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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轴承解决方案

严苛的应用环境给轴承行业带来了形形色色的挑战，比如

高负荷、冲击载荷、高速、高温、杂质以及腐蚀，这些因

素都会给普通的标准轴承造成各种不良影响，因此需要我

们给予特殊的关注，并为其设计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

严苛应用环境中的增值表现

幸运的是，铁姆肯公司能为您提供全系列的高性能轴承。

这些轴承解决方案在材料、表面加工、接触面几何构型以

及镀层等方面均采用了铁姆肯公司自主研发的工程技术，

能帮助我们的客户降低设备设计和运作的总

成本，以此提升竞争力。

针对严苛的环境，我们的高性能轴承能为您：

• 提升轴承性能，延长轴承寿命

•  提高功率密度 —— 在同样的安装空间下，承载能力更高

• 降低轴承更换成本

• 降低设备维修成本

• 延长设备正常运行时间，提高生产力

• 价值最大化 ，提高轴承性价比

解决方案，应用为本

高性能轴承可以应用在产品周期的任何一个阶段 —— 从样

机原型到最终应用 —— 无需重新进行系统设计。通过采用

高级计算机工具，我们的工程师能为您提供有关解决方案

的建议，向您推荐最适合您工况的产品。



更长的轴承使用寿命

我们推出高性能轴承技术的目的，是希望通过

减少最主要的四种疲劳损伤模式的发生来延长

轴承的使用寿命：

• 夹杂物疲劳损伤 ——始于材料次表面中非

　金属夹杂物（微量杂质）处产生的疲劳裂纹，

　裂纹在经过多次载荷循环后延伸至表面，形

　成剥落损伤。

• 几何应力集中损伤（GSC）——始于承受高

　应力的局部区域的过早损伤，通常发生在滚

　道接触面边缘，往往由于载荷过大，轴弯曲

　变形或是偏心所致。

• 表面凸点损伤（PSO）—— 始于滚道表面过

　早损伤，通常源于表面微观高点接触上应力

　过高，或者由于油膜太薄润滑不足，或是杂

　质入侵所致。

• 腐蚀损伤 —— 由于长时间与润滑剂中的水

　分接触，导致滚道表面氧化或降解，是一种

　过早损伤形式。

专为严苛应用所推出的高性能系

列轴承

铁姆肯公司推出了一系列独一无二的高性能轴承

解决方案，包括了P900™ 轴承、DuraSpexx™ 

轴承、抗磨粒轴承、工程表面处理轴承以及抗

腐蚀轴承（见图 1）。每种轴承都是针对某组特

定的损伤模式而设计的，以减轻疲劳损伤。这

些高性能轴承的使用寿命在不同的应用环境中

要比普通轴承高出一倍至六倍不等。*

* 根据应用和工况的不同，轴承的表现会有所变化。

图 1  Timken®高性能轴承解决方案的比对及其典型益处。

图 2  铁姆肯公司增强型表面加工技术，通过降低接触表面的粗糙度，能将轴
承寿命延长至四倍。

图 3  Timken 采用的接触曲面设计，使边界应力分布更加平均，让轴承寿命能
延长至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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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铁姆肯公司采用的超级纯净钢能有效控制材料中的微量杂质，减少夹杂
物，以此将轴承寿命延长至两倍。

P900™ 轴承和 DuraSpexx™ 轴承

Timken P900™轴承和DuraSpexx™ 轴承在承载能力、效率

和持久性方面表现卓越，被行业奉为标杆。

采用了超级纯净钢后，

这些轴承的滚子、

内圈、外圈的表

面都经过特殊加

工，能减少与表

面有关的损伤模

式的产生（见图2），此

外，轴承先进的几何构型几乎能完全消除由载荷过高或偏

心所造成的边界应力集中（见图 3）。在某些工况中，这些轴

承的相对寿命要比 Timken®标准轴承高出四倍。

DuraSpexx™系列

DuraSpexx™系列轴承采用铁姆肯公司的先进技术，比普通

轴承的额定承载能力高出 23%，使用寿命更可长达两倍之

多，是采矿、齿轮传动、轧机及油田应用的理想选择。该

轴承拥有诸多特性，如（见图 4）采用杂质含量更低的超级纯

净钢，更小的表面粗糙度以及更优的几何设计。

抗磨粒轴承

标准 Timken®渗碳轴承能有效抵御中度杂质的有害作用，无

论是在实验室还是现场测试，能超过竞争对手所推出的抗杂

质产品。在杂质更多、润滑不足的工况中，Timken®抗磨粒

轴承能进一步延长轴承寿命，实验证明抗磨粒轴承可比标

准 Timken®轴承的寿命高出三倍之多。此外，我们还为客

户提供“Debris Signature Analysis™”服务。作为一项高级

计算机工具，  “Debris Signature Analysis”让工程师可以通

过分析轴承滚道表面上

所目检到的杂质损

伤 “痕迹”，对

应用环境的杂

质严重程度

进行建模。该

工具可以量化

损伤痕迹对于轴承

寿命的影响，并能帮助

工程师选出最合适的轴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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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ken 工程表面处理（ES）轴承

铁姆肯公司的工程表面处理技术能为客户提供更好的轴承

性能，被广泛应用于采矿、油田、冶金、风能、航空航天

和电力等行业，在这些行业里轴承的性能和正常运行时间

至关重要。

这种轴承的设计特点在于采用了铁姆肯公司的工程表面镀

层。这种镀层是一种金属碳化基的纳米合成薄膜，拥有极

其坚硬、摩擦超小的表面特性。它的有些属性与陶瓷相

似，能减少发生在滚子和滚道接触面上的微型焊接和粘着

磨损，尤其是金属与金属之间的接触。

工程表面处理轴承能有效地预防杂质、减小摩擦和扭矩，

减少表面擦伤，延长轴承在润滑不良情况下的工作寿命，

减少假性压痕磨损以及润滑剂的流失。 

铁姆肯公司的技术专家进行了诸多性能测试以优化镀层配

方，实验证明工程表面处理轴承的最大寿命能达到标准轴

承的六倍。该镀层工艺经过精心设计，符合质量规范，在

铁姆肯公司全球制造工厂里都进行严格控制。

节能轴承

对于汽车和风电行业来说，节能降耗是首要任务。早在

2003年，铁姆肯公司就已经开发出了节能（FE）轴承，并

为汽车行业提供此类轴承产品 —— 以提高燃油经济性，减

轻整车重量，降低工作温度，并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噪音。

今天，节能轴承已经作为标准产品应用在很多乘用车上。

我们的节能轴承有多款设计，广泛应用于汽车行业和工业

中。与标准轴承相比，典型的节能轴承能节省 30 % 的轴承

能耗，工作温度降低30°C  。轴承的低扭矩设计还能

减少振动和噪音。此外，该设计能将轴承重

量降低 10%到15%。

铁姆肯公司节能轴承采用世界先进的

轴承技术，这包括了轴承宏

观几何构型、接触曲面

的微观设计、高性

能钢材和更先进

的表面加工。我

们能为客户特定

的应用来定制优

化方案，包括工程

表面镀层配方。

铁姆肯公司所提供的耐腐蚀轴承产品

AquaSpexx™ 轴承

AquaSpexx™轴承上涂有锌合金镀层。锌合金镀层是铁姆肯

公司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在轧机、加工设备、海事中应

用广泛，能有效抵抗水性腐蚀所造成的损伤。镀层设计通

常应用在轴承载荷较轻且非酸性的工作环境中。AquaSpexx™ 

轴承具有很强的耐腐蚀性，通过实践证实其相对轴承寿命

最多可达传统轴承的五倍。

Thin Dense Chrome™ 轴承

Thin Dense Chrome™（TDC）轴承的镀层是一层铬基薄层，

能有效保护轴承，以免生锈和酸蚀。这些轴承通常应用在

纸机、食品饮料加工和海事行业中，与传统轴承相比，其

耐腐蚀特性要高出三至九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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