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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標準符合聲明

安全建議
錯誤使用軸承夾緊器可能構成安全潛在風險，使用前請先詳細閱讀以
下安全建議：

只有合資格人士方可使用（合資格人士為合乎當地法例使用者）

使用時應跟隨操作說明書的指示

此軸承夾緊器只適用於夾緊不可分離的軸承，不適用於夾緊其它
任何工件

使用前請先檢查軸承夾緊器有否損壞，切勿使用損壞的夾緊器

檢查需夾緊的軸承的重量，切勿使用此夾緊器起吊重量超過 500kg
（1100 磅）的軸承

使用軸承夾緊器時必須配戴安全裝備（例如安全鞋及安全帽）

使用者只可使用此軸承夾緊器夾緊軸承並吊起至所需的高度，軸
承起吊操作（轉動軸承的方向）必須盡量在離地面越低的位置進
行

切勿使用夾緊器把軸承移至腳部的上方，避免任何類同意外發生

切勿使用其他負重少於 500kg（1100 磅）的配件（如吊索）與此
軸承夾緊器一併使用

切勿使用鏈條吊起此軸承夾緊器

切勿改裝軸承夾緊器

軸承夾緊器必須跟據當地法例規定進行定期檢查，如有任何非正
確使用此軸承夾緊器的情況，請與您的 simatec 經銷商聯繫
軸承夾緊器絕不能夾緊起吊外圈含油的軸承，使用夾緊器起吊外圈含
油的軸承時可能會鬆脫滑出，因此在使用夾緊器前，軸承的外圈必須
使用溶劑或清潔劑徹底清潔。

軸承夾緊器使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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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術參數
產品描述

2.3 應用
軸承夾緊器是為以一個安全正確的方式起吊一系列的大型軸承而設計
的。大規格或較重的軸承都較困難移動，使用起吊工具儀器可減低發
生意外或損壞軸承的風險。軸承夾緊器利用鋼帶及兩端的把手夾緊軸
承的外圈，可以調校夾緊器以適合夾緊不同大小的軸承。

描述

BHT 300-500
軸承夾緊器

BHT 500-700
軸承夾緊器

重量

6.3 kg

6.3 kg

軸承外徑

300 ~ 500 mm

500 ~ 700 mm

最大起重重量

500 kg
500 kg
標 準 規 範 DIN EN 標 準 規 範 DIN EN

安全認證

13155:2007
13155:2007
切勿自行更換其它鋼帶（較長或較短）以配合軸承的外徑，任何有關
軸承夾緊器的改裝，恕不負責。

軸承的最大起吊重量不可超過 500 kg
（1000 磅）！外圈的形狀必須為正圓柱
形，只有不可分離的軸承方可使用此軸承

2. 描述
2.1 產品內容
 軸承夾緊器（把手及鋼帶各兩個）
 內圈支架兩個
 安全手套
 吊索兩條
 使用說明書

夾緊器，軸承的最小外徑必須為 60 mm。
3.2 使用前準備
3.2.1 安全檢查
所有安全標籤必須清楚標示。使用前，請
先檢查鋼帶是否有損壞、破裂、折曲、過
度磨損或生鏽！使用前，鋼帶必須延長至
它們的最長長度，並徹底清潔。
注意！
鋼帶必須徹底清潔及確保不含任何潤滑油。

2.2 各類組件
A. 鋁製把手
B. 鋼帶
C. 旋轉把手
D. 內圈支架
E. 象形圖標籤

軸承夾緊器使用說明書

3. 操作說明
3.1 軸承種類
標籤（圖片）標示所夾緊及起吊的軸承的
外徑（D）和最大重量（M）：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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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兩端的把手平均地扭緊鋼帶，檢查鋼
帶是否已抓緊軸承，使用扭力把手再次扭
緊至 14~20 Nm，或使用 30 cm 長的板手
施 5 kg（11 磅）的力度扭緊。

3.2.2 清潔程序
軸承外圈必須保持潔淨，使用軸承夾緊器
前需使用溶劑或清潔劑把軸承外圈徹底清
潔。
注意！
軸承夾緊器絕不能使用起吊外圈含油的
軸承，起吊含油的軸承可能會鬆脫滑出，
因此在使用夾緊器前，軸承的外圈必須使
用溶劑或清潔劑徹底清潔。

一些軸承的內圈必須鎖緊，以避免軸承的
內圈自行轉動。把內圈支架鬆開，置於軸
承內圈正確位置並扭緊支架。
內圈支架必須夾緊軸承的兩邊，請確保內
圈支架夾緊的位置並非軸承的內孔或軸承
的滾珠位置。如內圈支架夾緊的位置不正
確，可能會損壞軸承或安裝軸承較為困難。

3.2.3 夾緊器損壞後的做法
如發現鋼帶或把手受損，夾緊器必須退回工廠進行維修。
注意！
損壞的軸承夾緊器絕不能繼續使用！
3.3 操作使用
使用時，把鋼帶夾緊軸承的外圈，鋼帶必
須置於軸承外圈的正中央位置。

軸承夾緊器使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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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起吊軸承時需同時起吊軸承夾緊器
和軸承，兩條吊索必須同時扣緊軸承夾緊
器的把手和起重機吊鉤，切勿使用鎖鏈起
吊，使用鎖鏈可能損壞軸承夾緊器的把手。

3.4 與軸承加熱器一併使用
軸承夾緊器可與電感應軸承加熱器一併安
全使用。由於熱力可能經夾緊器傳導到軸
承外圈，使用前，請先檢查內圈支架並無
緊貼軸承內圈。使用電感應加熱器把軸承
加熱至最高 160℃，軸承夾緊器仍可安全
地一併使用。
在電感應加熱器中起吊軸承前，必須再檢
查軸承夾緊器是否已安全夾緊軸承，使用
扭力板手施 14~20 Nm 的扭力扭緊夾緊

吊索的長度（L）最小為軸承直徑的 1.5
倍。

器。如需夾緊加熱至 160℃以上的軸承，
請與 simatec 聯繫。
4. 定期認證及維護
4.1 認證
軸承夾緊器必須跟據當地安全法例要求定
期進行認證檢查及維護，每年最少進行檢
查認證一次。軸承夾緊器的標籤顯示產品
的生產日期及序號，序號的頭四位數字顯
示產品生產的年份及週期，例如：0725
代表軸承夾緊器是在 2007 年的第 25 週生
產的。檢查認證日期、使用者名稱及職位
必須按照當地法例進行紀錄及保存。

把手也用作轉動軸承由水平方向轉為垂直
方向的中心主軸。
軸承可輕鬆安裝到軸中，當軸承成功安裝
到軸中後，軸承夾緊器即可安全拆下。
注意！
為避免軸承鬆脫墮下，建議加上另一條吊
索（長度 2.5 米）
。當軸承起吊時，任何人
絕不可站在軸承底下，請保持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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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維護
為避免過度磨損，軸承夾緊器需每六個月
進行潤滑一次。使用油脂（多用途油脂
NLGI 2）潤滑鋼帶與把手之間的位置。
5. 認證 / 證書
軸承夾緊器經德國TÜV Product Service
GmbH安全測試及認證，測試跟據VBG
9a:1993「起重作業懸掛裝置」的安全規
定，軸承夾緊器的設計合乎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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