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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铁姆肯公司的发展历史，我们不仅通过财务收益来衡量自己的业绩表现，我们更重

视权益相关者的成功，包括我们的客户、供应商、员工以及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社区，我们致力于

帮助他们取得成功。从每一次激动人心的技术创新，到每一件产品的精益求精的铸造，再到为每

一位客户量身打造全面解决方案，全球各地的铁姆肯公司员工都在践行着同一个愿景——致力通

过应用我们的摩擦管理和动力传动知识，提高客户的工作成效，以在世界各地提供无与伦比的价

值和创新。

　　这样的理念也是铁姆肯公司不断进步的动力之源。我们为客户的多元市场不断开拓自己的产

品线。无论是基建不可或缺的工程机械和水泥、关乎传统能源应用的油气钻探和火力发电，还是

支撑交通运输重任的重卡、铁路、船舶及航空应用，以及冶金、采矿乃至代表清洁能源的风能等

众多产业领域，铁姆肯公司都拥有全面的产品系列和可靠的高性能解决方案。我们坚持为客户的

品质诉求打造更优质的产品和更纯净的原材料，用严格的 TQMS（铁姆肯公司质量管理体系）保

证我们全球一致的品质，协助创立轴承行业的质量标准。更重要的是，客户的梦想不断激发我们

的创造力，使我们不懈地进行技术研发和产品革新，为客户添翼助力。我们的产品，伴随着火

星探测器一起完成探索太空的人类宏愿，内置于风电机组在严苛的自然环境下追逐着绿色环保

梦……所有的努力与付出只有一个共同目的：为了客户的成功。

　　我们的全力以赴，换来了客户的高度认同和赞许。多年以来，全球各地的客户授予铁姆肯公

司数百个质量奖项和多项最佳供应商的殊荣。2009年，我们还入选《福布斯》百家最值得信赖

企业榜。而客户对我们信赖的时刻，就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当TIMKEN®的起落架机轮轴承一

次次支撑着载有数百名乘客的飞机安全着陆时，当 TIMKEN®的刀具轴承伴随着盾构机奋力在坚

硬的岩壁和崎岖的隧道中掘进前行时，我们都能深深地感到客户对铁姆肯公司的信赖。

　　这本成功案例集锦是无数个信赖的时刻的缩影，您在其中可以看到铁姆肯公司为客户的成功

所付出的努力。我们为中国制造的最大的矿用挖掘机提供具有极高抗载荷、抗冲击性能的轴承组

合，大幅降低故障隐患；为国内知名采煤机制造商量身打造圆锥滚子轴承，带来了采煤机技术的

革新性变化；积极参与中国国产飞机项目，研发专属起落机轮轴承，为飞机提供安全可靠的起落

保障。希望我们能不断创造赢得您信赖的时刻，撰写更多属于您的成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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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各地工业化进程的展开，
国内航空运输业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大型飞机工程被列入国家

“十一五”规划纲要、“新舟”、“翔凤”和 ”C919”系列机型自

主研发，航空制造业已经成为中国速度的助推器，承担着为工业

“输血”的重要使命，铁姆肯公司则有幸参与了这项意义重大的

工作。

     铁姆肯公司为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特别定制的起落

架机轮轴承在 2008年已成功应用于中国自主研制的涡桨式飞

机——新舟 60型（MA- 60）飞机。新舟 60飞机是中国首次按照

与国际标准接轨的中国民航适航条例 CCAR-25进行设计、生产

和试飞取证的。在安全性、舒适性、维护性等方面达到或接近世

界同类飞机的水平，已经或即将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支线航空公司

和一些国外航空公司服务。该飞机在中国航空制造业的发展中具

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是中国首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飞机。

　　全球约有 95%的民用飞机，起落架机轮轴承使用的都是铁

姆肯公司的圆锥滚子轴承。因为我们的轴承拥有铁姆肯公司独特

的表面渗碳处理工艺，提高了表面硬度和抗冲击载荷的能力，能

够抵抗飞机着陆瞬间的巨大冲击，为飞机提供安全保障。无论是

空中巨无霸 A380，还是波音 787，都选择铁姆肯公司的优质轴

承。所以在新舟 60设计初期，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便有

意与铁姆肯公司合作，以提高他们的起落架机轮性能。

客户：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民用航空

应用：起落架机轮轴承

铁姆肯公司优势：

• 具有高度抗冲击载荷力的TIMKEN®圆锥  

   滚子轴承

• 一流的研发团队和定制化服务

铁姆肯公司成功案例集锦 Timken Success Story Collection

TIM KEN，
新舟 60的安全承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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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4月，铁姆肯公司成都航空及精密产品中心隆重开

业，生产面向航空领域的圆锥滚子轴承、中小型球型轴承等。这

是全球所有外资轴承企业首次将航空产品生产业务引入中国。

该工厂配备了先进的生产设备以及达到航空清洁等级的车间，

通过了AS9100（ISO9100的延伸）航空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两项

NADCAP特种工艺认证，并建有超高精确度的计量体系，遵照

铁姆肯公司在全球其他航空轴承厂相同的标准生产。

　　铁姆肯公司,将以全球统一的优质产品和服务成为中国航空

业的安全承托。

     为了让轴承更好地符合新舟 60的需

要，铁姆肯公司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坎顿市

的全球研发中心特别研制了一款特定型

号。此种定制轴承能有效帮助西安航空制

动科技有限公司提升飞机机轮性能，从而

改善其耐用度。“定制化服务是铁姆肯公司

的优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客户需求，从

而研发出最适合的产品。”铁姆肯公司中

国区总裁冯世龙先生表示，“客户选择我

们，是因为我们能够凭借创新的产品和服

务提升其绩效。我们将始终致力拓展航空

工业市场，以领先的解决方案在全球为更

多客户创造价值。”

     在航空领域，铁姆肯公司为客户提供

全面的航空轴承、精选的涡轮引擎部件、

动力传动装置和维修保养服务，以严格

的质量管理体系和稳定出色的产品性能

著称。产品被广泛应用于飞机引擎、齿轮

箱、直升机动力传动装置、辅助动力装

置、起落架机轮、机身系统以及仪表和电

子设备等各领域。

     

Timken Success Story Collection 铁姆肯公司成功案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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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风能

应用：风机主轴和齿轮箱

铁姆肯公司优势：

• 高性能的圆锥滚子轴承、圆柱滚子轴 　

　承和 UltraWind®轴承

• 包括轴承、润滑、密封、在线状态监

　测和技术支持在内的整体解决方案

你是否看过塞外草原和茫茫戈壁上
那整齐矗立的风电机组？你是否看过波涛

翻滚的海面上风机叶片在风中飞转？当我

们回想年少时听过的堂吉诃德的故事时，

是否想过风电时代这么快地悄然来临？

近年来，风能产业正以始料不及的速

度迅猛发展。风机类型从千瓦级发展到兆

瓦级乃至多兆瓦级。而随着风机尺寸和

功率的不断增大，其主轴和齿轮箱上的

轴承越来越成为决定风机性能的关键因

素之一。

　　作为风机轴承开发以及制造的领先

者，铁姆肯公司依靠悠久的历史和经验，

致力于为全球各地的风机制造商和用户提

供独特而完善的整体解决方案。早在风能

行业发展之初，铁姆肯公司就率先为风机

设计了圆锥滚子轴承和圆柱滚子轴承组

合。该设计帮助风机优化系统性能，显著

提升风机运行可靠性。此外，铁姆肯公司

还在风电齿轮箱轴承领域完成了另一项技

术创新，向市场推出了具有业界领导性的

随风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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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集成式柔性销轴承组件。集成

式柔性销轴承组件具有寿命长、性能高和

安装便捷等优点，同时还能够帮助齿轮箱

设计师在增加系统功率的同时减小系统重

量和体积。

　　在轴承的制造工艺上，铁姆肯公司更

是精益求精。独到的表面工程处理、磨粒

解决方案、润滑以及密封技术，为轴承提

供了高性能的保障。经过多年的积累，铁

姆肯公司还可为风机提供除轴承以外的密

封、润滑产品，以及在线状态监测系统和

技术支持服务在内的产品全生命周期解决

方案。

在中国，铁姆肯公司的风机解决方案

正不断获得国内优质风机制造商的青睐。

国内领先的风机制造商新疆金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风科技”）2010

年与铁姆肯公司签订了总价值 2600万美

元的订单，为其1.5兆瓦及 2.5兆瓦的风

力发电机组选用铁姆肯公司的风机轴承和

技术服务。金风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武钢先生表示：“铁姆肯公司是一家优秀

的国际部件供应商。金风科技要在全球风

机制造行业中始终保持现在这样良好的发

展态势和领先地位，需要与铁姆肯公司这

样的伙伴强强合作。经过样机测试，我们

非常愿意与铁姆肯公司携手，一起在中国

乃至海外市场共同推动风能产业的迅猛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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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采矿

应用：矿用挖掘机

铁姆肯公司优势：

铁姆肯公司为客户提供了轴承组

合解决方案

• 采用表面渗碳工艺的多种圆锥 

　滚子轴承，圆柱滚子轴承和调

　心滚子轴承

• 具有抗重载、抗冲击和高可靠性

TIM KEN®轴承，
让矿山设备顺畅前行

　　滚滚飞扬的尘土、凹凸不平
的坑道、污水、低速运转、超重的

载荷……这些是矿场中最常见的作

业环境，时时刻刻挑战着矿用设备

的正常运转。如何才能减少计划外

的故障停机，怎样才能提高矿用设

备的性能，始终是困扰着设备制造

商和采矿企业的课题。尤其是在露

天矿开采中，作为最重要设备之一

的矿用挖掘机，近年来随着对开采

效率要求的不断提高，采矿企业对

机型的吨位要求也日益加强。严苛

的工况和更大的机型，对设备制造

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在这个机型发展的进程中，铁

姆肯公司高品质高稳定性的轴承则

越来越受到设备商的青睐。2009

年，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

该公司制造的国内首台世界上最大

的矿用挖掘机——WK-55型就使

用了铁姆肯公司的多款轴承。该机

型能满足2000万吨级以上的大型

露天煤矿、铁矿、有色金属矿的剥

离和采装等恶劣的矿山作业环境。

在中煤能源公司平朔矿区一年多的

试用中，该挖掘机被证明各项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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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优异，设备月可动率最高达到

99%，顺利通过验收。 

　　铁姆肯公司为WK-55型矿用

挖掘机提供了包含多种不同型号的

圆锥滚子轴承、圆柱滚子轴承和调

心滚子轴承的组合解决方案，主要

应用在WK-55矿用挖掘机上的行

走、提升、回转、牵引和挤推机构

等关键部位。TIMKEN®轴承凭借

其优异的性能表现帮助WK-55型

矿用挖掘机经受住了恶劣工况的严

峻考验，赢得了设备制造商和终端

用户的一致信赖。

　　TIMKEN®轴承的表面渗碳工

艺使得轴承表面硬度和心部硬度具

有明显差异，形成了一种外硬内软

的结构，相比于全渗碳工艺的轴

承，这种轴承的抗冲击、抗载荷能

力更强。表面渗碳工艺的另一优势

在于可让轴承表面形成压应力，即

使在使用中形成表面裂纹，表面压

应力也会抑制裂纹的扩大或者形成

剥落，从而提高了轴承的使用寿

命。此外，表面渗碳的轴承相比同

等表面光洁度的全淬透轴承在低速

重载条件下更易于形成润滑油膜，

改善润滑效果。

　　TIMKEN®轴承不仅在矿用挖

掘机上表现优异，在采矿业的另一

重要设备，矿山卡车中也同样获得

青睐。许多世界最大的矿山卡车上

同样配备TIMKEN®轴承。矿山卡

车装配的大部分轴承有着承载功率

密度大、规格小的更高要求，往往

需要特殊定制。这对钢材以及轴承

轮廓和表面光洁度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铁姆肯公司凭借多年的经验和

尖端专业的技术为众多国际知名矿

用卡车设备商提供特殊定制的轴

承，例如为卡特比勒和小松开发的

P900系列轴承。

　　强大的技术实力和超过一个世

纪的行业经验是铁姆肯公司能够持

续不断为客户提供性能卓著产品的

原因。作为摩擦管理和动力传动解

决方案的提供商，铁姆肯公司通过

对采矿设备整个系统的全方位考

虑，为客户提供了改善设备高效连

续运转的整体解决方案，消除了轴

承导致的停机隐患，帮助那些在矿

场中滚滚前进的矿山设备，如同

TIMKEN®轴承的运转一样，持续

顺畅而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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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锥滚子轴承
助力长臂采煤机革新

客户：太原矿山机器集团有限公司

市场：井下采矿

应用：长臂采煤机

铁姆肯公司优势：

成功地开发出适用于长臂采煤机的

TIMKEN®双列双内圈圆锥滚子轴

承（TDI），性能明显优于传统的调

心滚子轴承

• 轴向窜动量小

• 抗冲击载荷能力强

• 能承受更大的轴向力

• 润滑性能更好

　　是因循忍受着低效率的运

作，还是更新换代享受更尖端的技

术，对于长臂采煤机的原始设备提

供商来说，是作出决定的时刻了！

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长臂采

煤机的截割头轴承大多选用调心滚

子轴承（SRB），但效果却差强人

意，因为轴向窜动量过大，超出了

浮动密封的应用极限而导致浮动密

封的损坏，杂质很容易就能进入轴

承造成损坏。

　　长臂采煤机作为井下开采的主

要设备，其截割头工作于高载荷并

伴随冲击载荷、高温、低速的工况

下。如此恶劣的作业环境，对于轴

承而言是严峻的考验。一旦设备因

为轴承而故障停机，造成的损失是

巨大的：由于空间狭小、不方便使

用大尺寸的拆

卸和维护工

具，增加了维

修的难度；维

修难度加大，导致维修时间和精力

增加，将直接影响产量造成巨额损

失；此外，如果轴承损坏，购买替

换轴承的费用以及因货期而导致的

生产停滞也将显著增加运营成本。 

　　在过去的 5年中，铁姆肯公司

为国内数家知名采煤机制造商提供

了 TIMKEN®双列双内圈圆锥滚子

轴承（TDI），以替换损坏的原始配

套的调心滚子轴承（SRB）。2009

年，铁姆肯公司

又为太原矿山

机器集团有

限 公 司 的

长臂采煤

机截割头

特别定制

了



11

Timken Success Story Collection 铁姆肯公司成功案例集锦

TIMKEN®双列双内圈圆锥滚子轴

承。轴承外形上基本与以前的调心

滚子轴承完全一致，解决了替换轴

承的安装问题。经过一年多的实际

应用，TIMKEN®双列双内圈圆锥

滚子轴承有效帮助太矿制造的长臂

采煤机避免了意外停机，对连续性

生产起到了关键作用。 

　　之所以有这么多知名设备制造

商选择 TIMKEN®双列双内圈圆锥

滚子轴承（TDI）应用于长臂采煤机

截割头,是由于该轴承与传统的调

心滚子轴承（SRB）相比，有着明

显的优势：

　　轴向窜动量小。相比SRB，

TIMKEN®TDI的游隙是通过隔圈

来进行精密控制的，通过精密计

算，可以很好控制轴向窜动量。

由精确计算获得的数据表明，

T D I在运行中的平均窜动量为

0.085mm，比SRB的1.05mm要

小得多。而且，TIMKEN®TDI安

装后的游隙可以是负的，而 SRB

是不允许在负游隙下运行的，否则

会引起轴承烧伤。 

　　抗冲击载荷能力强。目前市场

上标准的 SRB均采用高碳钢作为

原料，经过全淬透热处理后，内外

硬度一致，当遇到比较大的冲击载

荷的情况下，容易产生裂纹甚至直

接碎裂。TIMKEN®的标准TDI的

原材料为低碳钢，采用的热处理工

艺为表面渗碳，这样生产出来的轴

承的特点是表面坚硬耐磨而内部较

柔软，能缓冲所受冲击载荷，避免

出现冲击裂纹。

　　能承受更大的轴向力。 

TIMKEN® TDI为纯滚动设计，运

行时摩擦和转矩都比低于 SRB，

从而其承受轴向力的能力要远远高

于SRB。

　　润滑性能更好。TIMKEN®

TDI有自润滑泵吸效应，即滚子

在转动时能够自动把润滑油从滚

子小端沿着滚子体带到滚子大端

面，实现对滚子和滚道的润滑。此

外，在表面光洁度相同的条件下，

TIMKEN®TDI相对SRB能带来更

好的润滑效果。 

　　由于 TIMKEN®TDI独有的优

质特性，国内外大部分制造商在新

开发大功率的采煤机时纷纷采用了

铁姆肯公司的 TDI设计。素以圆锥

滚子轴承（TRB）著称于世的铁姆

肯公司，凭借其对客户产品深刻的

理解和自身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帮助

采煤机制造商实现了技术上的革

新，成功地使圆锥滚子轴承成为采

煤机截割头轴承选型的主流方案。

采煤机截割头轴承应用的新时代已

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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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长寿命  更多节省

客户：中信重工集团

市场：水泥

应用：立磨、辊压机、破碎机

铁姆肯公司优势：

• 高可靠性和长寿命的圆锥滚子轴承、圆

　柱滚子轴承和调心滚子轴承

• 为客户定制增强型产品，包括 TIMKEN® 

　DuraSpexx™功率密度轴承、抗磨粒轴

　承和固态润滑轴承

• 节省成本的轴承修复业务

　“让轴承的使用寿命长一点，再长一点”，“万一轴承出现
损坏，要是能够进行快速而有效的修复，最大限度地延长使用

寿命就好了”……这些应当是众多水泥立磨客户共同的心声。

　　在水泥生产过程中，立磨设备面对的粉尘污染、高温低速

和润滑不足的恶劣环境无时无刻不对轴承的正常运行构成威

胁。一旦轴承出现损坏，除需支付更换新轴承的成本，数天的

更换时间带来的停工影响也会令厂商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所以许多水泥厂商乐于选择铁姆肯公司的轴承，因为铁姆

肯公司在水泥行业拥有超过60年的技术和服务经验。针对水

泥行业标准成熟的立磨机型，铁姆肯公司可以提供调心滚子轴

承、圆柱滚子轴承、圆锥滚子轴承、调心推力轴承以及圆锥推

力轴承在内的全系列轴承产品，这些产品均由精选的优质钢材

制造，具备超强稳定性和长久的使用寿命。

　　轴承定制也是铁姆肯公司的又一优势所在。针对水泥厂商

自主研发设计的立磨机型，我们可以根据客户提供的空间尺寸

以及设计承载能力等参数量身设计所需轴承。如国内著名的中

信重工集团，在开发国产最大立磨的设计初期，铁姆肯公司应

用技术团队便参与其中，根据客户机型的特殊要求提出具有针

对性的设计方案。经过反复的实验验证，最终为中信重工提供

了定制化的增强型产品——TIMKEN® DuraSpexx™功率密度

系列轴承。该轴承采用铁姆肯公司拥有专利的钢材和工程表面

技术，在同等工作环境下可以将轴承疲劳寿命延长至标准轴承

的两倍，并将承载能力提高23％。



1�

Timken Success Story Collection 铁姆肯公司成功案例集锦

　　除了TIMKEN®DuraSpexx™轴承，铁姆肯公司开发的

增强型产品还包括：TIMKEN®抗磨轴承，即使在立磨等粉

尘污染严重的应用环境中也能长时间正常运转，延长设备维

护时间、减少成本高昂的停机时间从而提高产量；TIMKEN®

固态润滑轴承，在滚动元件之间填充固态润滑剂，可在很

大程度上减少滚子与滚道之间的相对运动，延长轴承使用寿

命。这些产品可以帮助客户有效应对苛刻应用环境的挑战。

　　铁姆肯公司不仅能为水泥立磨设备提供完善的产品系

列，还可以为水泥液压辊压机以及破碎机等设备提供全方位

的摩擦管理解决方案。无论在世界何地，铁姆肯公司全球统

一的质量标准可确保轴承设计和制造品质的一致性。

　　此外，铁姆肯公司提供的专业轴承修复业务也能帮助水

泥客户有效地提高生产力和降低成本。铁姆肯公司的轴承修

复服务计划能够为客户在较短时间内将旧轴承修旧如新，解

决新轴承短缺时期的使用需求。一般而言，客户通过修复轴

承可以节省50%-90%的成本与时间，而且能获得与新轴承

同样出色的性能。

　　铁姆肯公司每年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超过6000万美元，

加上 60多年的水泥行业技术经验，我们拥有该领域的领先

技术。通过不断提供各种创新的技术和产品，解决应用中的

各种难题，我们帮助客户达成所愿：更长的轴承寿命、更节

省的生产成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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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冶金工
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冶

金工业的迅猛发展离不开高性能高可靠性

的设备。轧机、连铸机等主要设备的高效

运转是确保产量和效益的根本。一旦故障

停机，每天的损失将数以千万计。

　　作为一家拥有90多年钢材生产经验

的轴承制造商，铁姆肯公司深知轴承对钢

材设备正常运转的重要性。凭借深厚的轴

承知识与丰富的钢材生产经验，铁姆肯公

司研制的包括四列圆锥滚子轴承、四列圆

柱滚子轴承、密封辊颈轴承、调心滚子轴

承等各种高品质轴承不但被众多国际知名

设备制造商广泛采用，也获得了中国客户

的普遍青睐。    

　　今天，在中国各主要冶金企业的制造

基地中，您都可以找到铁姆肯公司的产

品，从大型板带轧机的大型圆锥滚子和圆

柱滚子轴承到连铸机的小型调心轴承。宝

钢的5米厚板轧机，马钢的热连轧机，均

配备有TIMKEN®轴承。

1�

客户：宝钢、马钢

市场：冶金

应用：轧机、连铸机等冶金设备

铁姆肯公司优势：

• 性能稳定的高品质轴承

• 丰富的钢材制造经验

• 完善的整体解决方案

冶金企业的可靠伙伴



　　随着中国冶金行业技术升级的逐步完

成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进一步深化，冶金

企业对供应商的服务模式提出了更高要

求，对成本更加关注，采购更加理性。而

追求不断创新的铁姆肯公司与时俱进，针

对冶金企业的特点，将轴承、齿轮、润

滑、密封、维修、状态监测以及培训等产

品和服务全面整合，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

方案，帮助客户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绩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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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齿轮箱，工业设备里动
力和速度传输任务的承担者，在工

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而

喻。而轴承作为齿轮箱中的主要零

部件之一，在动力传动技术发展的

各个阶段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众多齿轮箱制造商心目中，

铁姆肯公司的高品质轴承是值得信

赖的理想选择。悠久的历史铸就了

丰富的经验，创新的设计和精湛的

制造工艺让产品质量和性能卓越不

凡，铁姆肯公司凭借诸多优势帮助

客户改善设备性能，降低总体成

本，提高经营业绩。

完美啮合

1�

客户：SEW公司

市场：动力传动

应用：工业齿轮箱

铁姆肯公司优势：

• 精湛的制造工艺，满足严格的

　质量标准

• 本土制造基地，及时响应用户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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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SEW公司，齿轮箱行业

的巨擘，在经过与铁姆肯公司多

年的接触后，2009年开始为其在

中国生产的重型工业齿轮箱选择了

铁姆肯公司的圆锥滚子轴承、圆柱

滚子轴承和调心滚子轴承等多种产

品，打开了两家公司在全球范围内

广泛合作的良好局面。

　　如同齿轮箱在使用初期需要磨

合，铁姆肯公司与SEW公司也经

历了一段“磨合”期。铁姆肯公司

各部门团队通过不懈的商务和技术

交流逐步使SEW公司对铁姆肯公

司在中国的各项能力建立了充分的

了解和信任。双方在接触过程中发

现各自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不谋而

合。SEW正大力发展工业齿轮箱

业务并迅速扩大在中国的制造能

力，将中国视为未来重点发展地

区。而铁姆肯公司也将中国视为第

一战略高地，不断加大投资，扩充

本地生产的产品种类和尺寸。铁姆

肯公司的发展战略可以说为SEW

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因

此，在经过“磨合期”后，铁姆肯

公司与SEW公司的合作正日渐顺

畅，恰如齿轮间的完美啮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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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盾构机行业，提起铁姆肯公司的名字可以说是无人不
知，因为铁姆肯公司的圆锥滚子轴承广泛应用在盾构机的刀具

中，为确保盾构机正常运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体型庞大的盾构机面对各种复杂的地质构造和地层岩性时，

作业工时利用率（即净掘进时间与总的施工时间的比值）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刀具状态的可控性。据统计资料表明，刀具更换占总

工作时间的比值变化范围可达4%-26%。所以，要提高工时利用

率、保障施工进度，让刀具更换时间达到最低是一个直接方式。

刀具上安装的轴承是影响刀具质量和使用寿命的主要因素之一，

高性能和长寿命的轴承可以有效降低换刀率，提高掘进时间。实

践证明，当刀具配备TIMKEN®圆锥滚子轴承时，其工作效率就

TIM KEN®轴承，
盾构机市场独领风骚

客户：武汉江钻工程钻具有限责任公司 　

　　     洛阳九久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探矿机械厂

市场：工程机械

应用：盾构机刀具

铁姆肯公司优势：

• 独有纯净钢材、表面渗碳技术、滚道修

　型工艺

• 质量稳定，使用寿命达一般轴承的3倍

• 降低换刀率，提高掘进时间



有了可靠的保证。因为 TIMKEN®圆锥滚子轴承选用了铁姆肯公

司特有的纯净钢、表面渗碳技术以及滚道修型工艺等，品质优

异，可以经受各种恶劣工况的严峻考验。

　　在成都一号线地铁某标段的施工中，客户发现刀具中配置

了 TIMKEN®圆锥滚子轴承的盾构机在硬岩工况中，即便掘进

里程高达 1200米也无需更换新的轴承。相比普通轴承而言，

TIMKEN®轴承的使用寿命至少是2至3倍。

　　数倍的使用寿命意味着巨额的成本节省。以全长 18.46公

里的秦岭特长隧道来说，TIMKEN®轴承的出色表现显著延长了

轴承更换周期，有效降低了在复杂而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停机维

护带来的巨额损失，降低了整体运营成本，并为工程如期竣工

做出了贡献。

　　因此，无论是国际上众多知名的盾构机企业，还是武汉江钻

工程钻具有限责任公司、洛阳九久技术有限公司、成都探矿机械

厂等国内领先的刀具制造商，TIMKEN®轴承都是他们的首选。

　　在中国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今天，四通八达的地铁网

络、穿山越岭的铁道线路都离不开盾构机的使用。而 TIMKEN®

轴承将伴随盾构机在施工现场奋力掘进，不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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