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进创造效益
致NSK用户



NSK 

您忠实的合作伙伴

NSK 的 AIP 增值计划解决难题

作为一家企业，我们长期致力于在改进中提

高。通过      AIP，我们可以帮助您改进您的机械 

设备，从而节约成本、提高生产能力，让您

即刻增效，并能长期获益。

这是我们对您的承诺。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正在启动一个名为 

AIP 的增值计划项目。我们相信，通过合作， 

可以助力您的业务更上一层楼。

优化机器，为您的业务增值

作为世界领先的轴承、精密机械零部件和转向系统的制造商之一，NSK的生产基地、销售网

点、研发中心遍布世界各地，为您就近提供快速决策、及时供货、完善服务，满足您的需求。

轴承是工业生产的粮食，无论机械转动还是保持生产线的

运行都离不开它。不幸的是，纯粹基于价格的采购决策往

往会忽视轴承的重要性。实际上，轴承的单位成本在其整

个生命周期中仅占 15％，另外 85％ 的成本在于频繁

更换、由于选型和操作不合适导致的故障、低效产品导

致的高能源消耗、以及因停机而导致的生产损失。

对于全世界的工程师、项目经理、专业采购人员来说，这

些都是令人头痛的问题。 

通过明确和引进最佳的轴承解决方案，您完全可以减少或

消除这些问题。 随着机械设备的日益复杂，最佳方案的抉

择成为了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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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量化您将实现的改进和节省效果

AIP已在 NSK 集团的部分企业中运营多年，成为他们产品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同时，它也已被证明可以在全球各种行业领域中取得成果。这是一个强大而实用的

计划，功能不仅限于轴承的供应，还包括持续改进的工作循环体系——AIP 价值循

环。作为承诺的一部分，我们最近通过包括状态监测等附加服务，增强了 AIP 的效

果，为您提供更多附加价值。

AIP 将 NSK 在轴承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您所具有的深入洞察力相结合，是一款为您量身定制的、真正有效的 
协作工具。它可以量化您将在成本节约方面所获得的好处，而不是模糊的承诺。我们重视性能、生产能
力和维护成本方面的改进，希望以此帮助您节省时间和金钱，保持竞争优势。

AIP 

见证改进创造效益

与您携手优化设备

我们的 AIP 增值计划基于一个简单的道理：“改进创造效益”。通过在

整个    AIP     价值循环中与您合作，我们将帮助您改进机器性能、可靠性、以 

及生产效率，真实的数据将让您看到由此而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收益增长。 

我们有工具来证明它！

改进创造效益！

第 1 步 - 评估: 

现场拜访，收集数据，了解客户所面临的困难。

第 2 步 - 建议: 

充分利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为客户创建解决方案，

提供成本节省的预测。

第 3 步 - 实施: 

根据客户的需求，可以协助安装和测试推荐的解决方案，

也可以进一步优化、改进操作步骤。

第 4 步 - 验证: 

监控效果以确保达到预期的结果。 

第 5 步 - 扩展: 

整理数据，分享经验，并将服务扩展应用到新的业务。

AIP 服务

调查

› 库存

› 现场工况

› 轴承操作流程

› 轴承使用效果

监测

› 轴承状态分析

› 轴承失效分析

› 润滑分析

› 材料分析

选型

› 行业使用经验

› 设备设计支持

› OEM 型号改善

› 计算及校核 

培训

› 产品培训

› 轴承的应用

› AIP 培训

› 行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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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成功的端到端服务

通过全球范围内技术娴熟和被充分授权的经销商网

络，AIP 能够提供完整的端到端服务 - 从装配和培

训到持续的售后支持；能基于轴承实际运转的最佳

效果，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并帮助您提高设备和操

作的性能。无论您的需求是专业的还是复杂的，它

都能量身定制流程，可确保您在充满挑战和竞争的

市场中取得成功并茁壮成长。

提高效率、有效性和可靠性

AIP 优化了轴承的性能和使用寿命，显著提高了

机器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环境合规性。短期来看，

可以减少停机时间及停机所造成的风险和损失，长

远来看，节省了维护及更换的成本，增加了效益。

生产效率最大化

通过减少故障和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确保您

能够高效、经济地满足客户的交货要求。 

在 AIP 的引领下全面改进

增强安全性

通过提高轴承在设备上的匹配性，AIP 可有效降低因轴

承故障导致的意外和危险的发生，进而增强了您的投资项

目和员工生命的安全性。 

提高技术人员专业度

AIP 价值循环依赖于长期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一次性的交

易。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经销商将始终与您保持联系，

提供定制培训，以提高您的维护、采购和营销人员的工作

能力。 

优化库存，释放营运资金 

随着对您业务需求的深入了解，专业的    NSK   经销商能 

够帮助您优化库存管理，确保关键备件的“现货”安全存

货量， 从而释放营运资金，提升资金流转性。

附带的增值效果 

与单一供应商进行合作，对品牌整合、简化采购、 

简化物流、和减少库存报废的风险等方面， 

都将有很大的帮助。

降低总体成本

轴承的失效将导致高额的寿命成本，包括能耗、停机时

间、产能损失和维护费用。 使用 AIP，投资回报大大超过

轴承的初始采购成本，降低了轴承生命周期的总体成本。

改进创造效益



 减 少 停 机 时 间

优 化 资 源

提 高 能 力

挑战 - 水循环泵

一家大型能源生产商的水循环离

心泵经常发生故障。

评估

我们与当地经销商合作进行了调查，发现故障

是由泵轴承的润滑问题引起的。

旧方案
NSK 

新方案

轴承成本 ￥15,500 ￥4,800

油脂 ￥17,000 ￥0

维护 ￥72,000 ￥0

停机 ￥190,000 ￥0

总计 ￥294,500 ￥4,800

扩展

客户对结果非常满意，要求我们对他们工厂的其他部分也进

行评估，期望在整个运营过程中提高收益。 

新方案的主要特点 

›  超洁净钢可延长轴承寿命高达 80％

›  超高精度磨削滚道改善了润滑剂的分布和寿命

›  获得专利的密封件可防止润滑剂污染

›  保持架结构确保润滑剂的均匀分布

AIP 成功案例

建议

我们提出了使用 NSK DDU 密封深沟球轴承和耐高

温润滑脂的解决方案。

实施

我们根据优化方案对三台泵进行了为期 

6 个月的试验。期间，泵的运转零故

障，于是该方案被全面推广实施。.

验证

更改为 NSK 新方案后的一年中，再无 

出现过故障，从而降低了采购和维护成

本。



减少停机时间

改进，适应，提高   

我们始终致力于价值提升的探索，不断努

力开发和改进产品和服务，以确保为您提

供 NSK 最新且先进的解决方案。

使用 AIP，早改进早获益

对您的长期承诺

我们所关注的并不只是快速解决的方案和

立竿见影的获益，而是为了实现长期效益

的渐进且可持续的改进。

持续改进永无止境

我们的重点是改进。这是一个核心理念，

被融入我们的愿景和企业价值观。只有持

续全面改进，我们才能共同成长，更强

大、更健康地迎接明天的挑战。

AIP 紧扣我们的运营理念，定义了整体的改进方法， 

是我们承诺努力与您建立有益合作伙伴关系的具体

体现。轴承改进一小步，将使您的业务前进一大

步，而 AIP 则是改进设备、生产能力、人员和财务

绩效的理想工具。 它专注于您的业务目标，将助力

您创造一个更璀璨且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这就是

它如此重要的原因。 

更璀璨的未来

持续改进永无止境

作为一家企业，我们正在努力使我们工作的每一天、每一个地方、每一件事都能有所进步。

我们承诺：我们的改进是全面的，共赢的，和持续的。

协作 

通过我们与经销商及其客户的

合作，深入了解终端用户的困

境和目标。合作共赢的伙伴关

系是我们理念的关键部分。

持续

改进是没有终点的旅程，永

无止境。我们探索改进支

持方式的脚步，也将永不停

歇。

全面

我们希望进行全方位的改进，从产

品质量、AIP 计划、到我们对行业

终端用户及其员工培养的支持方式

等。

AIP 是一种经过验证的实用工具，

可以实现真正的成本节约和性能

改进，适用于各种领域。请立即

联系我们吧，早改进，早获益！

改进创造效益！



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nsk.com.cn

www.nsk.com.cn/services/aip/

为了保证内容准确，在宣传册编制过程中已经细心校对，但是，如万一仍出现

错漏之处， 并使您因此而有所损失，恕不负责。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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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总部

江苏省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

恩斯克路8号

电话：0512-57963000

传真：0512-57963300

北京市东三环北路5号

北京发展大厦1906室

电话：010-65908161

传真：010-65908166

北京分公司

天津市南京路183号

世纪都会商厦46层4604室

电话：022-83195030

传真：022-83195033

天津分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珠江东路28号

越秀金融大厦1011-16室

电话：020-38177800

传真：020-37864501

广州分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3299号

长春宏汇国际广场902室

电话：0431-88988682

传真：0431-88988670

长春分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中路26号

远雄国际广场802室

电话：0532-55683877

传真：0532-55683876

青岛分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万达广场

5A写字楼18层1810室

电话：0591-83801030

传真：0591-83801225

福州分公司

河南省洛阳市凯旋西路88号

华阳广场国际大饭店955室

电话：0379-60696188

传真：0379-60696180

洛阳分公司

重庆市科园四路288号

雅诗特酒店商务楼612室

电话：023-68065310

传真：023-68065292

重庆分公司

香港尖沙咀广东道17-19号

环球金融中心南座7楼705室

电话：00852-27399933

传真：00852-27399323

日本精工（香港）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科华北路62号

力宝大厦1栋11楼17号

电话：028-85283680

传真：028-85283690

成都分公司

 

恩斯克投资有限公司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路136号

希望大厦1805号

电话：0411-88008168

传真：0411-88008160

大连分公司

沈阳分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经济开发区

十五号街7号

电话：024-23342868

传真：024-23342058

南京分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汉中路89号

金鹰国际商城22层A1座

电话：025-84726671

传真：025-84726687

长沙分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湘江中路二段36号

华远国际中心3209室

电话：0731-85713100

传真：0731-85713255

武汉分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云彩路198号

泛海城市广场一期写字楼1512室    

电话：027-85569630

传真：027-85569615

西安分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南关正街88号

长安国际中心B座1007室

电话：029-87651896

传真：029-87651895

深圳代表处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南路2008号

嘉里中心624-626室

电话：0755-25904886

传真：0755-259048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