部经过油冷却器冷却后再进入主机进行压缩。

温控阀可理解为进入机头的油的温度调控阀。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温控阀）



2.7、最小压力阀

最小压力阀有两个作用；

最小压力阀设定压力为4bar时才打开，保证油坦克内有

一个基础压力存在；

第二个作用是机器卸载时防止气体倒流；

卸载时最小压力阀关闭不严会导致油路内压力释放不尽；

停机时最小压力阀关闭不严会导致喷油压力过高而不能起

动；

最小压力阀保养时间为8000H；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最小压力阀）



开启弹簧

止回弹簧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最小压力阀）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最小压力阀）

2.7.1、最小压力阀由阀体、阀芯、弹簧、密封圈、调整螺钉等组成，

装在油精分离器的出口，它的作用是保持油分离罐内的压力不致于降

到 0.4MPa 以下，这样能使含油的压缩空气在分离器内得到较好的分

离，减少润滑油的损耗。同时能保证建立油压所需的气体压力。最小

压力阀也有单向阀的作用，防止停机时系统中的压缩空气倒流。最小

压力阀的保持压力在出厂时已调整好，如由于使用时间过长，保持压

力变化时，可通过该阀上的调整螺钉调节。

http://www.baidu.com/s?wd=%E9%98%80%E4%BD%93&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9%98%80%E8%8A%AF&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5%AF%86%E5%B0%81%E5%9C%8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8%9E%BA%E9%92%89&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5%88%86%E7%A6%BB%E5%99%A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5%8E%8B%E7%BC%A9%E7%A9%BA%E6%B0%94&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5%88%86%E7%A6%BB%E5%99%A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6%B2%B9%E5%8E%8B&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5%8D%95%E5%90%91%E9%98%80&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5%8E%8B%E7%BC%A9%E7%A9%BA%E6%B0%94&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8%9E%BA%E9%92%89&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2.8、止回阀

防止空压机停止运行后，系统压力在释放过程中，将润滑油通过回油管

注入油气分离器内，导致重新启动压缩机时，输出空气中含油量增加；

PDTPDT

PT

TT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止回阀）



加载活塞LP

进气阀IV

电磁阀Y1

膜 片 转 换 阀 U V

LP

Y1

IV

UV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弹簧式卸荷阀结构）

2.9、弹簧式卸荷阀结构



加载活塞LP

进气阀IV

连接电磁阀Y1

膜片转换阀UV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弹簧式卸荷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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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弹簧式卸荷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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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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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滤压差指示器

转子

空滤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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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入
口

100%

来自油气桶
的控制空气

K04

膜片转换阀

二、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各类阀件（弹簧式卸荷阀结构）



3.1、主机
德国工艺制造，整台主机在德国装配后，原装进口到德耐尔（中国）集团

，使主机的兼容性达到最佳工艺效果。

螺杆转子采用最新一代的专利型线 5/6齿啮合；能效最佳的型线

转子采用锻钢材质及表面经热处理加工；高强度的阴阳螺杆转子，长径比

更优化；

改进了的转子、机壳、轴承的装配模式；螺杆直径与长度是其他品牌同等

型号主机尺寸的30%以上。

优化了的喷油方式，密封与降温更有效；

优化了的进、排气口的形状和位置；

采用德耐尔集团自主生产的轴封，其效果可保证螺杆机永不漏油的效果。

三、空压机零部件介绍-主机



3.1.1、主机的主要构造是由转子、机壳（汽缸），轴承和轴封组成。确切的说就是两根转

子（一对阴、阳转子 ）两端套着轴承装在机壳内，把空气从一端吸入，依靠阴阳转子的相

对转动，齿顶对齿沟的齿合，进而把空气进行压缩，提升气体的压力，然后从另一端排出。

三、空压机零部件介绍-主机



3.1.2、工作原理

螺杆压缩机的工作循环

可分为吸气、密闭、压缩、

排气四个过程。随着转子旋

转，每对相互啮合的齿相继

完成相同的工作循环，为简

单起见，这里只研究其中的

一对齿。

三、空压机零部件介绍-主机



3.1.3、吸气过程： 螺杆式压缩机主机进气口装有一个能进行

气量控制的进气阀，主机的转子高速运转时， 进气腔内真空力

将进气阀打开。当转子转动时，主副转子所形成的齿沟空间在

转至进气端壁开口时，其空间最大，此时齿沟空间与进气口空

气相通，因在排气时齿沟间空气全数排出，排气结束时，齿沟

处于真空状态，外界空气被吸入，沿轴向注入齿沟空间。当空

气充满整个齿沟时，转子进气侧端面转离机壳进气口，齿沟间

的空气即被封闭，以上为吸气过程。

3.1.4、封闭 输送过程： 在吸气终

了时，主副转子齿峰与机壳闭封，

空气在齿沟内闭封不再外流 ，即封

闭过程。两 转子继续转动，其齿峰

与齿沟在吸气端吻合，吻合面逐渐

向排气端移动，此即输送过程。

三、空压机零部件介绍-主机



3.1.5、压缩 喷油过程： 在输送过程中，啮合面与排气口间的齿

沟空间逐渐减小，齿沟内气体逐渐被压缩，压力升高，此即压缩

过程。而压缩同时冷却液因压力差的作用而喷入压缩室与空气混

合。

Ⅳ、排气过程： 当转子的啮合端面转到与机壳排气口相通时

，（此时压缩气体之压力最高）被压缩之气体开始排出，直至齿

峰与齿沟的啮合面移至排气端面，此时两转子的啮合面与机壳排

气口之齿沟空间为零，即完成排气过程，在此同时转子啮合面与

机壳进气口之间的齿沟长度又达到最长，其吸气过程又在进行。

三、空压机零部件介绍-主机



3.1.6、螺杆式压缩机的型线

设计要求： 轴向气密性和横向气密性高、接触线长度尽量短、面积利

用系数大、 减少和避免漏气三角形、重量轻刚性好、便于加工。

齿顶速度（tip-speed）可代表摩擦速度，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

20m/s~30m/s内， 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建立润滑条件。

泄漏三角形从螺杆压缩机设计原理来讲是永远存在的，不可避免的；

Atlas最新 螺杆型线SAP，采用4:6的齿型相结合，有更大的转子直径

可提高轴承寿命，4比6齿型相结合，主副转子直径一致，刚度高，泄

漏少，压缩较率高。

三、空压机零部件介绍-主机



3.1.7、主机从材质区分

锻钢是指采用锻造方法而生产出来的各种锻材和

锻件。锻钢件的质量比铸钢件高，能承受大的冲

击力作 用，塑性、韧性和其他方面的力学性

能也都比铸钢件高，所以凡是一些重要的机器零

件都应当采用锻钢件，转子的膨胀系数小，不易

变形，磨损小，泄露就小，故效率高，使用寿命

长。

三、空压机零部件介绍-主机



3.1.8、球墨铸铁：铸铁中的碳以石墨形态析出，若析出的石墨呈条片状时的铸铁叫灰口铸

铁或灰铸铁、呈蠕虫状时的铸铁叫蠕墨铸铁、呈团絮状时的铸铁叫白口铸铁或码铁、而呈

球状时的铸铁就叫球墨铸铁。球墨铸铁件的生产过程中，在热处理、抛光清理后或机加工

时常会发现一些直径大约为0.5-3mm，形状为球形、椭圆状或针孔状内壁光滑的孔洞，这

些孔洞一般在铸件表皮下2-3mm分布，这就是所谓的皮下气孔。

皮下气孔的形成是由于含镁铁液表面的张力大，容易形成氧化膜，这对阻碍析出气体

和入侵气体的排出有一定影响，这些气体滞留于皮下就会形成气孔。另外，球墨铸铁糊状

凝固特点使气体通道较早被堵塞，也会促进皮下气孔缺陷的形成。

三、空压机零部件介绍-主机



3.1.9、主机的生产工艺分为三类

3.1.9.1、表面热处理工艺通过对钢件表面的加热、

冷却而改变表层力学性能的金属热处理工艺。表面淬

火是表面热处理的主要内容，其目的是获得高硬度的

表面层和有利的内应力分布，以提高工件的耐磨性能

和抗疲劳性能，表面精度为5微米左右。

三、空压机零部件介绍-主机



3.1.9.3、翻砂工艺砂型铸造” 时先将下半型放在平板上，放砂箱填型砂紧实刮平，下型

造完，将造好的砂型翻转180度，放上半型，撒分型剂，放上砂箱，填型砂并紧实、刮

平，将上砂箱翻转180度，分别取出上、下半型，再将上型翻转180度和下型合好，砂型

造完，等待浇注。这套工艺俗称--“翻砂”。加工精度粗糙。

3.1.9.2、螺杆专业磨床专业生产螺杆机的磨床，利用磨具对工件表面进行磨削加工的机床。

大多数的磨床是使用高速旋转的砂轮进行磨削加工，少数的是使用油石、砂带等其他磨具和

游离磨料进行加工，表面精度50-100微米。

三、空压机零部件介绍-主机



3.2、电机：一般电机用的是380V的，少数用的是6KV和10KV的。防爆空压机是 380V/660v。

空压机配套的只有2极和4极两种异步电动机。

2极的转速是2960 r/min   4极的转速是1480 r/min。

3.2.1、服务系数：空压机行业的电机都是非标电机，是大机小标的一种现状。服务系数，一般1.1

～1.2。普通电机是小机大标的一种现状。举例：100kw的电机能输出80%的功率就不错了，通常

的说法是功率因数cos∮=0.8，是偷工减料。

3.2.2、防护等级：是指电机的防水，防尘等级，一般的IP23已足够用，但空压机行业中基本上都

用IP54。

3.2.3、绝缘等级：是指电机的耐高温防烧毁的能力等级。一般用的是F级，B级温升考核是指比F级

高一个层级的标准考核。

3.2.4、启动方式：星三角转换的启动方式 。或变频、软启动等

三、空压机零部件介绍-电机



电机内部结构

三、空压机零部件介绍-电机



三、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主机、电机



4、油气桶 就是实现油和气的混合物相分离的

一个罐子。一般为圆柱形的45#钢焊成的碳钢铁

皮罐。另一作用就是储存润滑油。油分罐内有一

个油气分离滤芯，简称油分芯。

四、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电器类（油气桶）



4.1、其工作原理是当油和气的混合物以一定的流

速穿过玻璃纤维层时，油滴被物理机械的阻挡，慢

慢地凝露为大油滴之后在重力作用下，落到油分芯

底部，然后有回油管把这部分过滤掉入油分芯底部

的油导入机头内部，参与下一循环。回油管上有一

单向阀，使得机油只能由油分芯底部流入主机的压

缩腔。实际上油气混合物在穿透油分芯之前，油气

混合物中99%的油分已被分离掉到油分罐底部。

四、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电器类（油气桶）



4.2、从主机出来的高压、高温（80℃左右）油气混

合物是沿着油分罐内部的切线方向进入油分罐的，在

离心力作用下，油气混合物中的油分大部分被甩到油

分罐的内壁上，在重力的作用下沿着内壁流到油分罐

的底部。另外一部分油滴在相互碰撞的过程中凝结成

大油滴，最后也是在重力的作用下沉向油分罐底部，

参与下次循环。经油分芯过滤后的空气，经过最小压

力维持阀（最小压力阀）流向后部冷却器冷却再排出

空压机。

四、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电器类（油气桶）



安全阀当罐内的空气压力达到设
定值时安全阀自动打开，放掉部
分空气，降低油分罐内的气压。

压力表检测的是滤前压（内压）

油位镜显示灌内油位的高低。正确的油位
是当空压机正常工作时油面在上下度中间
位置，过高会跑掉，过低会影响整机的安
全性

最小压力阀也是单向阀，位于油气桶上方油细
分离器出口处，开启压力设定为0.45MPa左右
，全开0.52MPA。
最小压力阀主要有以下功能：
（1）启动时优先建立起润滑油所需的循环压
力，确保机器的润滑
（2）油气桶气体压力超过0.45MPa之后方行
开启，可降低流过油气分离器的空气流速，除
确保油气分离器效果之外，并可保护油气分离
器因压力差太大而受损。
（3）至回功能：当停机后油气桶内压力下降
时，防止管路压缩空气回流。

排污阀也是放油口

加油帽添加润滑液口

四、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电器类（油气桶）



风冷冷却器

4.3、冷却器

4.3.1、风冷型螺杆机 的机油冷却器和压

缩空气后冷却器做成一体，为铝制板翅式

结构，在真空炉内钎焊成型，一旦漏油几

乎不可修复，只有更换。其工作原理是热

油和高温（80℃左右）气体在各自管道内

流动，电机拖动风扇转动，冷风垂直地吹

过载有热油和高温气体的管道，实现热交

换，用手感觉经过散热器热交换后的空气

，会觉的非常烫手。

四、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电器类（冷却器）



水冷冷却器

4.3.2、水冷型螺杆机一般采用管式散热器，水在管内流动

，热油在管外流动，经热交换后冷水变热水。水冷机必须

另建冷却塔，把热交换后的热水冷却以便参与下次循环，

水质对散热器影响非常大，冷却塔又增加不少成本，因此

水冷机的用量远没有风冷机大，但粉尘比较大的场合比如

水泥厂、有易熔性尘埃的车间、比如喷涂车间尽可能的使

用水冷机。水冷型散热器一但结垢，很难清理，一般得用

化学药水泡上几天，再用高压水或高压空气吹。水冷机冷

却水的用量在JB/T6430-2002中有明确规定。每压缩1m3

的空气大约需消耗水4升。

四、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电器类（冷却器）



4.3、PLC、主控器

4.3.1、PLC可理解为一台电脑的主机，空压机液晶显示屏可以理解为电

脑的显示屏。PLC具有输入、输出（给显示屏）、计算、储存的功能。

4.3.2、通过PLC使螺杆机变成一台高度智能化的傻瓜机，空压机的任何

一个部件位出现故障都会通过PLC反映到显示屏上以便维修。

4.3.3、空压机运行时的电流大小、气压高低、温度高低都会通过PLC在

显示屏上显示。空压机的空滤、机滤、油分芯和润滑油到了更换时间，

PLC会自动报警提醒以便更换。

4.3.4、显示屏上有按键，可以像电脑一样操作，调整排气压力的大小实

现和用气设备的匹配。

四、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电器类（主控器）



4.5、压力传感器位置在空压机的排气端

，测量排出油分芯后的空气压力，未经

过油分芯过滤前的气流压力叫滤前压，

当滤前压与滤后压差≥0.1MPa时就该更

换油分芯了，另一端接PLC，并在显示屏

显示压力的大小。

四、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电器类（压力传感器）



4.5.1、压力传感器结构：

1  安装连接

2  介质泄漏保护

3  密封材料

4  陶瓷单元

5  电子组件及电磁保护

6  电气连接

四、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电器类（压力传感器）



4.5.2、压力传感器分类：

有源：有源传感器能将一种能量形式直

接转变成另一种，不需要外接的能源或

激励源。

无源：无源传感器不能直接转换能量形

式，但它能控制从另一输入端

输入的能量或激励能 。

4.5.3、压力传感器输出方式：

4.5.3.1、电压输出方式：

0-5V输出,供应电源为8-33VDC；

0-10V输出,供应电源为11.4-33VDC；

0-10V输出,供应电源为24VAC±15%:

4.5.3.2、电流输出方式:

4~20mA输出,供应电源为8-33VDC

四、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电器类（压力传感器）



4.5.4、压力传感器引出线形式：

4.5.4.1、二线制：二线制传输方式中，供电电源

、负载电阻、变送器是串联的，即二 根导线同时

传送变送器所需的电源和输出电流（电压）信号。

4.5.4.2、三线制：三线制传输方式中，三根导线分

別為传送变送器所需的电源和输出电流（电压）信

号、接地。

4.5.4.3、四线制：四线制方式中，供电电源、负载

电阻是分别与变送器相连的，即供电电源和变送器

输出信号分别用二根导线传输。

四、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电器类（压力传感器）



4.5.5、电流输出型的输出阻抗測定方法：

4~20mA型号的电流输出与压力对应值:

压力源压力值在0 .0kg/cm2压力传感器输出电流4.0±0.12mA；

压力源压力值在4.0kg/cm2压力传感器输出电流 8.0±0.12mA；

压力源压力值在8.0kg/cm2压力传感器输出电流12.0±0.12mA；

压力源压力值在12.0kg/cm2压力传感器输出电流16.0±0.12mA；

压力源压力值在16.0kg/cm2压力传感器输出电流20.0±0.12mA；

四、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电器类（压力传感器）



精度说明：精度fs :是指满量

程刻度的偏差值 例：压力最

大值为1.6Mpa 滿量程的误差

要求为 +0.0192Mpa 或 -

0.0192Mpa

4.5.6、电流型压力传感器基本性能：

四、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电器类（压力传感器）



4.6、温度传感器

位置在主机的排气端，测量的是主机

排出的油气混合物的温度，另一端接PLC

，并在液晶显示屏上显示温度的高低 。

四、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电器类（温度传感器）



4.6.1、温度传感器分类：

热电偶

PT100    （DNA）

PT1000   （BLT）

四、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电器类（温度传感器）



4.6.2、PT100温度传感器：

4.6.2.1、基本原理：利用金属鉑在溫度变化时自身电阻值也随之改变的特

性來測量溫度的，所示仪表将会指示出鉑电阻值所对应的溫度值。当被測

介质中存在溫度梯度时，所測得的溫度是感溫元件所在范围内介质层中的

平均溫度。

4.6.2.2、技术指标：

四、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电器类（温度传感器）



4.6.3、温度传感器引出线形式：

4.6.3.1、二线式传感器电阻变化值与连接导线电阻值共同构成传

感器的输出值，由于导线电阻带来的附加误差使实际测量值偏高

，用于测量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并且导线的长度不宜过长。

四、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电器类（温度传感器）



4.6.3.2、三线式要求引出的三根导线截面积和长度均相同，测量

铂电阻的电路一般是不平衡电桥，铂电阻作为电桥的一个桥臂电

阻，将导线一根接到电桥的电源端，其余两根分别接到铂电阻所

在的桥臂及与其相邻的峭壁上，当桥路平衡时，通过计算可知，

RT=R1R3/R2+R1r/R2-r,当R1=R2时，导线电阻的变化对测量结

果没有任何影响，这样就消除了导线线路电阻带来的测量误差，

但是必须为全等臂电桥，否则不可能完全消除导线电阻的影响，

但分析可见，采用三线制会大大减小导线电阻带来的附加误差，

工业上一般都采用三线制接法。

四、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电器类（温度传感器）



4.6.4、主要性能参数：

四、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电器类（温度传感器）



4.6.5、温度值与对应的电阻值：

当环境温度在0℃ ;测量温度传感器电阻值应在100.0Ω ± 0.4Ω 

当环境温度在10℃;测量温度传感器电阻值应在103.9Ω ±0.4Ω  

当环境温度在 20℃;测量温度传感器电阻值应在107.7Ω ±0.4Ω

当环境温度在 30℃;测量温度传感器电阻值应在111.6Ω ±0.4Ω

当环境温度在 40℃;测量温度传感器电阻值应在115.5Ω ±0.4Ω

当环境温度在100℃;测量温度传感器电阻值应在138.5Ω ±0.4Ω

当环境温度在130℃;测量温度传感器电阻值应在149.8Ω ±0.4Ω

注：PT1000温度传感器相同温度情況下，对应电阻值是PT100的10倍（包括

误差值），其基本工作原理与PT100工作原理完全相同，故在此不再介紹

四、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电器类（温度传感器）



4.7、冷却风机、高压油管

一般用的是轴流风机，由一个小电机拖动，使冷

风垂直吹过散热器。某些机型不设温控阀，而是通过

控制风扇电机的停转来控制油温的。当排气温度上升

至８５℃时，风扇开始运转；当排气温度低于７５℃

时，风扇自动停转，使温度保持在一定范围之内。设

有温控阀的机型风机的启停同上。

四、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电器类（冷却风机、高压油管）



4.8、高压管种类

油管、气管、混合管 二次回油管、控制气管 接头

四、空压机零部件介绍- 电器类（冷却风机、高压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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