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辊轧机、风力涡轮机、造纸机、压缩机、挖掘机——几乎所有工业和运输
工具都有一个共同点：驱动系统。它们的驱动系统或是为生产流程提供动
力、或是用于移动重物，或是转换能量。机器的驱动系统只有在转速和扭
矩无误的条件下才能够正常运转。而只有当工厂设计、过程控制和维护工
作配合到位时，驱动的机器才能够达到最佳设计产出规格。

OnCare.Health ACIDA 提供全套现场服
务、工程解决方案和定制的检测设备。
该系统不仅适用于独立机器，也适用于
涉及多种复杂工艺的整个工厂。主要针
对基于状态的维修、设备可靠性和过程
效率。我们不断专注研发，确保为工厂
操作员、维修部门以及设备供应商提供
领先的检测和诊断技术。

解决方案
• 诊断服务，适用于基于状态的维修、
现场测量和故障排除等任务。

• 设备监测，可用于在线监测机器的磨
损和疲劳状况。

• 过程监测，可用于持续质控、通过专
业知识提升过程效率。

• 扭矩、振动和其他物理量传感器； 专
业提供旋转部件遥测解决方案。

稳定可靠，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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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质量和维修
解决方案

1 火车驱动系统检测

2 造纸机振动和扭矩监测解决方案

3 压缩机驱动系统振动诊断

4 石油天然气行业传动系统监测工具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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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台
•	 供给泵
•	 压缩机
•	 离心机
•	 液压泵
•	 搅拌机
•	 化学反应器
•	 游轮和拖网渔船
•	 火车

•	 辊轧机
•	 风力涡轮机
•	 造纸机
•	 滚压机
•	 发电厂
•	 碎煤机
•	 牵引机
•	 挖掘机
•	 破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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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are.Health ACIDA
维修、诊断和机器监测领域的服务、产品、咨询与软件解决方案，让客
户能够全面掌握生产设备状态，帮助优化生产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少维
修工作。

OnCare.Health ACIDA 可为几乎所有工
业监测应用领域提供定制化系统，可对
传感器信号、生产过程数据和机器参数
实现连续、多通道、高采样率的实时监
测。系统配置的可延展性与数据管理是
其两大主要优势。诊断算法极为灵活，
包含时域和频域振动监测、疲劳和剩余
寿命分析等功能。报告生成器模块最大
化降低了对诊断专业知识的要求，因此，
操作人员能够集中全力处理核心任务：

生产力、品质和维护。

所有 OnCare.Health ACIDA 系统均使用
标准 PC 硬件和微软 Windows 操作系
统以及关系数据库用于管理数据。针对
每项具体应用，可按需选择信号数字化，
以及抗混叠滤波器、包络分析或电隔离
等上游调节工具。因此，该产品系列不
仅适用于独立型机器、移动数据采集任
务，同时也适用于大型工厂的整体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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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与生产过程监测
造纸机、辊轧机、水泥厂或发电厂等均
为资本密集型生产设施，生产过程在总
成本中占据高比例。因此，改进维护工
作和过程控制，能够带来巨大经济效益。
以我们的生命周期理论为指导，该系统
不仅对存在损耗和疲劳可能性的部件提
供状态诊断，而且我们所说的机器可靠
性优化，也涵盖对生产过程可靠性的优
化。以医药行业为例，传统诊断流程仅
显示已经发生的损害、然后针对病症提
供治疗方案。

OnCare.Health ACIDA 工厂和生产过程
监测解决方案则会提供全面监测。机器
故障在早期的各项预警指标均会被检测
到。对机器状态、力、扭矩负荷以及流
程效率进行交叉相关分析，是确保工厂
长期稳定运转的关键预防措施。为进一
步阐述我们的方法，请再一次参考我们
所作的医学类比。当我们执行 OnCare.
Health ACIDA 解决方案时：我们认为一
个有机体不应该损耗至必须采取治疗甚
至激进措施的地步，而应该是确保过程
平稳，通过适宜的监测，确保持续有效
运转。

振动诊断
振动诊断是用于检测诸如滚柱轴承故

障、齿轮箱齿面啮合、不平衡、未对中、
结构共振或次同步激发等机器不良状况
的先进技术。最佳的技术解决方案是安
装永久型在线系统，该系统能够实现持
续数据采集与趋势分析——这是检测机
器状况变化的前提条件。机器振动通常
根据结构噪声捕捉，所使用工具为加速
度计和模拟信号调节工具，尤其是包络
分析。除振动之外，二次信号，如转速、
电机电流、扭矩负载或轴承力等也会被
应用于改善诊断结果。

MORC 模块专为在线和离线振动诊断
而设计。主要特征包括静态或速度相关
频率追踪。除基于时间的趋势分析之
外，还独有对振动振幅与二次输入信号
的对比趋势分析功能。这是通过交叉相
关法对振动类根源问题进行分析的强有
力工具。

疲劳和剩余寿命监测
根据我们的生命周期理论，我们对有疲
劳可能性的机械部件提供剩余寿命监测
服务。存在设计限制条件或随机过载事
件的机械部件可能会承受超出疲劳极限
之外的应力。仅通过振动分析或目测检
查来监测疲劳故障，这通常是不够的。
缺陷检测对于启动矫正措施来说，为时
已晚，而设备出现灾难级故障的风险也

太高。

OnCare.Health ACIDA 通过记录实测
负荷周期次数开展疲劳监测。通过将疲
劳部件的设计参数与材料参数进行对
比，获得剩余寿命。另外，通过不良剩
余寿命曲线，还可对过程控制采取矫正
措施，从而将疲劳度保持在设计参数范
围之内。

测量仪器
OnCare.Health ACIDA 解决方案既可用
于测试台，也可用作移动测量工具。输
入信号的灵活性，即：通道数量、信号
调节、采样率或数字化解析等，可实现
各种系统设计方案，从而满足最具挑战
性的应用需求。

飞行记录仪
持续复杂的工业过程或移动设备通常
需要高采样率在线工作信号记录设备。
OnCare.Health ACIDA 系统提供存档和
瞬态记录功能，远优于相对缓慢的可编
程控制器参数记录方式。工厂和生产过
程数据均记录在一个永久型环形缓冲区
内。另外，所有信息的特征值均储存在
关系数据库中，从而能够支持趋势分析
和事件浏览。

辊轧机



6

硬件

OnCare.Health ACIDA 服务器
OnCare.Health ACIDA 服务器为固定式
高端监测系统，是持续运转工业应用领
域的理想选择。该服务器采用最新一
代 19 英寸机架式工业 PC 硬件，微软 
Windows 操作系统确保了更优化的网络
性能，并有通讯功能。该方案采用独立
式 19 英寸机架，即装即用。方案包括 
EventVIEWER 基本模块，该模块能够在
线和离线生成时域和频域图形。SQL 数
据库独有长期趋势分析和大量数据挖掘
功能。另有可选模块可按需扩展诊断功
能。在服务器内或通过 OnCare.Health 
ACIDA 客户端，可进行数据采集，从而
能够建立起一个对分布式信号输入点数
量无限制的灵活监测网络。

OnCare.Health ACIDA 客户端
OnCare.Health ACIDA 客户端可通过
增加信号输入通道或计算力的方式扩
展服务器性能，以此满足监测需求。

OnCare.Health ACIDA 客户端采用 19
英寸工业 PC 硬件和微软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操作系统。

OnCare.Health ACIDA 箱式工控机
OnCare.Health ACIDA 箱式工控机是针
对精简、独立型应用的完美解决方案，
如对齿轮箱的振动监测等。通道数量，
通常为 8、16 或 32 个，完全取决于现
有计算能力。硬件平台为工业型标准紧
凑箱式工控机，装有运行微软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操作系统的移动处理
器。设备采用墙面安装紧凑型外壳，包
含供电、信号调节和模拟至数字信号转
换功能。画面显示则需要与电脑连接实
现，即现场与 PC 或笔记本连接。设备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警告和报告。

OnCare.Health ACIDA 移动设备
移动版本的 OnCare.Health ACIDA 性能
与箱式工控机相当，只是增加了可便携
性和画面显示功能。系统采用符合 IATA
标准的牢固铝制手提箱。PC 硬件则是

使用 USB 2.0 连接线与数据采集组件相
连接的标准笔记本。

信号调节
可选项包括： 电隔离； 抗混叠滤波器；
低通、带通和高通滤波器或包络分析；
脉冲计数； IEPE 传感器电源（即，加速
度仪、热电偶或 PT 100 输入模块）。

模拟至数字转换
可选项包括： 16、32、64、128 个可
扩展输入通道、差分或单端信号输入、
12、16 或 24 位解析、高达 1.25 MHz
的采样率。

硬件可选项
Streamer 备份； RAID 硬盘阵列； 冗余
或不间断电源（UPS）； 偏好的 PC 供
应商；无风扇箱式工控机；防潮防撞击
笔记本；外壳尺寸、材质（不锈钢）和
颜色；线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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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独立或联网应用领域的紧凑型 
O.M.M. 工控机

报告生成输出内容及频率分析示例

软件

EventVIEWER
基本软件
该软件是每个 OnCare.Health ACIDA 套
装的标配软件，主要提供测量工具和虚
拟示波器，并能够在线或离线生成时域
和频域分析图。

LC 模块载荷集合
通过水平交叉计数法（LCC）、水平持续
计数法（LPC）、滞后计数法（HCM- 雨
流计数法），进行在线和离线分类、累计
和剩余寿命分析。

CHALG 模块通道算法
代数通道计算； 轨道图； 坎贝尔分析；
峰值搜索；梯度搜索；峰值保持。

软件可选项
MORC——旋转部件监测
静态或动态频带的在线或离线监测。输
出运动频率、共振、谐波或次同步频率
的趋势曲线。可按时间绘制趋势图，也
可绘制与另一种记录参数，如荷载的对
比趋势图。参数趋势分析是该软件的独
有功能，能够实现交叉相关分析和振动
激发根源分析。 

定制的报告生成器模块能够开展定期诊
断并自动生成报告。

OnCare.Health ACIDA终端用户能够显
著提升效率、大幅节省时间。Telegram 
服务器将 OnCare.Health ACIDA 与终
端用户的生产过程主机相连接，从而使
数据库能够存档所有与过程数据相关的
记录，以此实现大范围的过程数据采
集。数据库可选择从标准 2 GB 受限数
据库升级至最大容量 MS SQL 服务器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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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ens.Torque
提供非标准监测解决方案是 OnCare.Health ACIDA 的一大独特优势。
此类应用领域通常需要市面上没有的传感器和仪器。为解决这些挑战，
我们努力研发，提供了多种多样的传感器解决方案。在大多数情形下，
我们的传感器和仪器产品均为定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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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ens.Torque 传感器专为承受高度至
极高扭矩负荷的重工型驱动系统这类工
业应用而设计，可永久安装使用。传感
器安装于既有的传动轴上即可，因此无
需更改传动系统。

OnSens.Torque 传感器基于应变测量
技术，可测量与轴扭力成正比的扭矩。
而所采用的遥测系统则确保了无接触

操作。传感器设计、密封系统和安装
技术会根据具体应用领域而单独选择。
OnSens.Torque 擅长为大型至极大型传
动轴以及最严酷操作环境——诸如辊轧
机、船舶螺旋桨轴、滚压机或采矿行业
所使用的牵引机等——提供传感器技术。
传感器由 OnSens.Torque 专家在厂家车
间或作业现场安装启用。

1 大型驱动轴扭矩测量

2 船舶螺旋桨扭矩测量

3 造纸机扭矩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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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我们的目标是：
确保您的设备按照您的期望运转——
可靠、高效、盈利

通过其诊断服务，可实现对机器的基于
状态的维修，这是所有维修策略中最有
效的维修方式。例如，我们对涡轮机械
的健康检查服务能够被纳入客户的维护
计划之中。我们专家们的专业知识可确
保故障在初期阶段即可被发现，在灾难
型故障或间接损害发生之前即可采取矫

正维修措施。运转监测和故障排除——
尤其针对大型机器和工厂。我们的优势
在于：通过在线多通道高采样率数据采
集，为大型监测任务提供机器诊断和过
程分析服务。我们分析扭矩、力、振动、
温度和结构应力；各种不利条件，均能
应付自如——无论在陆地或是海洋。

我们的服务——
您企业运营的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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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不利条件，
均能应付自如——
无论在陆地或是海洋。

健康检查
针对涡轮机械和液力传动系统。
• 运转过程中对整个传动系统开展振动
测量和分析

• 液力传动组件状态诊断
• 机械部件和仪器目测检查

振动诊断
用于早期故障预测和矫正措施。
• 滚柱轴承状态监测和齿轮箱诊断
• 共振分析
• 模态分析
• 机座和底基评估
• 原位多平面平衡
• 激光和光学几何对中

扭矩和扭力测量
• 对旋转设备开展非接触式扭矩测量，
尤其适用于重型驱动轴

• 测量高弹性联轴器的扭转角
• 针对旋转设备信号传输采用遥测解决
方案

• 测量旋转设备的隐形负荷，即弯曲力
矩或轴向力

结构分析
• 通过应变测量，测量所有类型的机械
参数，如应力、压力、力或扭矩

• 轧机外壳、机座、上层构造和框架的
变形分析

• 疲劳和剩余寿命评估

工程
• 有限元分析（FEM）
• 扭转仿真
• 多体仿真

远程服务
针对装有在线检测系统的机器。
• 远程访问诊断
• 在线系统维护
• 常规报告服务

流程解决方案
• 辊轧机工艺优化
• 流程 - 机器交互评估
• 新部件调试或流程升级过程中的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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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th Group
St. Poeltener Str. 43
89522 Heidenheim, Germany

Contact:
Phone +86 512 5799 3925
Contact.DigitalSolutionsCN@voith.com
www.voit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