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HAFTALIGN® OS3
高效的激光轴对中技术



精准轴对中的优势巨大

30年的转轴激光对中经验

精准的转轴对中能够延长设备运行时间。在
多个方面有助于实现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

 � 降低能耗
 � 减少轴承、密封件、轴和联轴器的故障
 � 降低轴承和联轴器的温度
 � 减少振动
 � 无轴开裂或轴断裂
 � 安全地脚螺栓

全球各个工业领域的维修部门通过普卢福
（PRÜFTECHNIK）使用简便的先进系统对
旋转设备进行测量与对中。

绝不超出预算，SHAFTALIGN® OS3将直观
操作与包括泵机、马达、变速箱以及压缩机
等设备的精密轴对中的精准度相结合。

适用于所有工业领域



激光轴对中之效率

OS3技术
3轴高清PSD

内置精准MEMS倾角仪

更长运行时间

人体工学设计

传感器电池状态预警

蓝牙®连接传输

集成环境补光

高速CPU/扩展内存

高科技，使用简便

通过OS3技术进行快速高效地轴对中



仅需三步，即能达到完美对中

直观、创新、精准

SHAFTALIGN® OS3 系统专为工业应用设计制造，且能够
在极端恶劣的工作环境下运行。计算机防尘、防水，符合IP 
65标准。传感器和反射器防水、防尘，符合IP 67标准。

字母数字键盘和导航键能够确保测量系统的舒适操作。 

SHAFTALIGN® OS3高分辨率彩色背光TFT显示屏幕。集成
光线传感器可以自动调整显示亮度，即使在光线不足的环境
下，依然可以轻松读取测量值，并延长运行时间。 

计算机装配充电电池，包含在标准配套功能之中。通过USB
接口可方便地连接到计算机和其他诸如打印机等外部设备。

系统提供众多选项，生成并保存对中测量报告，或者直接将
报告以PDF格式保存至U盘中。

系统的直观自动测流功能可以指导用户逐步
输入设备尺寸。 

仅需在小于70°的旋转角进行3或4次测量便
可精准确定对中情况。 

所有相关的对中结果显示在一个屏幕上，包
括“笑脸”与LED对中状态评估。

蓝牙®连接传输
SHAFTALIGN® OS3计算机已启用无线功能。  
蓝牙®模块确保测量传感器与SHAFTALIGN® OS3计算机或
tab@lign®对中应用程序之间的便捷数据传输。



高效率的转轴激光对中

主动时钟测量模式 
通过激活此测量模式下的MEMS倾角仪实现智能精准的对
中。可在任意3（或4）个位置进行测量，传感器角度位置
将被自动考虑在内。

自动对中评估
TolChek®——动态容差根据设备转速自动评估对中情
况。LED和笑脸模式会在机器校正的过程当中显示对中情
况和实时的状态更新。

SWEEP扫描测量模式（可选）
SHAFTALIGN® OS3 进行多次测量，以精确确定一个小至
60°的旋转轴的对中情况。

在线监测模式
自动计算水平与垂直联轴器与地脚结果。设备图形
显示地脚移动的方向与校正值。在实时移动模式
中，SHAFTALIGN® OS3 持续测量修正情况。监控更改实
时显示在屏幕上。

强大的SHAFTALIGN® OS3的功能

 � 单激光技术（UniBeam） 
专利单激光/传感器技术，设置简单方便。
 � 直观的自动测流功能 
该系统会指导用户逐步确定机器的对中情况，并对其容
差进行评估。
 � 主动时钟测量模式  
通过激活电子倾角仪实现智能精准的对中。 
 � 可使用蓝牙®连接传输 
测量数据可以无限传输至计算机。
 � 动态容差（TolChek®） 
对对中情况与用户自定义容差进行自动评估。
 � InfiniRange®扩展了探测器的测量范围，以处理较大的未
对中数据。

 � 实时移动模式 
对水平或垂直设备校正进行监控。
 � 交换设备位置 
仅需按下一个按键，便可交换设备位置，例如马达和泵
机。
 � 软脚检查 
测量、校准然后进行结果保存。
 � 文件管理 
在设备中保存测量文件，并在U盘中以PDF格式生成报
告。 
 � 数据保护 
自动保存和数据恢复功能。



标准功能
OS3传感器，具有超大高清探测器，以及高精度MEMS倾
角仪

计算机搭载集成充电电池*

通过无线蓝牙®模块实现自动测量数据传输*

垂直、水平以及法兰安装设备的对中

耦合、非耦合以及旋转轴的对中

通过动态时钟模式实现自动测量

软脚检查——测量、校正，之后保存结果

固定脚的选择——解决连接地基与连接螺栓的问题

通过TolChek®自动评估对中状态

InfiniRange®测量范围扩展： 扩展了探测器的测量范围，
以处理较大的未对中数据

转换设备功能，以交换设备位置，例如马达和泵机

静态测量模式——只需要8个45°测量位置中的任意三个点
即可

实时移动模式对水平或垂直设备校正进行监控

以PDF格式将测量报告存入U盘中

数据保护——自动保护和恢复功能

在设备中保存多达200个测量文件

强大的选配功能
连续SWEEP测量模式与结果表格以及管道轴向应力 

能够输入结果以及热膨胀值

多点模式——在任意三个或多个位置测量大于等于60°的
角。

万向轴和中间轴之间的对中

用户自定义容差

我们的对中软件可管理测量文件并生成报告。

SHAFTALIGN® OS3 概览

*) 版本 ALI 21.003-BR



激光轴对中之效率

计算机
CPU Intel XScale PXA270 运行速度 520 MHz
记忆卡 64 MB 内存, 64 MB 闪存
显示器 型号:TFT, 传导式 (日光照射下依然可读), 65 535 色彩, LED背光

集成光线传感器可根据光线情况自动调节显示亮度，由此延长
电池寿命

分辨率:320 x 240 像素;尺寸:89 mm [3,5”] 对角线 

键盘内容:导航指针交叉清晰显示菜单键。字母数字键盘键入尺
寸、测量值、软脚与移动硬键。 

LED指示灯 多彩LED指示灯显示激光状态和对中情况

多彩LED指示灯显示电池使用状态
电源

一次性电池：5节x 1.5 伏 电池壳维持正常操作时间9个小时(基于
33%的操作时间、33%计算机时间和33%睡眠模式)

集成锂离子充电电池：7.4 V / 2.6 Ah （用于可选电脑）电池壳维
持正常操作时间17个小时（基于33%的操作时间、33%计算机时
间和33%睡眠模式)

外部  接
口

USB主机与USB从机
集成无线通讯,  
等级1, 传输功率为 100 mW
RS232 (系列) 用于传感器

AC适配器/充电器插槽
环境 
保护

IP 65 (防水防尘), 防震

相对湿度10%至90%
温度 
范围

操作温度:-10°C到50°C [14°F 到122°F]

储存温度：-20°C到60°C [-4°F 到140°F]
尺寸 约220 x 165 x 45 mm [8.7” x 6.5 x 1.8”]
重量 742 g [1.64 lb.]
CE认证合格 满足EC电气设备（73/23/EEC）以及与电磁兼容性（2004/108/

EC）相关的规定

传感器

 测量原理：同轴反射激光束

环境保护：IP 67 (防浸水、防尘)

环境光保护：光学与主动电子数字补偿

放置温度范围：-20°C到80°C [-4°F 到176°F]
工作温度：  
-10°C到55°C [14°F 到131°F]
尺寸：约107 x 70 x 49 mm [4 1/4” x 2 3/4” x 2”]

重量：约177 g [6 1/2 oz.]
激光 型号:半导体激光

波长：670 nm (红色可见)

安全等级：等级2（根据IEC 60825-1:2007激光产品安全标准）

激光束功率：< 1 mW

光束发散角：< 0.3mrad 

安全注意事项：请勿直视激光束
探测器 测量范围：无限制, 移动可扩展 

(美国专利6,040,903)
分辨率:1µm (0.04 mil)，精确度（平均）：> 98 %

倾角仪 测量范围：0°至360° 

分辨率:0,1°

倾角误差：± 0,30% 总刻度值

反射器

型号:90°屋脊棱镜；精确度（平均）：> 99%

环境保护：IP 67

放置温度范围：-20°C到80°C [-4°F 到176°F]

工作温度：-20°C到60°C [-4°F 到140°F]

尺寸：约100 x 41 x 35 mm [4” x 1 5/8” x 1 3/8”]

重量：约65 g [2 1/2 oz.]

蓝牙® 连接传输
等级1连接
传输功率 100 mW

传输距离 高达30米[98英尺]直射距离
符合 FCC 规则第15章
LED 指示灯 1个 LED指示灯用于无线通讯传输

3个LED 指示灯用于显示电池使用状态
电源 1.5伏电池 x 2 IEC LR6 (“AA”)
工作时间 正常使用时间为17小时 

(基于50%测量运行时间和50%待机时间)
操作
温度 -10°C到50°C [14°F 到122°F]

环境
保护 IP 65 （防尘、防溅水）、防震

尺寸 约81 x 41 x 34 mm [3 1/8” x 1 11/16” x 1 5/16”]
重量 约133 g [4.7 oz.]

包括电池和电缆
手提箱

 标准配置：ABS, 跌落测试 2 米 [6 1/2 ft])
外壳尺寸：  
约470 x 400 x 195 mm [18 1/2” x 15 3/4” x 7 3/4”]
重量，包括所有标准件：约5.8 kg [12.8 lb]

SHAFTALIGN® OS3技术数据

服务与客户技术支持

 高科技对中实验室

	定制产品培训

	机械服务——誉满全球

	校验和维修



SHAFTALIGN®, TolChek® 和 InfiniRange® 是普卢福股份有限公司( PRÜFTECHNIK Dieter Busch AG) 公司注册的专用商标。在没有获得普卢福股份有限公司（PRÜFTECHNIK 
Dieter Busch）明确书面允许的情况下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和使用。由于普卢福（PRÜFTECHNIK）公司政策以及产品的不断发展，这份彩页上的信息如果更改将不会提前通
知。普卢福（PRÜFTECHNIK）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受已注册或者正在申请的专利的保护。© 版权归普卢福股份有限公司（PRÜFTECHNIK Dieter Busch AG）所有，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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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ÜFTECHNIK
Condition Monitoring GmbH
Oskar-Messter-Str. 19-21
85737 Ismaning, Germany
Tel.: +49 89 99616-0
Fax: +49 89 99616-200
info@pruftechnik.com
www.pruftechnik.com
A member of the PRUFTECHNIK group

www.pruftechnik.com

普卢福

服务与支持对中系统 状态监控 无损检测

普卢福  在下列方面提供解决方案：

机器与设备状态监控与可用性优化领域的产品、工艺和服务

是我们的业务所在。 

换句话说，我们令机器平稳运行并以持续的高品质进行产

生。其中包括自动化流程控制与质量保证系统。这些系统可

以集成在生产设备中，并在操作过程中识别有缺陷的部件。

为所有工业领域打造久经验证的技术

空运“已知发货人”，
已在联邦航空局登记

为了向对中与状态监控领域

的客户给予支持，我们提供

全球专业服务。

用于机器与设备监控的振动

测量系统以及服务，如机器

故障诊断。

半成品生产中的质量保证与

流程控制系统与服务。

用于机器与设备最佳对中的

激光测量系统和服务。

LASER RADIATION

AVOID EXPOSURE - Laser radiation 
is emitted from this aperture

C A U T I O N
DO NOT STARE INTO BEAM

CLASS 2 LASER PRODU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