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姆肯公司（NYSE:TKR, 

http://www.timken.

com.cn）作为全球

工业技术领导者，

运用在冶金、摩擦管

理和动力传动等领域的

精深知识，帮助世界各地的工业机械设

备提高运转效率和可靠性。铁姆肯公司

研发、制造并营销机械组件和高性能钢

材。公司提供的轴承、定制钢棒和钢管、

由于轧机的维护要求随生产及设备状况的

变化而变化，拥有一个可靠并且权威的综

合维护解决方案非常关键。铁姆肯公司在

轧钢技术上拥有近九十年的专业经验，轴

承制造经验更是超过百年。由轴承制造技

术、钢铁生产技术延伸开来，我们积累了

全面的设备运行管理和维护等方面的知识

和经验，诸如：运动、摩擦、润滑、冶金

等，这也是我们能提供设备综合维护解决

方案的基础。一百多年的摩擦管理经验，

让我们在管理、修复和维护客户传动系统

方面都拥有独特的资质。

减少每吨材料的生产成本并获得更高的品

质和产出量是保证您的产品在市场上具有

竞争力的关键。我们与客户紧密合作，通

过轴承和相关产品及服务的完美结合，实

现生产力最大化并提高设备的整体效率。

我们的改造、修复及再制造服务能简化您

的维护工作，延长元件寿命并帮助您节省

最高 90%的新购置成本。

铁姆肯公司不仅自身拥有钢铁生产线，还

是能够提供全套维护及修复服务的轴承制

造商。作为能够提供轴承、润滑油脂、油

封、状态监控设备和综合维护服务的整体

供应商，我们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可以在自己的钢厂中开发并改进产品及服

务。除此之外，我们还能透彻地理解各种

轴承及其相关设备的维护要求。

我们运用这些经验为各类冶金设备、造纸

设备、水泥设备等提供成套解决方案。鉴

于每个客户都有其特殊的要求，我们在提

供方案之前会分析各种设备如：热轧机、

冷轧机、长材轧机、铸造机等存在的根源

问题，然后设计专门的维护项目来帮助您

提高设备性能并降低维护成本。

从单个元件的修复到轧机整体维护的管理

项目，铁姆肯公司工业服务团队都能为您

提供完整的维护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

主要包括以下项目：

● MILLTEC
SM轧机维护及磨辊间管理程序

● 轴承修复

● 轧辊辊身覆层及辊颈修复

● 轴承座修复

● 齿轮及联轴器等部件修复

● 轴承座总成维护保养

● Chock Lok®轴承座锁紧

● 辅助安装和维护工具

● 润滑脂与密封

● 设备诊断及监测等可靠性服务

● 组合式机械服务

● 库存管理

● 研发及培训

设备综合维护解决方案关于铁姆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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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装置、齿轮箱、链条以及相关产品与

服务，为全球多元化市场提供有力支持。

2011年公司全球销售额达 52 亿美元，在 

30 个国家设有运营机构，拥有约 2.1万名

员工。铁姆肯公司推动工业运转，让世界

更具生产力。

铁姆肯公司亚太区总部设在上海。在大中

华区，公司在15个主要城市设有各级办

事机构，并拥有6家大型制造基地，2 家

提供一站式高端机械动力传动产品销售与

维护的业务实体，1家工程技术培训中心

和多个物流、工程以及服务中心。目前，

公司在该地区员工总数逾4000 名。铁姆

肯公司广泛服务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以及

能源、航空、铁路、冶金、采矿、水泥和

机床等众多重要行业，致力于创造可持续

价值。



M ILLTEC
SM  轧机维护

及磨辊间管理程序

1898年，亨利 .铁姆肯先生取得了第一

个圆锥滚子轴承的专利。次年，铁姆肯

公司建立，并于 1916年建立了自己的钢

铁厂，MILLTEC
SM 辊间管理业务是铁姆

肯公司基于长久的轴承制造和使用维护

的经验而提供给客户的一项增值的综合

性服务。

MILLTEC
SM 是铁姆肯公司全天候轧机维

护管理项目。通过MILLTEC
SM项目，我

们将一个世纪以来的摩擦管理经验和专业

的工程人员带进您的钢厂，全面负责客户

冷轧、热轧等生产线的磨辊间或轴承间的

运营，对您的轧辊、轧辊轴承座、轴承以

及其他相关设备全权负责——包括轧辊

和轴承座的维护、供应商监管、库存管

● 轧辊超声探伤、

 磁粉探伤

● 轧辊着色探伤

● 轧辊毛化

● 跟踪并记录轧辊、

 轴承座、轴承的运行

● 轧线换辊操作

● 轧辊、轴承座、轴承库存管理等磨

辊间物流管理

● 定期补脂

● 轧机扁头套维护

● 提供油脂、密封及软木垫等损耗品

● 磨辊间人员、安全等各项管理

1.  轴承的专业维护检验

待修轴承经过解体、清洗、检查、维护、

修复、鉴定和装配等流程，保证新的使用

周期内轴承座总成在正常工况下能安全使

用无事故。

主要适用于：相对小规格滚动轴承（如：

连铸机扇形段轴承、辊道轴承、矫直机轴

承、采矿设备轴承和铁路轴承等）。

2.  轴承的全面修复

发生损伤的轴承经过清洗、解体、检

验、辊道磨削或更换内外圈、新滚动体

制造 /原滚动体磨削、滚动体更换、装

配、游隙调整和检验包装等全面严格的修

复流程，以保证修复后的轴承能达到新轴

承的性能要求。

轧辊辊身覆层及辊颈修复

作为设备综合维护方案的一部分就是要将重要的部件纳入维修和性能提高项目计划。铁姆肯公司拥有专门为钢铝轧厂及大型设备修

复铸造辊、锻造辊和复合辊的工厂，服务对象包括各种型号和用途的轧辊及轴类零件。通过在延展性核心材料外部覆上铁姆肯公司

开发的MILL CLAD合金层，我们能大大延长这些部件的使用寿命。我们自主拥有冶金分析技术，能进行高效的焊接金属材料的化学

成分特性分析，从而优化材料性能。我们先进的加工工艺能保证轧辊从过渡层到覆层表面都拥有一致的金属化学特性。当然，我们

也可以按照客户的规格要求生产全新的轧辊。

● 高质量、抗磨损的MILL CLAD合金使覆层后轧辊比同类产品性能更出色。

● 为客户定制覆层，将性能最优化

● 铁姆肯公司技术中心自主开发的焊接化学工艺能满足独特的轧制和应用要求

● 将轧辊使用寿命提高5倍

● 节省 60%的新件采购成本

● 满足客户交货需要

润滑脂与密封

铁姆肯公司为提高轴承使用的绩效，特

别研发出针对特定应用和环境的润滑

脂，帮助轴承和相关部件在苛刻的应用环

境下有效运转。在润滑脂中添加抗高温、

抗磨损和防水的添加剂，使轴承得到出色

的保护，能够成功应对各类工作环境。

轴承座总成维护保养

铁姆肯公司对于轴承和相关轴承座等部

件，拥有全面的知识，为很多设备制造

商提供轴承和轴承座设计和指导服务。

对于为最终用户提供轴承座 / 轴承维护服

务，我们将运用相关应用知识从整个轧

辊轴承组件入手，来帮助您提高设备绩

效。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拆卸整个系

统，清洁、检验并修复各个部件。然后

按照客户的要求对组件进行组装、润滑

并储藏。

● 优化拆卸和组装流程

● 帮助客户建立轴承维护档案

● 按照客户要求快速完成轧辊轴承组件    

    维护周转

● 提高运行精度

铁姆肯公司无锡轴承修复中心

铁姆肯公司无锡轴承修复中心 2006年 2

月正式成立，坐落于江苏省无锡市新区

铁姆肯公司无锡工厂内。

轴承修复

我们能对各种型号和大小的轴承进行修

复。如果预防性维护项目能和维护性修

复相结合，轴承性能将达到潜在峰值。

铁姆肯公司工业服务团队将和您的维护

理、记录保存、状态监控以及轴承修复。

我们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客户由于换辊、轧

辊磨削以及轴承维护等引起的停机时间，

从而使得客户能更加专注于轧机的生产、

质量等更加重要的事项，而把磨辊间或轴

承间的运营交给我们。

此项业务包括：

● 按 Timken 标准建立磨辊间总体技术规程

● 轴承和轴承座的组装和拆卸

● 轴承座总成与轧辊的组装和拆卸

● 轴承座和轴承的定期性检查和维护

● 轴承修复 

● 各类轧辊和剪刃的磨削

● 轧辊车削 轴承座修复

们也可以按照客户的规格生产

全新的轴承座。

● MILL CLAD合金使修理过的

轴承座比新件更坚固，而
且抗腐蚀、磨损和冲击。

● 通过更详细的有限元分析

和材料改进，将易磨损区

域最小化

● 能节省 60% 的新件采购成本

● 采用经过改良的原材料提升新轴承座

质量

● 缩短交货期，按时完成维护项目

齿轮及联轴器等

部件修复

铁姆肯公司开展齿轮和联轴器修复已有 20多年的历史，对于长期使用造成磨损或出

现异常的部件，铁姆肯公司将首先进行材料分析，以排除材料本身的缺陷，然后通

过特殊的堆焊修复，在将待修复的部位进行精确修复的同时保证原部件不会产生变

形等过程损伤，并且，修复后表面的耐磨性将得到提升。

凭借铁姆肯公司的轴承座局部和整体修

复技术，我们能大幅度延长轴承座的使

用寿命。我们每年修复大量不同类型的

轴承座，在修复过程中，我们有足够的

经验和知识对工作辊和支撑辊的轴承座

原设计的合理性予以评估，并且在客户

认可的前提下修改设计并进行改造性修

复。铁姆肯公司轴承座修复服务和制造

能力同样适用于您其它设备部件表面的

修复需求，并将其以近乎全新的状态交

还给客户。我们可以应用专利锁紧Chock 

Lok®来简化安装和维护流程。当然，我

此外，铁姆肯公司还有
很多定制化服务项目以

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 组合式机械服务

● 库存管理服务

● 研发及培训

可靠性解决方案

铁姆肯公司可提供广泛的可靠性解决方案，是您提高设备运行可靠性，降低运营成本的

重要来源。可靠性解决方案包括：状态监测产品，可靠性维修服务，可靠性咨询服务三

大部分，同时还提供专业的技术培训。

状态监测产品：

● 无线状态监测系统 StatusCheck™

● 远程无线状态监测系统Remote Monitoring

● 连续性监测方案 CMM、CMS、CMT 和 Intellinova

● 便携式轴承测试仪 Bearing Tester

● 便携式机器状态测试仪 Machine Tester

● 便携式数据采集及分析仪 Machine Evaluator 

● 状态监测分析软件 Condmaster®Nova

团队一起分析并决定合适的修复工艺类

型。我们能对于任何品牌和型号的轴承

进行修复，包括同业公司的产品。

铁姆肯公司无锡轴承修复中心可以为国内

客户提供以下专业轴承修复服务：

辅助安装和维护工具

基于100多年轴承技术领域应用的经验，

铁姆肯公司深知正确的工具对于延长产品

和设备寿命也非常重要。高品质 Timken®

辅助安装和维护工具将帮助您缩短停工时

间、提高维护效率、降低运行成本。

目前，铁姆肯公司可以提供的工具有：

● 设备、轴承提升工具

● 不同尺寸的液压拉拔器

● 用于加热安装不同尺寸的轴承、齿轮等

部件的感应加热器

● 冲击辅助安装工具

可靠性维修服务：

● 预测性维修服务（PdM）

● 根本失效原因分析服务（RCFA）

● 精密对中服务

● 现场动平衡服务

以可靠性为中心的咨询服务 RCM

主要适用于：相对大规格滚动轴承（如：

传动轴承、工作辊轴承、支承辊轴承和立

磨轴承等）。

领先修复技术  创造客户价值

铁姆肯公司轴承修复技术可以为客户带

来以下受益点：

　

1.  实现快速修复，短期交货

根据用户紧急情况及轴承损伤状况的不

同，铁姆肯公司轴承修复产品的交货期从

15天到3 个月不等，完全可以满足设备安装

要求。

2.  降低生产设备运行成本

铁姆肯公司轴承修复技术可以恢复损伤轴

承的使用性能，延长轴承使用寿命，节省 

40% - 90%的生产设备轴承采购费用。

3.  提高设备运行精度和产品质量

修复后上机使用的轴承能明显改善设备运

行的精度，有效地减少了由于轴承长期

使用或发生损伤造成的设备精度降低，

从而提高产品质量。

修复后的轴承大大降低了由于轴承损伤事

故造成设备停机的风险，提高了设备功能

投入率，明显降低生产设备运行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