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姆肯公司火力发电行业解决方案

可靠的技术，可信赖的电力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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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姆肯公司提供可靠的产品和服务，帮助您为客户提供稳定的电
力能源。

　　凭借我们长期积累的行业应用经验、优质的产品、专业的技术以及世界一流的供货和交付能

力，我们致力于帮助您提高设备的可靠性，延长正常运行时间，确保您能在客户最需要电力的时候

及时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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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煤机

　　数十年来，铁姆肯公司致力于

同全球原始设备制造商合作，帮助

我们的客户开发新产品。

　　铁姆肯公司的工程师可通过模

拟轴承实际工作环境，找出改善轴

承性能的方法，并将我们的行业应

用经验和您的实际需求相结合，设

计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帮助您

延长轴承使用寿命。

　　不论是使用圆锥滚子轴承设

计，还是圆柱滚子轴承和调心滚子

轴承相结合的设计，铁姆肯公司都

可通过其全系列高性能产品，帮助

延长正常运行时间，提高设备可靠

性。我们可根据所应用的环境提供

合适的轴承，从而满足每个客户的

需求。

　　我们非常熟悉轴承和电厂工作

环境，这是我们同客户建立良好合

作关系的基础。

行业应用经验带来更长的正常运行时间和更卓越的性能

　　铁姆肯公司凭借对磨煤机运行问题的丰富知识和经

验，开发出一系列磨辊用高性能轴承。

　　Timken DuraSpexx® 轴承采用了先进的设计，性能更

强，在恶劣高压环境下的使用寿命也更长。该轴承融合了

多种专利技术，拥有特殊的涂层和表面光洁度、特殊的几

何机构、选用更纯净的钢材。

　　从齿轮箱到磨煤机磨辊，再到分离器和风扇磨煤机，

铁姆肯公司运用其丰富应用经验设计出的解决方案，为客

户带来了更长的使用寿命，有效减少了维护时间——增加

正常运行时间并提高了设备性能。

圆锥滚子轴承 圆柱滚子轴承 调心滚子轴承 推力轴承
DuraSpexx®

 和
DuraSpexx® 

功率密度轴承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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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除提供全系列的轴承和相关部件外，还提供一套
集齿轮箱、轴承和电动机修复为一体的服务和解决方案，
帮助您设备运行的更有效并降低运营成本。

齿轮箱修复

　　我们利用最新的技术，提供全套检查、修复和更新服
务。铁姆肯公司可依据原始设备制造商 的技术规范，对所
有齿轮传动或相关部件进行逆向工程。服务包括针对齿轮
故障根原分析、全面拆解和清洁、检查和测量、工程评估
和建议、性能修复和全速运行测试。

轴承修复

　　我们最多可将原轴承的有效使用寿命提高三倍，较之
购买新轴承可为您最多节省60%的成本。我们可修复任何
品牌和型号的轴承，外径最大可达2,134毫米（84 英寸）。

电气设备修复

　　电机专家和电气工程师通过借助先进的诊断设备和技
术，设计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帮助提高设备性能。服
务包括电机重绕、各类功率电机维修、现场服务、维护和
现场维修。

齿轮箱、轴承和电气设备修复
解决方案

　　全美国及全球的很多火力发电

厂都依靠铁姆肯公司专业高效的齿

轮箱修复服务，来帮助其实现齿轮

箱现场的可靠持续运转。

　　我们对磨煤机齿轮箱已有数十

年的研究，始于 费城齿轮（铁姆

肯公司旗下品牌）。从上世纪六十

年代开始，铁姆肯公司已经设计并

生产出1,000个磨煤机齿轮箱。如

今这些齿轮箱多数仍在正常运

转。1973年，我们是第一家将齿

轮箱部件设计模块化的公司，从那

之后拆除齿轮箱就不再需要拆解整

个磨煤机。

　　铁姆肯公司所生产和供应的磨

煤机齿轮箱为大多数磨煤机设备制

造商所使用。如今我们已扩大产

能，生产全系列的齿轮箱产品，以

供应发电市场。不论是新齿轮箱，

还是齿轮箱修复和重建服务，铁姆

肯公司都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和知

识，可满足您对齿轮箱的多种需

求。

为磨煤机齿轮箱提供专业高效修复服务

电气设备修复轴承修复齿轮箱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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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与输送

　　铁姆肯公司的产品可减少设备维护和提高设备性能，
可应用于输送机、皮带送料机、堆货机、装载机、回收
机、破碎机和除尘器等。

　　Timken 带座轴承有多种不同形式的坚固密封件可供
选择、使用耐用钢或铸铁轴承座，并采用 Timken 高性能
轴承，抗振防污性能优异，运转温度低，效率高，特别适
用于严苛的应用环境。

　　Timken® 一体式调心滚子轴承带座单元可在多达
±/1.5 度偏心的情况下高效运转，并且轴承使用寿命不会
缩短。

　　Timken® 剖分式轴承单元性能出色，结构紧凑，适用
于破碎机和输送机。

　　由于停机成本巨大，煤炭输

送是对轴承要求最为严苛的应用

之一。煤炭作为一种难处理的污

染物，可导致轴承密封失效，污

染物会渗入轴承内部，造成轴承

过早损坏。轴承的保养和更换即

耗时又耗费资金。

　　意大利罗马附近一家发电厂

的输送机采用的是剖分式轴承座

组件，因高度污染的使用环境，

输送机轴承经常出现故障。

　　铁姆肯公司提供多重密封设

计，并适用于客户现有安装尺寸

的轴承，通过安装便捷的“即用

型”带座单元，帮客户解决了污

染问题。该客户通过改用 Timken® 

一体式带座调心滚子轴承单元，

延长了正常运行时间，降低了维

护成本。

　　我们为带座轴承单元提供多

种不同形式的密封选择，针对杂

质污染严重的特殊应用，为客户

定制解决方案，Timken带座轴承

单元的使用寿命优于竞争产品。

铁姆肯公司解决方案：带座轴承单元延长电厂正常运行时间

剖分式带座单元
E 型圆锥滚子
轴承带座单元

一体式调心滚子
轴承带座单元

带座球轴承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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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ken带座滚子轴承单元规

格丰富，可提供各种尺寸的产

品，配备精密制作的Timken轴

承、经久耐用的轴承座、针对各

种任务的轴承座盖，并且可提供

多种密封组件。这些轴承单元是

鼓风机和引风机的最佳选择。

　　我们的工程师可帮助您选取

合适的轴承和附件组合，改善风机

性能，延长轴承使用寿命，增加正

常运行时间和降低维护成本。

空气处理设备和泵

　　我们提供的各类带座轴承单元、调心滚子轴承和联轴
器帮助您的设备保持高效运转。

风机

　　Timken带座单元配有坚实牢固的轴承座、精密设计的
轴承和坚固的密封组件，提高了设备的可靠性以及应对极
端温度、压力和腐蚀问题的能力，降低客户的总成本。

预热器

　　Timken®推力调心滚子轴承改进了内部几何结构，并
对滚子尺寸和保持架进行了优化设计，最大程度上提高轴
承的额定承载能力。此外，这些改进设计还改善了润滑油
的流动性，降低了扭矩和运转温度。我们的推力调心滚子
轴承集优质材料、先进制造工艺和世界一流质量保证体系
为一体，专为满足您的需求而设计。

泵

　　Timken®圆锥和圆柱滚子轴承、联轴器和带座轴承单
元卓越的可靠性，可确保您的供给水泵、冷却水泵、冷凝
泵、石灰岩浆液泵和吸收塔循环泵持续正常运转，减少停
机时间。

调心、圆锥和
圆柱滚子轴承

推力调心滚子
轴承

一体式调心滚子
轴承带座单元

E 型圆锥滚子
轴承带座单元

剖分式带座单元 Quick-Flex 

联轴器

泵预热器风机

　　铁姆肯公司提供各类型号的

推力调心滚子轴承，内径范围从 

90 毫米至 1000 毫米（3.5 英寸至 

39.4 英寸）不等

　　Timken轴承产品的额定承载

能力相当于或高于行业竞争者，

可有效并安全地支撑空气预热器

垂直方向的重量。

　　Timken推力调心滚子轴承可

助您降低维护成本，减少全面检

修的次数，延长正常运行时间。

　　Timken圆柱和圆锥滚子轴承

尺寸系列齐全，配备有优质的保

持架、优化的内部几何结构、改

进的表面光洁度和紧凑的设计。

　　Timken圆柱和圆锥滚子轴承

能有效减少摩擦，提高各类泵应

用中的动力传输效率，有效提高

应用的正常运行时间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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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锥滚子轴承

　　铁姆肯公司是圆锥滚子轴承质量和性能

的行业权威。圆锥滚子轴承的优点如下：

更好的表面光洁度和优化的内部几何结

构，让能耗更低。

轴承滚子大端面自动对齐，使用寿命更

长，可靠性更高。

采用适合特定应用场合的轴向游隙或预

紧设置，使轴承获得最佳性能。

业内最全的轴承尺寸系列和类型。

应用：煤驳船、运煤车、破碎机、磨煤

机、锅炉给水泵、冷凝泵、冷却塔给水

泵、储尘/除尘设备、空气预热器、石灰岩

浆液供给泵、除雾器冲洗水泵、吸收塔循

环泵。

抗磨粒轴承

　　Timken®抗磨粒轴承可将轴承使用寿

命最多延长3.5倍，非常适用于严苛的多尘

条件。

采用获得专利的钢材热处理技术和类金

刚石涂层技术，防擦伤磨损，可自动修

复微裂纹。

采用先进的制造工艺，无论产量多少，

均可实现成本控制。

应用：磨煤机磨辊。

圆柱滚子轴承

　　Timken全系列圆柱滚子轴承包括单

列、双列和四列配置。我们的EMA系列圆

柱滚子轴承的性能处于业内领先水平。

EMA 系列轴承表面光洁度的改进让润滑

系数λ比值翻倍，使轴承使用寿命延长

至 1.5 倍。

Timken EMA系列圆柱滚子轴承配备的

一片式黄铜保持架，可最大限度减少对

滚动体的拖曳，降低发热量，延长轴承

使用寿命。

保持架兜孔以及润滑孔和润滑槽的设

计，改善了润滑油的流动。

可承受一个或两个方向上的轴向载荷，

或允许两个方向上的轴向浮动。

应用：煤驳船、运煤车、磨煤机、石灰岩

浆液供给泵、石膏浆液供给泵、吸收塔循

环泵、除雾器冲洗水泵。

调心滚子轴承

　　Timken®调心滚子轴承径向承载能力

大，即使在偏心、润滑不足、污染、极端

速度或临界应力等苛刻工况下依然能正常

工作。

得益于优化的内部几何结构以及优异的

表面光洁度，轴承具有更高的额定载荷

和速度能力，性能更好。

窗式冲压钢保持架促进了润滑油流动，

轴承运转温度更低，使用寿命更长。

Timken 调心滚子轴承拥有一流的速度性

能和杰出的散热性能。

有加强型冲压钢保持架（EJ系列）和机

加工黄铜保持架（EM或EMB系列）可供

选择。

应用：煤驳船、运煤车、破碎机、磨煤

机、锅炉给水泵、冷凝泵、冷却塔抽水

泵、冷却塔给水泵、储尘/除尘设备、烟气

再循环风机、输送机、鼓风机、引风机。

火力发电行业的Timken 轴承解决方案



9

Timken 全系列带座轴承单元

　　Timken全系列带座轴承单元可在多种

恶劣条件下为轴承提供完美保护。我们的

带座轴承单元具有坚固耐用的密封组件，

能够在充满杂质、重污染或潮气较重等多

种恶劣的工况下提供可靠的轴承保护。

E 型一体式圆锥滚子轴承带座单元

轴承表面光洁度和修型均得以改进。

双唇边接触式密封圈，能更好地保持住

润滑脂。

座体采用耐腐蚀性电泳涂层。

一体式带座调心滚子轴承单元

多种式样的主密封和次密封可供选择。

可在偏心高达+/-1.5度的情况下高效运

转，并且轴承寿命不会缩短。

剖分式轴承单元

轴承采用独特的设计，运行温度更低、

运转效率更高。

提供锥孔或直孔两种设计。

带座球轴承单元

座体采用耐腐蚀性黑色环氧粉末涂层。

可提供多种锁紧系统的不同类型轴承。

应用：输送机、破碎机、煤仓、磨煤机、

烟气再循环风机、球磨机、鼓风机和引风

机。

推力滚子轴承

　　Timken®推力轴承设计用于承受推力

（轴向）载荷，可用于伴有高冲击载荷的各

类发电设备应用中。我们可提供以下几种类

型的推力轴承供您选择：推力球、交叉滚

子、推力圆柱、推力圆锥和推力调心。

应用：磨煤机、磨煤机齿轮箱、空气预热

器。

DuraSpexx® 和 DuraSpexx® 

功率密度轴承系列

　　铁姆肯公司工程师以实际应用为基

础，借助先进的计算机程序来模拟客户的

应用环境，设计出有针对性的DuraSpexx® 

轴承，帮助客户提高轴承的使用寿命。

好的表面光洁度减少了轴承在高温和润

滑不良环境下的疲劳剥落。

在重载荷或偏心条件下，外形经过特殊

设计的滚子使应力分布更加均匀。

对标准轴承的一些性能进行了提升，无

需耗费重金重新设计整个系统。

应用：磨煤机齿轮箱、磨煤机磨辊。

径向球轴承

　　径向球轴承可承受径向载荷以及双向

的轴向载荷。铁姆肯公司提供多种可在相

对较高速度下运转的轴承产品。除提供标

准的单列径向深沟球轴承外，我们还提供

特殊设计的轴承，包括最大载荷系列和超

大直径 (XLS)  系列。铁姆肯公司还提供全系

列的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采用特殊涂层，抗腐蚀性更强。

采用特殊密封设计，有效保持润滑，防

止污染物进入。

带卡环槽设计让安装更方便。

各种形式的密封和防尘盖设计，可有效

保护内部轴承组件和保留润滑油。

应用：煤驳船、运煤车、传送带、锅炉给

水泵、磨煤机、冷凝泵、冷却塔抽水泵、

冷却塔给水泵、球磨机、除雾器冲洗水

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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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监测

　　使用铁姆肯公司状态监测解决方案评

估轴承状况、润滑质量和机器振动等，从

而提前识别潜在的系统问题，避免故障发

生。借助定制方案帮助客户降低维护成本

和资本支出，同时提高生产率、正常运行

时间和安全性。产品包括各种手持设备和

用于定期监测或连续监测的在线系统。

维护工具

　　铁姆肯公司维护工具使轴承的安装、

拆卸和维护变得简单与安全。您可以选择

各种感应加热器、安装拆卸工具，以及液

压和机械拉拔器。铁姆肯公司现场专家可

针对工具使用和维护过程提供相应培训。

Timken 动力系统 —— 电气设备、齿

轮箱和轴承修复

　　铁姆肯公司充分利用全球的工程知识

和革新技术，提供一套集工业修复、升级

和服务为一体的解决方案。如果让这些解

决方案成为您运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将有助于减少停机时间，降低总运营

成本。

　　无论是电气设备，还是齿轮箱或是轴

承修复解决方案，Timken动力系统都能最

大化提升您的动力传动设备的可靠性和性

能。

服务工程

　　铁姆肯公司服务工程师可在现场运用

专业知识，帮助确保设备的正确安装和高

效运转。除此之外，服务工程师还会向客

户的修复团队提供个性化培训。

培训与认证

　　铁姆肯公司服务工程师提供火电行业

首屈一指的轴承维护培训课程。铁姆肯公

司的维护培训涉及各

类轴承，技术涵盖面

做到100%，包括培

训前测试和培训后测

试，确保学员理解传

授的概念。铁姆肯公

司的培训采用模块化

设计，并可以根据客户的特定需求进行定

制。课程时间从两小时到三天不等。为鼓

励受训的维护专业人员牢记和运用所学的

课程知识，为运营商带来长期价值，铁姆

肯公司服务工程师可以在日后进行“铁姆

肯公司轴承认证审计”。

火力发电行业的 Timken 产品和服务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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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轴器

　　Timken Quick-Flex®弹性联轴器可在

恶劣环境下运行，经久耐用，并且极少需

要维护。

Timken Quick-Flex®联轴器易于安装，

能够承受高达2度的偏心，并且无需润

滑。

无需移动或拆卸传动动设备便可更换插

芯填充物，有助于减少停机时间和降低

更换成本。

弹性联轴器可与大多数其他任何型号的

同等尺寸联轴器实现互换。

弹性联轴器有四种插芯填充物供客户选

择，适用于各种扭矩需求和温度范围。

铁姆肯公司还提供铸钢材质的刚性联

轴器，可作为相同尺寸轴连接的最佳选

择。

润滑脂

　　铁姆肯公司拥有丰富的摩擦学和抗摩

轴承专业知识，并深刻了解这两方面因素

如何影响系统的整体性能，在此基础上开

发出了适合特定应用场合和环境的润滑纸

产品系列。Timken®润滑脂能够帮助轴承

和相关部件在苛刻的工业工作环境中有效

地运转。高温、耐磨损和防水添加剂可以

在恶劣的环境中为轴承提供极佳的防护。

润滑系统

　　铁姆肯公司提供的各类单点和多点集

中润滑系统，可在机器运转过程中实现油

脂的持续补给。这些润滑脂罐子可以填充

铁姆肯公司润滑油或其他众多类型的商业

润滑油，并可与完整系列的铁姆肯公司附

件一同安装。铁姆肯公司不断拓展其集中

润滑解决方案，在全球范围帮助提升物料

聚散设备的性能。

链条

　　铁姆肯公司的链条在严苛环境中表现

优异，按照精密的规格制造，具有优异的

强度和最大磨损寿命。产品包括全系列精

密滚子链条、附件链、工程输送链和耐腐

蚀链条。

密封

　　我们的 Timken® 全系列密封可防止污

染物进入和保持内部润滑。提供适用于各

种应用的选件，包括英制和公制尺寸的润

滑脂密封、油封和先进的迷宫式密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