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EM 服务公司

NEAC

压缩机服务

Don‘t forget:

Call the

Experts!





主营业务
Passion for Details and Procedures

NEAC压缩机服务 --- 全球最大的OEM服
务公司之一 --- 一直将这个使命铭记于心。
客户乐于接受工艺气体压缩机和无油空气
压缩机定制原厂服务。

全方位的专业知识使NEAC成
为新机器和现有系统服务提供
支持的重要合作伙伴。秉承客
户至上的原则，无论再小、再
复杂、再艰巨的任务都会以同
样认真的态度对待。

与其他公司不同，NEAC提
供的不仅仅是服务。得益于
全球专家网络和来自内部
核心工程部专家团队的支
持，NEAC拥有最先进的技
术经验。NEAC提供的众多
诊断和技术方案为压缩机系
统操作员提供了附加值！

* 安装及后续的调试

* 服务

* 维护

* 维修

* 备件的采购



OEM服务供应商
诺曼艾索集团拥有大量往复式压缩机生产
线的生产许可证。此外，Siemens和Peter 
Brotherhood也与NEA有密切合作。

原始制造图纸

最新零备件列表

原始订单部件图纸

和在此基础上的技术和物流专家

正因如此，NEAC拥有：

对于每一项新要求，经验丰富的
NEAC工程师都会准确地评估维修或
更换备件是否是更明智的经济的解决
方案。为了避免更长的停机时间（包
括在紧急情况下），NEAC的员工全
天候待命。如果需要，可以立即修复
或提供相应的部件。

NEA集团的3个最先进生产制造加工中心

原始文件和图纸的使用

协调备件、 维修和服务电话

由工程指定专家组成的维修协调中心(RCC)

. 因此，NEAC可以在变更管理范围
内保留原始规范，并保证不间断的文
档，这样可以避免了更短的维修或维
护间隔，并防止意外损坏和维修。

由此可以帮助到：



知识
自40多年前获得的第一个许可证以来，NEA不仅获得了许多其他许
可证，而且积累了广泛的专业知识。NEAC的专家均来自该公司本
身，这保证了经验和专业知识可以在内部得到共享。归根结底，
NEAC压缩机服务秉承技术传统，始终同步发展，迈向未来。
今天，有效的工作标准和装配经验是由几十年的经验积累的。此
外，NEAC的技术和并行的商业路线使其运行模式非常独特。
全球联网的数据系统确保NEAC专家始终能很好地了解全球的所有状
态。这造就了NEAC和它的员工今天的样子：

具备所有专业解决方案的高素质专家!



诊断
NEAC团队的工程师和技术

人员擅长于：

* 技术研究

* 状态在线监测

* 诊断

* 2D和3D的激光测量装置

* 有针对性的故障排除

* 根本原因失效分析

 使用NEA OEM专有技术，对维护概念进行单独调整，
以满足所有操作要求。目标是延长寿命周期，节约维护
成本，优化生产。
对核心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状态记录，状态比较和诊
断，可使压缩机运行时间更长，更可靠。



您希望减少维护成本和设备停机时间
吗？
如果是，阀和填料应定期检查、清洁、
机械检修，并配备新的优质内部零件。
当然，如果需要，每个步骤都可以被记
录和认证。

优势
NEAC检修过的所有阀和填料的标准均有
OEM维修保证

丰富的经验和全面的服务知识，得益于我们拥
有众多的OEM授权。

对阀和填料的服务：

OEM元件

活塞环/ 导向环
占总计划外停机的10%。

活塞杆压力填料
占20%的非计划性停机

气阀
占总计划外停机的40%。

与风险相关的故障70%来源于：



状态管理
绩效改进

我们在资产可用
性和可靠性带来
的挑战中为我们
的客户提供支
持，为更确定的
计划维护和更高
的生产力奠定基
础。

我们是客户在可
用性和吞吐量方
面进行资产优化
的战略合作伙
伴，从而有可能
实现更高的盈利
能力

效率改善

基于 NEAC和
NEAX  OEM
技术的分析，有
助于提高产品质
量---提高产品组
件的耐用性

质量改进

通过我们的解决方
案，客户可以直接
获得我们的服务和
即时支持，这得益
于平稳的生产流
程。

快速服务交付

寄售库房

智能状态监测

状态管
理策略

诊断和决
策支持

维护

数据信息

工作标识 计划、调度、
工作执行

供应链管理

资产数据

工艺参数状态指标

维护程序

资产健康
分析

可用性

可靠性

高效率的工作投入

NEAC的首要目标

* 减少停机时间

* 降低备件和维护成本

* 避免损坏（尽早确定磨损限度）

* KPI跟踪和KPI状态变化



使用3D激光测量基础

和机器翻新服务

长寿命的往复式压缩机在行业内并不罕见。但是，在此
期间，压缩机基础可能会受到损害或结构强度下降：

通过压缩机的动态负载

润滑油渗入混凝土

不利的环境条件 类如：结冰，腐蚀，腐蚀性空
气/产品

地脚螺栓损坏，无法承重所承受的负荷达到极
限无法再延续使用

当进行全面修复时，通常需要从地基上吊起压缩
机，因此，准确的确定原始和新的安装数据是必不
可少的。最快，最准确和最可靠的方法是通过3D激
光测量。NEAC拥有自己的激光测量设备。在基础
翻新和机器维修时使用NEAC激光测量，精度可达
百分之一毫米。



工程研究，改造、

翻新和现代化

往复式压缩机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压缩机的要
求确实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因此，改造
和现代化措施必须符合需求和经济目标：

一般性能的改善

机器效率的提高

适应变化的工艺参数

系统组件的翻新或更新升级（如油路系统）

减少资源消耗

灵活智能的流量控制系统 （如BluePocket）

根据“德国健康与安全条例”第3
条规定，进行危害评估范围内，参
照机械指令和ATEX对改造进行审
查。为了重新投入使用，NEAC提
供了符合BETRSICHV第14条规
定的授权人员。

以前 之后

改造报价是基于技术研究，在这
过程中，对优化选项进行了检
查。这里，考虑了特定客户的需
求。此外，经过大修的压缩机交
货数量，性能和停机时间保证是
NEA压缩机的特点。



客户培训
NEAC 压缩机服务为NEA压缩机和其他
品牌压缩机提供培训。NEAC在德国总
部Übach-Palenberg有自己的培训中
心。同时，其他各个国家的培训也可以
在客户指定地点进行。NEAC在这里提
供了一个平台，让参与者可以公开的交
流他们的经验。

NEAC 客户培训旨在：

通用领域的工程师

机械工程和化工

负责设备维修与运行的执行员工

力学

系统操作员

此外，NEAC还提供定制化和
项目相关的培训，如果需要，
见我们的相关简报。

时间安排和登记表格见下：  

www.NEAC.net



安全
安全在NEAC压缩机服务过
程中始终被放到第一位。为
NEAC服务人员定期进行安全
培训和指导，确保最佳的工
作条件。此外，NEAC还通过
了ISO9001, SCC(P)和 BS 
OHSAS1800认证来提高自
己的安全防范意识。

认证

别忘了手套！

安全帽

防护眼镜

口罩 

专用劳保手套



NEAC在全球范围内共有
10个分公司，能随时随
地为客户提供压缩机服
务。无论是在中国，巴
西，俄罗斯还是印度，我
们训练有素的专家都会随
时为你服务！ 

Boarding Pass

Boarding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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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ONLY ONE BUSINESS: RECIPS

NEAC   
      NEA1830  TODAY   1A

SEAT
1ATHE OEM SERVICE COMPANY

NEAC目的地

NEAC全球

International Crowd



说明



24小时热线
德国: +49 171 425 85 95巴西: +55 (31) 99788 9599美国:+1 (713) 822 2926泰国: +66 (38) 923 711中国: +86 10 84464234

NEAC压缩机服

务联系方式
www.neac.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