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CHLASER 是一个具有创新技术的公司。我们提供各种的激光对轴仪，针对不同尺寸的工业设备的振动诊断。我们的产品只
要用于一些轴承企业设备，如发动机，发动机，涡轮机，泵，齿轮箱，压缩机，风机等。主要领域：机械工程业，制造业，运
输业，燃料和能源领域（热电厂，核电站，石油和天然气加工），采掘业，公用事业，造船业等。

我们提供的产品：
易于安装和工业设备检验，;快捷和高品质的轴对中;减少通过降低能耗成本;减少磨损机制，增加维修之间的时间间隔;防止停
机;提高产品质量

RUSSIA, 196655, St. Petersburg, Kolpino, Severnaya street, Build. 14-A, llc  “TechLaser”.
phone: +7(812)2439298, E-mail: info@techlaser.ru

TECHLASER AXIS - 激光轴对中系统用于自动检验旋转电机和机车列队的轴对准。

TECHLASER AXIS - 激光轴对中系统用于自动检验旋转电机和机车列队的轴对准。

  «TECHLASER» 公司拥有自己的生产和计量基地，以及高技能的工程技术人员。这使得我们可以是独立的，良好的环境下，
更快，更新的技术持续发展。

自动 制
转电机轴对 光 统。

HTTP://TECHLASER.RU

INFO@TECHLASER.RU 

轴对中 滑轮对齐 振动传感器



该设备可以让你看到掰开的平行偏移架，如以及总
的角度和平行偏移

使用上下文菜单导航很容易让你调整对齐过程中，
以控制装置，以使用“帮助”等等

公差活动表可以直观地评估旋转特定频率及状态

该设备适应于在机器的实际位置：它可以自动适应
垂直和水平的机器，可以切换的移动和静止的机器

当机器运作的时候，发热或者上润
滑油的的时候等情况，对中会出现
问题，仪器会帮助做出补偿，使在
任何情况下，轴都能对中！

 TECHLASER VMU-14 是世界上最紧凑的无线
振动传感器。
TECHLASER AXIS配有振动传感器可以让你轻松快速
地评估任何生产设备的技术状态。这使得可以确定是
否需要进行校准，以评估已完成对准的质量，实时测
量振动的水平和分析振动信号的时间和频谱。
振动传感器 TECHLASER VMU-14 使用的通信标准的
蓝牙接口，它允许使用它与任何设备兼容。为了便于安
装在振动传感器的机构还设置有一个磁支架。

TECHLASER VMU-14
震动传感器

14VMU TECHLASER VMU-14

TECHLASER BAT
传动带对其工具

TECHLASER BAT

 TECHLASER BAT 允许调节皮带轮具有精度高，这大大增
加了机器工作的效率，并增加了其使用寿命。激光头容易且可
靠地固定在滑轮。过程并不困难，也不需要特殊技能：动滑轮
在相反的规模应对准激光线与标记头即可。
 TECHLASER BAT允许定心滑轮具有最小直径为70毫米，
最大直径没有限制。之间的距离
定心滑轮10m以下。

TECHLASER 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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