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80047847.6

(22)申请日 2019.07.18

(30)优先权数据

18184308.7 2018.07.18 EP

(85)PCT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日

2021.01.18

(86)PCT国际申请的申请数据

PCT/ES2019/070504 2019.07.18

(87)PCT国际申请的公布数据

WO2020/016475 ES 2020.01.23

(71)申请人 尼克奥地利有限公司

地址 奥地利斯太尔市4407城市庄园C4

    申请人 费萨革新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克劳斯·格里森伯格　

托马斯·威茨勒　圭多·费兹迈尔　

大卫·海德　马提亚·霍尔泽　

巩特尔·魏德霍兹　凯文·卡斯帕　

塞尔吉奥·桑托·多明戈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中济纬天专利代理有限

公司 11429

代理人 张小琴

(51)Int.Cl.

F16C 19/52(2006.01)

F16C 41/00(2006.01)

 

(54)发明名称

轴承监测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轴承监测系统，优选地用于

具有第一轴承圈和第二轴承圈的滚子轴承，第一

轴承圈和第二轴承圈相对于彼此可旋转地布置，

轴承监测系统具有：至少一个传感器元件，传感

器元件具有用于非接触检测轴承状态的一个或

者多个传感器；具有用于传输信号的至少一个传

输器；以及用于向传感器元件和传输器供给电能

的供电单元，所述至少一个传感器元件连接到所

述传输器并且布置在载体元件上，所述载体元件

通过适配器固定在所述轴承上。这提供了一种轴

承监测系统，其能够实现简单以及成本有效的安

装，还能够加装于几乎任何类型的轴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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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轴承监测系统，优选用于具有彼此相对旋转布置的第一轴承圈和第二轴承圈的

滚子轴承，所述轴承监测系统包括：至少一个传感器元件，所述传感器元件具有用于非接触

地检测轴承状态的一个或者多个传感器；用于传输信号的至少一个传输器；以及用于向所

述传感器元件和所述传输器供给电能的供电单元，其中至少一个所述传感器元件连接到所

述传输器，

其特征在于，

至少一个所述传感器元件布置在载体元件上，所述载体元件经由适配器紧固至所述轴

承，所述适配器形成为可拆卸地连接至所述轴承的适配器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轴承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至少一个传感器设置成用于检测

轴承温度、速度、负载、振动、湿度、运转时间、润滑剂状态等。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轴承监测系统，其中，所述适配器具有同心安装环，所述同

心安装环的直径大于、小于或者等于所述适配器环，并且经由腹板或者连接杆连接至所述

适配器，所述同心安装环能够固定地夹紧在所述第一轴承圈上。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的任一项所述的轴承监测系统，其中，所述适配器基本上具有

截锥体的形状。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的任一项所述的轴承监测系统，其中，所述适配器设计为布置

在所述轴承与所述载体元件之间的分离且独立的部件。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的任一项所述的轴承监测系统，其中，所述供电单元优选是发

电机和/或能量存储装置，布置在所述载体元件和/或所述适配器上。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中的任一项所述的轴承监测系统，其中，线圈元件布置在所述适

配器和/或所述载体元件上，用于产生电能的磁阻环可选地布置在所述轴承上。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中的任一项所述的轴承监测系统，其中，在所述适配器和/或所述

载体元件上设置有能量存储单元，所述能量存储单元优选是一个或者多个蓄能器、一个或

者多个电容器或者一个或者多个电池。

9.根据权利要求1至8中的任一项所述的轴承监测系统，其中，所述载体元件和/或所述

适配器形成为圆环段或者圆环。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9中的任一项所述的轴承监测系统，其中，所述适配器是磁性的。

11.根据权利要求1至10中的任一项所述的轴承监测系统，其中，所述载体元件与所述

适配器一体形成或者与所述适配器形成为组件。

12.根据权利要求1至11中的任一项所述的轴承监测系统，其中，所述适配器具有用于

接合在轴承凹槽中的保持夹，或者具有用于附接至轴承圈或者轴承壳体的第二同心环。

13.根据权利要求1至12中的任一项所述的轴承监测系统，其中，所述传输器设计为无

线传输器，优选地设计为无线电传输器，特别优选地设计为蓝牙传输器。

14.根据权利要求1至13中的任一项所述的轴承监测系统，其中，所述载体元件包括信

号处理单元和/或数据存储器。

15.根据权利要求1至14中的任一项所述的轴承监测系统，其中，还提供信号放大单元

或者中继单元，用于放大无线信号和/或将所述无线信号引入到有线总线系统中，所述有线

总线系统能够尤其附接至轴承壳体上。

16.根据权利要求1至15中的任一项所述的轴承监测系统，其中，具有另外布置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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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轴承圈或者第二轴承圈上的一个或者多个传感器。

17.一种用于加装至轴承的轴承监测套件，所述套件包括载体元件和适配器，其具有根

据权利要求1至16中的任一项所述的传感器元件、传输器和供电单元。

18.一种具有根据权利要求1至16中的任一项所述的轴承监测系统的轴承。

19.一种包括壳体和轴承的系统，所述轴承具有根据权利要求1至16中的任一项所述的

轴承监测系统，所述轴承定位于所述壳体内，传输器和/或接收器或者其天线定位于所述壳

体的外部。

20.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系统，其中，多个轴承被布置在所述系统中的所述轴承监测

系统共同地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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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监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轴承监测系统，其优选地用于具有第一轴承圈和第二轴承圈的滚

子轴承，所述第一轴承圈和第二轴承圈相对于彼此可旋转地布置，所述轴承监测系统具有

至少一个传感器元件、用于传输信号的至少一个传输器，以及用于向所述传感器元件和所

述传输器供给电能的供电单元。

背景技术

[0002] 从现有技术中已知轴承监测系统。

[0003] 例如，欧洲专利EP1292831B1示出了具有两排滚子元件的改进的轴承，其中传感器

位于第一排和第二排滚子元件之间。传感器单元由内圈承载，由传感器、微处理器、传输器

和电源组成。这里描述的设计是不利的，因为在用于传感器的排之间需要额外的空间。

[0004] 此外，在US2005/0141795A1中示出了轴承组件，其中磁场传感器和传输器位于轴

承密封件上。传感器和传输器受轴承密封件有限安装空间的限制，因此只能与足够大的滚

子轴承一起使用。另外，安装复杂且昂贵。在EP1203960A2中描述了类似的轴承组件。柔性的

传感器元件布置在轴承密封件上。

[0005] 在EP0594550A1中，传感器位于滚子轴承的轴承密封件内部。电流由位于轴承中的

发电机产生。当轴承不旋转时，将提供一个电池来供电。

[0006] US9453780B2公开了一种用于监测滚子轴承的运行状态的测量模块，所述模块包

括：能量收集装置，所述能量收集装置可操作以从第一轴承圈和第二轴承圈之间的相对运

动产生能量；以及至少一个变形传感器，所述变形传感器可操作为提供指示一个轴承圈的

表面区域的变形的变形信号。

[0007] US2018045748A1公开了一种用于滚子轴承和包括所述传感器的滚子轴承的传感

器装置，其中该传感器装置包括至少一个传感器，传感器配置为以固定且抵抗相对旋转的

方式连接至一个轴承座圈。至少一个信号传输器被配置为以固定且抵抗相对旋转的方式连

接到另一个轴承座圈。

[0008] WO2009116445A1公开了一种配备有旋转传感器的轴承，其中，将安装有传感器阵

列和输入输出线的电路板插入到树脂环的密封凹槽中，并且将输入输出线引向外部，传感

器阵列定位于密封凹槽处，并且密封凹槽适于为紧凑型的。

[0009] US2010172605A1公开了一种滚子轴承装置，其具有传感器系统，该传感器系统用

于产生与内圈相对于外圈的相对旋转有关的传感器信号。传感器系统以这样的方式实现，

即根据信号分接元件和与保持架式设备一起旋转的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收集传感器信

号。

[0010] US2012169166A1公开了一种轴承，其具有第一轴承圈、第二轴承圈和爪极发电机

型发电单元。

[0011] US2012020603A1公开了一种用于滚子轴承的滚动体，该滚动体包括从滚动体的端

面延伸的至少一个空腔、布置在所述空腔中的至少一个保持元件以及布置在所述空腔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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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一个传感器，传感器例如布置在保持元件中或者保持元件上。

[0012] US9664234B2公开了一种发电轴承组件，其包括集成到轴承中的发电子组件。

[0013] US2004108849A1公开了一种布置，其中转速传感器直接安装至轮轴承组件的外部

构件。

[0014] 使用所有这些模块的情况下，无法在现有轴承或者标准轴承上添加传感器系统。

必要的更改既是昂贵的又是技术复杂的。

发明内容

[0015] 本发明的任务是，尽可能地消除上述缺点以及实现简单且成本有效的组装，这对

于几乎任何类型的轴承也可以追溯地实现。此外，应该能够使用轴承的具有不同尺寸和/或

类型的标准化支撑元件。

[0016] 该任务通过具有独立权利要求特征的轴承监测系统、轴承监测套件和轴承来解

决。在从属权利要求中描述了本发明的有利实施例。

[0017] 本发明使得通过轴承监测系统易于对现有轴承进行加装，因为理想地不需要对现

有轴承进行修改或者仅对现有轴承进行最小的修改。但是，所提出的轴承监测系统也具有

用于新轴承的优点，因为这可以避免轴承结构可能的削弱，并且轴承本身的安装空间不会

受到影响或者仅略微受到影响，或者轴承监测系统所需的安装空间不受轴承的设计和/或

尺寸的限制。结果，也能够监测由于其有限的安装空间而通常很难监测的轴承类型，诸如滚

针轴承。轴承监测系统还适用于轴向轴承和除滚子轴承以外的其他类型的轴承。也可以使

用一个和相同的轴承监测系统来临时监测一个轴承，然后通过本发明的轴承监测系统将其

重新用于另一轴承。即，由于简单的组装而不会干预轴承本身，因此可以进行成本有效的多

次使用。本发明的轴承监测系统的维护、修理或者升级是可行的，而无需对轴承装置本身进

行大的干预。

[0018] 轴承监测系统，特别是用于具有相对于彼此可旋转地布置的第一轴承圈和第二轴

承圈的滚子轴承，具有：至少一个传感器元件，所述传感器元件包括用于非接触地检测轴承

状态的一个或者多个传感器；用于传输信号的至少一个传输器；以及用于为传感器元件和

传输器供给电能的供电单元，其中，至少一个传感器元件连接到所述传输器并且布置在载

体元件上，所述载体元件通过适配器连接到所述轴承。

[0019] 适配器可以设计为分离且独立的组件，并且布置在所述轴承和所述载体元件之

间。例如，适配器可以是固定的，即连接至固定的轴承圈或者轴承壳体，或者适配器是旋转

的，即与旋转的轴承圈一起运行。适配器也能够用于连接轴承的具有不同尺寸和/或类型的

标准化支撑元件，从而适配器可适应轴承侧的不同尺寸(例如直径)和尺寸。适配器可以具

有同心安装环，所述同心安装环的直径大于、小于或者等于适配器环，并且经由腹板或者连

接杆连接到适配器环，所述同心安装环可以通过夹紧被固定在第一轴承圈上。因此，适配器

可以基本上具有截锥体的形状，或者在直径相等的情况下可以具有柱体的形状。这对于非

对称的轴承设计也是特别有利的，在非对称的轴承设计中，必须根据轴承监测系统要连接

的一侧来考虑不同的连接尺寸。载体元件和/或适配器可以设计成圆环段或者圆环。适配器

可以像法兰一样附接至轴承本身或者轴承壳体。载体元件可以构造成平板、多边形环或者

圆环，呈一个或者多个部件。例如，如果存在安装障碍或者是小管道需要使用分离式载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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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则多部件式设计是理想的。载体元件可以由非导电材料制成，特别是纤维增强塑料或者

类似材料。由可能的多个传感器(例如速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负载传感器)检测到的信

号(可以通过采样功能依次检测到)可以由传输器转发到接收器，接收器例如定位于轴承壳

体的外部和/或远离轴承壳体。原始数据可以例如作为数字信号传输，由此模数转换既可以

在传感器本身上进行，也可以在之后进行。传感器和传输器都可以依靠供电单元来提供电

能，所述供电单元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地布置在载体元件上。

[0020] 本发明的轴承监测系统的另一有利的实施例提供的是，至少一个传感器可记录轴

承温度、速度、负载、振动、湿度、运转时间、润滑剂状态等。可以使用不同类型的非接触式传

感器，例如温度传感器、红外传感器、光学传感器、压电传感器、加速度计、磁场传感器等。

[0021] 本发明的轴承监测系统的另一个有利的实施例是，适配器被设计为能够可拆卸地

连接到轴承的适配器环。例如，适配器也可以是磁性的。另外，适配器可以通过额外的同心

布置环附接至轴承壳体，优选地螺接至轴承壳体，所述同心布置环经由腹板或者其他合适

的部件(类似于凸缘)连接至适配器环。另一实施例可以提供的是，适配器具有径向倾斜的

突出臂或者保持夹，用于接合在已经设置在轴承圈上的例如用于能够加装的密封环的轴承

凹槽中。在特殊情况下，在轴承圈上可能需要额外的凹槽或者缺口，以便为适配器臂提供支

撑点。

[0022] 根据本发明的轴承监测系统的另一有利实施例提供的是，供电单元特别是发电机

和/或能量存储单元，被布置在载体元件和/或适配器上。如果设计为发电机，则可以提供具

有线圈铁芯的线圈元件，这些线圈元件布置在载体元件和/或适配器上，例如与例如由压制

钢制成的磁保持架一起工作以产生磁阻。可以设置单独的磁阻环，所述磁阻环与轴一起旋

转，因此可以为没有磁保持架的轴承收集能量，或者除了磁保持架之外为轴承收集能量。磁

阻环可以由磁性材料制成，以及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几何设计：使得磁阻环和线圈之间的速

度差产生磁通量的变化，这进而在相对的线圈中感应出电压。除了发电机或者可替代地，可

以设置一个或者多个蓄能器，一个或者多个电容器或者一个或者多个电池作为能量存储单

元。这些可以集中或者分布在载体元件上。通过电缆连接到外部电源的变压器也可以用作

供电单元。

[0023] 本发明的轴承监测系统的另一有利实施例是，载体元件被设计为单件或者与适配

器一起设计为组件。这允许使用成本有效的制造工艺，例如，载体元件和适配器环可以被制

造为一个或者多个塑料部件，由此载体元件可以配备有传感器、供电单元和传输器，并且可

以具有盖件来防止损坏和潮湿。后者也可以例如通过简单地用合成树脂封装这些电子部件

来实现。

[0024] 此外，根据本发明的轴承监测系统的另一有利实施例提供的是，载体元件具有信

号处理单元和/或数据存储器。通过这种方式，传感器数据可以被处理并进行预评估，和/或

日志数据能够被记录。此外，可以对不同的监测例程进行编程和调用。这样的例程和/或相

应的测量值可以例如存储在非易失性存储器或者只读存储器中。存储器内容可以借助于传

输器来访问，传输器也可以被设计为传输器/接收器，例如被设计为有线或者无线传输器，

尤其是被设计为无线电传输器，特别优选地被设计为蓝牙传输器。相应的传输器和/或接收

器也可以被设计为用于远程通信的模块，特别是通过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LTE、G4、G5

等。以这种方式，能够增加本发明轴承监测系统的传输和/或接收范围。连接到传输器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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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器/接收器的天线和/或相应的信号放大器也可以设置在载体元件上。这意味着可以先

在一段时间内收集和存储一定量数据，然后仅在以后的时间点读取数据。这也将允许将相

应的程序指令存储在存储器中。可替代地，数据也可以实时传输。

[0025] 本发明的轴承监测系统的另一有利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信号放大单元或者中继

单元，以放大无线信号和/或将无线信号引入到有线总线系统中，该有线总线系统可以特别

地附接至轴承壳体。

[0026] 最后，根据本发明的轴承监测系统的另一有利的实施例提供的是，在第一或者第

二轴承圈上额外地布置一个或者多个传感器。这可用于将通过非接触式传感器难以记录的

数据(例如负载数据)直接记录在轴承圈上。

[0027] 另外，根据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加装至轴承的轴承监测套件，所述轴承监测套

件至少包括上述载体元件以及适配器，具有传感器元件、传输器和供电单元。其他的构件可

以如上所述的设计和布置。

[0028] 另外，根据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如上所述的轴承监测系统的轴承。轴承监测系统

可以预先组装在轴承上，由此额外的保持槽也可以附接至轴承本身。另外，如果出于其他原

因期望或者需要的，可以在轴承本身上安装额外的传感器。

[0029] 最后，可以提供一种系统，该系统包括轴承和壳体，该轴承定位于所述壳体的内

部，传输器和/或接收器或者其天线定位于所述壳体的外部。轴承监测系统可以包括用于传

输信号的装置，所述壳体被所述用于传输信号的装置从壳体的内部向外部贯穿，所述用于

传输信号的装置优选是插头(plug)，所述插头通过摩擦和/或粘合剂和/或螺纹(特别是封

闭螺钉)被保持在所述壳体中。以这种方式，信号可以经由中继信号通过该装置传输，对应

的无线电信号可以传输到壳体外部的接收器，反之亦然。这将允许增加传输器和接收器之

间的距离，而不会损失信号质量或者不会绕过电磁壳体屏蔽，这对于复杂的机器尤其有利。

这也是有利的，因为通常需要插头，特别是对于众所周知的机器需要螺纹式插头，因为它们

易于组装并且制造非常简单。这样，可以添加此类装置以将信号传递到任何普通机器，而无

需进行重大更改。插头允许贯穿入壳体而不会影响壳体的紧封性。这大大改善了所传输的

信号的质量。原始形式的止挡件或者螺帽是典型的机器排空装置。

附图说明

[0030] 在下文中，附图仅描述示例性有利实施例。附图示出：

[0031]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具有轴承监测系统的第一类型轴承的示意性分解图。

[0032] 图2是根据本发明的具有轴承监测系统的第二类型轴承的示意性分解图。

[0033] 图3是根据本发明的具有轴承监测系统的第三类型轴承的示意性分解图。

[0034] 图4是根据本发明的具有轴承监测系统的第四类型的轴承的示意性分解图。

[0035] 图5是根据本发明的具有线圈和保持架的适配器的示意图。

[0036] 图6是根据本发明的具有轴承监测系统的第五类型的轴承的示意性分解图。

[0037] 图7是根据本发明的载体元件的示意图。

[0038] 图8是根据本发明的具有环段形状的载体元件的适配器的示意图。

[0039] 图9是根据本发明的外圈的截面的示意性细节图。

[0040] 图10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具有轴承和轴承监测系统的壳体的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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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1] 在附图中，相同或者相似的部分用相同的附图标记来标记。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方

向指的是所示轴承的轴向和径向方向，或者指图纸平面中的方向。在技术上可行和可能的

范围内，可以将不同设计的各个特征添加到其他设计的特征中，或者与其他设计的特征互

换。这些变型由此被明确地包括在本发明中，即使不再对其进行详细描述。

[0042] 图1示出了具有根据本发明的轴承监测系统6的第一类型轴承1的示意性分解图，

其中未示出轴承壳体和轴。轴承1由第一座圈2和第二座圈3组成，在这种设计中，第一座圈2

是轴承的外座圈，第二座圈3是轴承1的内座圈。滚子元件4布置在第一座圈2和第二座圈3之

间。设计为球的滚子元件4由压制金属制成的保持架5保持。

[0043] 布置在载体环或者适配器环上的线圈(未示出)与磁性保持架之间的相互作用可

以用于能量收集的目的，即用于产生电能。磁性保持架相对于线圈旋转可改变线圈通过规

则突出的球座的通量，从而产生磁场，该磁场通过线圈转换为电能。通过添加磁阻环，可以

进一步增加能够产生的电能的量。

[0044] 适配器环8附接到第一座圈2。圆环形式的载体元件9安装在适配器环8上。

[0045] 为了将适配器环元件8固定到座圈2上，适配器环8具有夹紧装置10。夹紧装置10可

以包括根据图1的圆环形弹性边缘，该圆环形弹性边缘接合在座圈2上的现有凹槽中，该凹

槽起初是用来保持密封件的。

[0046] 为了容纳载体元件9，适配器环8具有端件11，该端件可以例如接合在设置于载体

环9上的狭槽7中。

[0047] 许多不同类型的轴承1可以加装成具有适配器环8和载体元件9。

[0048] 载体元件9承载信号处理器、传输器、一部分发电机系统和/或蓄能器以及数据存

储器和至少一个传感器。

[0049] 图2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具有轴承监测系统的第二类型轴承的分解示意图，其中柱

形滚子元件4由非磁性保持架5保持并隔开。在这种设计中，第一座圈2为外圈。

[0050] 夹紧装置10可以包括如图2所示的多个端件11，这些端件接合在座圈2上的相应凹

槽13中并固定在其中。

[0051] 为了容纳载体元件9，适配器环8还具有图2设计的端件11，端件11可以例如接合在

设置于载体环9上的狭槽7中。

[0052] 图3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具有轴承监测系统的第三类型轴承的示意性分解图。图3

示出了具有轴承监测系统6的深槽球轴承1，其具有从左到右示出的载体元件9(未示出电子

元件)以及带有线圈26的适配器环8和同心安装环27。所示的同心安装环27具有的直径大于

(在其他情况下小于)适配器环8，以及经由腹板连接到适配器环8，并且被夹紧和固定在外

圈即第一座圈2上，位于外圈的端面和周围部件之间，周围部件例如是壳体肩部、保持环等。

[0053] 另外，可以设置磁阻环12，在这种情况下，磁阻环不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这里，球

的钢板保持架5已经足以与线圈26结合而产生电能。所示的磁阻环12可以提高能量产量。磁

阻环12经由其内环固定到第二座圈3，例如通过将磁阻环12夹紧在第二座圈3与周围部件之

间，将其固定在第二座圈3上，周围部件例如是弹性挡圈。

[0054] 大多数物理轴承特性(例如速度、温度、振动、润滑剂状态等)已经可以通过载体元

件9上的传感器检测。可选地，传感器28也可以布置在第一滚道2上。该可选的传感器28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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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是用于负载测量的应变仪。

[0055] 图4示出了具有根据本发明的轴承监测系统6的第四类型的轴承1的示意性分解

图，此处为球形滚子轴承，其中未示出轴承壳体和轴。

[0056] 从左至右，仅示意性地示出了载体元件9(未示出其上的电子器件)，以及示出了具

有线圈26的适配器环8和同心紧固环27。同心安装环27的直径大于适配器环8的直径，以及

经由腹板连接到适配器环8，从而形成了截锥体的形状。将其夹紧在第一座圈2上，位于外圈

的端面和合适的周围部件之间，因此被固定。

[0057] 此外，提供了磁阻环12，其经由磁阻环的内环固定到第二座圈3。例如，磁阻环12被

夹紧在第二座圈3和弹性挡圈之间。

[0058] 大多数物理轴承性能已经可以通过安装在载体元件9上的非接触式传感器进行测

量。可选地，传感器28也可以布置在第一滚道2上。

[0059] 图5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具有线圈26和保持架子5的适配器8的示意图。原则上示

出了线圈26与磁钢板保持架的相互作用以产生能量。在线圈26和保持架5之间设置间隙，例

如大约为1mm，该间隙例如由于磁性保持架5相对于固定的适配器8沿箭头方向旋转的相对

运动而有规律地变化。这闭合了磁路并且在线圈26中感应出电压。在该示例中，线圈26的数

量是保持架中的球和保持架兜孔的数量的两倍。

[0060] 图6示出了具有根据本发明的轴承监测系统6的第四类型的轴承1的示意性分解

图，此处为球形滚子轴承，其中未示出轴承壳体和轴。

[0061] 从左至右，仅示意性地示出了载体元件9(未示出其上的电子器件)，并且示出了具

有线圈26的适配器环8和同心紧固环27。同心紧固环27的直径小于适配器环8的直径，并且

经由腹板连接到适配器环8，并且被夹紧在内圈即第二座圈3上，位于内圈的端面和周围部

件(例如弹性挡圈等)之间，因此被固定在轴承上。

[0062] 此外，可以设置磁阻环12以与线圈26结合产生的电能。磁阻环12以其外边缘固定

至第一座圈2，经由例如通过将磁阻环12夹紧在第一座圈2和周围部件(例如弹性挡圈)之

间。

[0063] 大多数物理轴承量(例如速度、温度、振动、润滑剂状态等)已经可以通过载体元件

9上的非接触式传感器检测。可选地，传感器28也可以布置在第二座圈3上。该可选的传感器

28例如可以是用于负载测量的应变仪。

[0064] 通常，可以在轴承圈上进行测量，轴承圈经由适配器环和载体环连接到传感器。如

果要在轴承的内圈和外圈上进行测量，则应在外圈和内圈上都使用适当的轴承监测系统。

于是可以将两个轴承监测系统(例如，图4中的轴承监测系统和图6中的轴承监测系统)放置

在相对的轴承侧，即，用于外圈的轴承监测系统在轴承的左侧，用于内圈的轴承监测系统在

轴承的右侧。

[0065] 图7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载体元件9的示意图。载体元件9承载信号处理器29、传输

器30、发电机系统的一部分(即具有线圈铁芯的线圈26)，以及数据存储器31和非接触式传

感器32。载体元件9通常被提供有或者装有一个未显示的盖，以保护电子元件和传感器免受

灰尘和湿气的影响。

[0066] 图8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具有载体元件9的环段形状的适配器环8的示意图。线圈

26可以布置在适配器8和磁阻环12之间。线圈以它们各自的铁芯附接到适配器8，并且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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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载体元件。载体元件9的这种设计可以例如在有限的安装空间或者非常大的直径下使

用。

[0067] 图9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外圈的截面的示意性细节图。该图示出了载体元件9经由

适配器8和布置在其上的夹紧装置10锚固在外圈2上的凹槽13中。

[0068] 图10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设计的具有轴承和轴承监测系统的壳体25的截面图。因

此，分别为轴设置多个轴承1，每个轴承1具有轴承监测系统。该系统可以是任何机器类型的

一部分。标记了轴承1的第一组14、第二组15和第三组16。中继信号装置安装在轴承1的组

14、15、16附近，以将信号从壳体25的内部传输到壳体25的外部。在轴承1的第一组14附近具

有连接器24，该连接器24是用于传输信号的装置或者是中继信号装置。另外，对应的连接器

24定位于第二组15附近，一个连接器24定位于第三组16附近。连接器24从壳体25的内部延

伸至壳体25的外部。

[0069] 每个连接器24包括布置在壳体25内部的第一段17。第一段17包括用于接收来自轴

承1的信号的器件。连接器24的第二段18被设计为固定段并且可以具有螺纹；能够通过压制

或者胶合实现将其可选地固定在壳体中。信号转发装置的第三段19包括用于将信号传输到

壳体25外部的接收器的传输器。连接器24的放大器部分20由放大器组成。该用于转发信号

的装置经由导线21连接到电源。为了接收来自外部的信号，每个连接器24包括具有第二接

收器的第四段22。该单元具有第五段16，第五段16被设计成用于将信号传输到壳体25内部

的传输器。此外，该装置具有额外段23，额外段23被设计成用于远程通信的模块。

[0070] 轴承监测系统中的传感器会测量信号，并且在轴承监测系统运行时将信号传输到

装置。这些装置从壳体25内部接收信号，将信号放大并发送到壳体25外部的接收器。

[0071] 参考标记

[0072] 1  轴承

[0073] 2  第一座圈

[0074] 3  第二座圈

[0075] 4  滚子元件

[0076] 5 保持架

[0077] 6  轴承监测系统

[0078] 7  狭槽

[0079] 8 适配器环

[0080] 9 载体元件

[0081] 10  夹紧装置

[0082] 11  端件

[0083] 12  磁阻环

[0084] 13 凹槽

[0085] 14  第一组

[0086] 15  第二组

[0087] 16  第三组

[0088] 17  第一段

[0089] 18  第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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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 19  第三段

[0091] 20  放大器部分

[0092] 21 导线

[0093] 22  第四段

[0094] 23 额外段

[0095] 24 连接器

[0096] 25 壳体

[0097] 26  线圈

[0098] 27 同心环

[0099] 28 可选传感器

[0100] 29  信号处理器

[0101] 30  传输器

[0102] 31 数据存储器

[0103] 32 非接触式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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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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