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齿轮传动的
摩擦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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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铁姆肯公司

　　铁姆肯公司 (NYSE: TKR, http://www.timken.com.cn/) 让世界不断运转，

其创新的摩擦管理和动力传动产品及服务是帮助持续工作的机械设备实现高

效、可靠运转的关键。

　　110多年来，铁姆肯公司始终在轴承、动力传动和特种合金钢的研发和生

产方面位于技术创新和高效节能的前沿。公司在高性能材料以及高能效动力

传动领域所具有的广博的专业知识，广泛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航空

等众多重要行业中。公司亚太区总部设在上海，拥有员工数千名。在大中华

区，公司设有多家大型制造基地、办事机构以及物流、工程和服务中心。

　　为更好地为国内外客户提供全面服务，公司还建立了两家服务于售后市

场的业务实体，分别提供高端动力传动产品的一站式销售服务，以及综合维

护解决方案。公司还在中国设立了一家工程技术培训中心，在不断增强自身

专业力量的同时，积极与中国客户分享公司长期积累的专业经验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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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优势

　　凭借专业的材料科学和精密制造技术，铁姆肯公司研制出各种高品质轴承，

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齿轮传动设备。冶金技术、轴承的内部几何设计和润滑技术

的不断进步都大大提高了Timken®轴承的寿命和可靠性，确保齿轮传动设备在极

端恶劣的环境下也能最大限度地连续运行、减少停机时间，从而帮助客户降低成

本、创造价值。此外，铁姆肯公司全球范围内任何一家工厂的产品都严格遵循全

球统一的质量标准，确保其产品的质量和互换性。

优势：

●   供货范围遍及全球

●   高品质的产品

●   先进的轴承技术

●   全面的产品范围

●   数十年的齿轮传动行业经验

●   全球的应用技术支持

专业知识，服务工业齿轮传动行业

大型齿轮箱

工业齿轮箱

马达减速机

小齿隙
行星齿轮箱

行业经验

　　齿轮传动设备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其类型和尺寸多样，需要满足不同行

业的各种应用要求。齿轮传动设备也因此成为轴承最为挑战性的应用场合之

一。铁姆肯公司的工程部门始终致力于不断提高齿轮传动产品的功率密度和性

能。创新的速度，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和对齿轮传动行业需求的深刻理解构筑

了铁姆肯公司优异表现的基础。几十年来，Timken®轴承都在为动力传动技术

的进步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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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应用

斜齿轮/螺旋伞齿轮/伞齿轮/齿轮箱

　　如今标准齿轮部件的生产程序都已

经开发成模块化的制造系统，以缩短项

目开发时间。它们适用于水平和垂直的

安装设计以及各种尺寸。

　　齿轮传动工业中最先进的技术已应

用在齿轮的外形、齿面形状、齿轮加工

和齿面处理等各个方面。再结合先进的

冶金和摩擦学技术，齿轮部件在同样的

输出扭矩下，有更高的功率密度，同时

也减小了齿轮箱的尺寸。所有 Timken®

轴承都能够达到全球齿轮传动工业的最

新标准。

行星齿轮箱

　　行星齿轮箱是动力传动中最紧凑的

解决方案，该名称源于其齿轮转动方式

类似于太阳系的转动。

　　行星轮系包括一个位于中央的太阳

轮，一个带有内齿的齿圈以及3到5个

与太阳轮和齿圈相啮合的行星轮。

　　行星齿轮箱的特点是扭矩大、尺寸

小、重量轻、效率高。它通常采用1到3 

级传动或锥齿轮、斜齿轮来达到更高的

传动比和安装柔性。

　　行星齿轮箱有轴式安装、底座式安

装和法兰式安装等设计来满足各种工业

应用的需求。

马达减速机

　　马达减速机是齿轮传动设计中最常

见的类型之一。它的特点是采用了模块

化的紧凑设计，具有更高的性价比和适

于各种应用需要的安装方式。

　　常用的近轴式马达减速机包括斜交

轴式、平行轴式和行星式。它们的特

点是采用了1到 3级传动，工作效率很

高。斜交轴式的减速机是标准的近轴式

设计，而平行轴式对于安装空间有限的

应用场合非常合适。

　　直角马达减速机有螺旋锥齿轮式和

螺旋蜗轮式两种设计。前者是一种节能

型方案，而后者的特点是在 1级传动下

都能有较高的减速比和低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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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齿隙齿轮驱动

　　小齿隙齿轮传动的应用场合要求颇

高—— 更大的角加速度、更高的扭转刚

度、更精确的定位和速度都需要相应的

先进技术。在这种应用条件下，最佳选

择就是采用小齿隙行星齿轮机构或者行

星锥齿轮箱与动态同步伺服电机相结合

的解决方案。

　　和标准的齿轮传动相比，小齿隙齿轮

传动要承受更大的径向力和更高的功率密

度。这些条件也对轴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铁姆肯公司通过自身在应用工程领域

的专业技术，能为精密齿轮传动制造商提

供高品质的轴承。我们能帮助客户降低摩

擦扭矩，特别是对于那些高速输入轴。

蜗轮变速箱

　　蜗轮变速箱是一种典型的传动技术

方案，它可以满足从小型马达减速机到

中型工业齿轮箱的力矩传输范围。 

　　该系统具有良好的抗冲击性、吸振

性以及噪音低等特点，能实现大减速比

的1级传动。相对于多级变速齿轮箱，只

有少量零部件的蜗轮变速箱更具价格竞

争力和运转可靠性。 

　　齿轮系统承载能力的不断提高归功

于现代润滑技术的应用。该技术同时也

缩小了蜗轮变速箱和螺旋锥齿轮变速箱

在传动效率上的差距。 

　　标准的蜗轮变速箱几乎可用于所有工

业领域，也可按照客户要求进行定制，比

如在电梯和自动扶梯驱动装置上的应用。

大型齿轮箱

　　大型齿轮传动系统是专为低速、大

扭矩的应用条件而设计的。大型的斜齿

轮传动机构的输入轴和输出轴之间至少

有1米宽的间距，而大型行星齿轮机构的

特点是其行星架的直径至少为1米。

　　典型的应用例如：水泥生产设备、

钢铁厂、造船及风力发电行业。这些大

型齿轮箱因为要求绝对的可靠性和运转

平稳，所以质量要求非常苛刻，这可通

过齿面硬化处理、研磨及齿轮的精密加

工和与轴匹配的高质量的轴承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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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产品

调心滚子轴承

　　调心滚子轴承有两列滚子，因此通常具有较大的径向承载能力。与调心滚

子相匹配的内外圈球面滚道使轴承能够补偿在旋转轴和轴承座之间的适度的

偏心。

　　铁姆肯公司的调心滚子轴承有多种系列，可以在各种载荷和速度的应用条

件下使用。

　　在这个产品的系列中包含了两种主要设计：CJ型和YM/YMB型。CJ 型轴

承内置了一个窗型冲压钢制保持架，它有着较长的使用寿命和额定承载能力。

YM型轴承内置的由滚子支撑的黄铜保持架经过了精密加工，专为恶劣的工业

环境所设计。

圆柱滚子轴承

　　Timken®圆柱滚子轴承中的关键尺寸都经过专业设计（如滚子和滚道直径

以及接触面的几何参数）以此来承受径向重载荷，铁姆肯公司可生产各种公制

和英制尺寸的圆柱滚子轴承。

　　虽然最常使用的是单列圆柱滚子轴承，但铁姆肯公司同时也提供在齿轮传

动中常用的各种双列以及大型的圆柱滚子轴承。这些轴承也可以特别定制以便

用于大型齿轮箱或轻质合金及小型齿轮箱中。

　　铁姆肯公司EMA系列圆柱滚子轴承是我们为满足客户需求而不断创新的

结晶，其超凡性能来源于独特的机加工黄铜保持架设计，内部几何构造，以及

特殊的表面处理。这些创新设计显著提高了轴承的额定承载能力，并延长轴承

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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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壁型圆锥滚子轴承

　　在一些要求厚度小、直径大的应用场合中，薄壁型圆锥滚子轴承能够满足

需求。高功率密度的行星齿轮传动是薄壁型圆锥滚子轴承应用的典型场合。

圆锥滚子轴承

　　铁姆肯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圆锥滚子轴承制造商。在公制和英制系列方

面，有各种尺寸的标准轴承和特殊设计的轴承：单列圆锥滚子轴承的应用最

为广泛；双列和带法兰的圆锥滚子轴承完善了我们在工业齿轮传动领域中的

产品范围。

　　这些轴承在减少停机时间、延长使用寿命、确保设备的有效运行方面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们可以承受很高的轴向和径向载荷，并且通过调节可以

优化各种应用所需轴承的设定。这样就能减小齿轮轴的轴向移动，改善齿轮

的对中。这些特点对于轻质合金和小尺寸的齿轮箱提高可靠性、降噪和延长

系统寿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双外圈类型的双列轴承（TDO）

　　TDO 轴承适用于重载齿轮机构以及其它很多应用场合。这种轴承既可用 

于固定端又可用于浮动端。它有一个双滚道的外圈和两个单滚道内圈，通常情

况下还会有一个内圈隔圈共同组成一个游隙已经预设的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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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纯净钢技术、优化的表面轮廓和表

面处理技术的发展，现在的小轴承和40

年前的大轴承有着相同的承载能力和使

用寿命. 这就是说，现在的轴承尺寸减少

了 50%，重量减轻了 76%。

高承载系列轴承

　　对于一些例如齿轮传动的重载应用场合，铁姆肯公司能提供一系列高性

能的圆锥滚子轴承。它们经过了特殊设计，比普通轴承使用寿命更长，如

Duraspexx™ 系列轴承。

　　Duraspexx™ 系列轴承除了可提高可靠性，减少停工时间外，它能达到传

统 Timken®轴承 2倍的理论寿命，其承载能力也比传统的 Timken®轴承高出了

23%。只需要简单地装入 Duraspexx™ 系列轴承就能使您现有的安装空间产生

更多的功率。

　　这种功率密度理论能实现可观的成本节约：在承载能力不变的情况下，可

减小轴承、轴、齿轮、轴承座及相关零件的设计尺寸，大大地降低整个系统的

成本；或者在不必重新设计整套系统的前提下，获得更高的马力和力矩输出。

在标准的交货期内，铁姆肯公司能提供的 Duraspexx™系列轴承的尺寸范围同

样相当广泛。

Duraspexx™系列轴承的特点包括：

●   增强型材料，降低钢材杂质造成的损害。

●   超精研磨加工，在高温及润滑油膜太薄时，降低表面剥落或疲劳。

●   设计带凸度的几何修形，在高载荷和/或偏心的情况下均匀地分布应力。

创新技术

先进几何修形

标准几何修形

偏心量

先进几何修形对轴承疲劳寿命的影响

超精研磨

标准表面处理

综合表面粗糙度

超精研磨加工对轴承疲劳寿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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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表面处理技术

　　铁姆肯公司掌握了一系列特殊表面处理技术，它增强了齿轮的承载能力及

其整体性能。这种涂层技术能在所有工业用齿轮传动领域中加以应用。将铁姆

肯公司的特殊表面处理技术结合到设计中，可提高大功率齿轮箱新产品的附加

值，它能使现有系统产生更大的扭矩和功率。其结果是提高了齿轮和轴的工作

性能，使整个设计的系统运行得更好、更高效。

　　无论是斜齿轮、直齿轮、锥齿轮或蜗轮，铁姆肯公司的特殊表面处理技

术团队将和客户一起协作，结合现有技术最大限度地优化产品性能。凭借涂

层工艺，铁姆肯公司的特殊表面处理技术能使齿轮的耐刮伤和抗磨损能力提高 

30％，而且显著提高齿轮的输出扭矩和疲劳寿命。铁姆肯公司可提供 4种不

同的表面处理技术以满足各种应用要求：

经特殊表面处理的调心滚子轴承

ES10/20

表面形状优化处理：在润滑不  

良的环境下减少磨损和摩擦

ES30

表面形状优化处理：在润滑不

良的环境下减少磨损和摩擦，

提高疲劳寿命

ES200

普通的硬化涂层以减少摩擦：提高

轴承在滑动摩擦中的表面耐刮伤和

抗腐蚀能力，延长轴承在滚动摩擦

中的疲劳寿命

ES300

硬化涂层以减少摩擦：提高轴承在

滚动摩擦中的表面耐刮伤及抗腐蚀

能力，大大延长了产品的疲劳寿命

仅对齿根进行特殊表面处理的

行星齿轮箱中的太阳轮



10

服务

修复

　　铁姆肯公司在中国无锡设立的工业服务中心已于2006年投入运营，为中国

客户提供各类工业传动产品修复服务。

轴承修复

　　与更换新轴承相比，每一套修复的轴承都会为您节省一笔不菲的开支。待

修轴承经过清洗、解体、检验、滚道磨削或更换内外圈、新滚动体制造或原滚

动体磨削、滚动体更换、装配、游隙调整、检验包装等全面严格的修复流程，能

达到新品的使用性能，全面满足用户使用要求，为您节约大量的轴承采购费用。

万向节修复

　　铁姆肯公司专业优质的万向节修复服务能让修复后的万向节获得与新品近

似的性能与品质，并能通过选用Timken®的轴承钢并对万向节中轴承的结构改

型和优化来提高万向节整体的运行性能和耐用性。经由我们修复的万向节产品

在全球各地的钢铁、工程机械、造纸等行业各类重型设备上安全应用。根据万

向节的受损情况，我们提供不同程度的专业维护检验修复和全面修复服务。相

较采购新品而言，这将是更加经济、更加快捷的生产保障措施。

专业培训

　　帮助客户保持系统平稳运行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客户掌握轴承安装与维护的

知识。铁姆肯公司的轴承培训计划向客户的维护人员传授深入的轴承知识。其

结果就是：随着对轴承的运行情况、轴承与其他系统部件的相互作用以及如何

利用轴承损伤分析方法诊断并排除潜在问题等知识的深入了解，客户的维护队

伍可以提早地作出响应。

　　铁姆肯公司轴承专业培训课程可以在铁姆肯公司的工厂或客户的现场进

行。在课程中，维护人员可以掌握：

●   正确的轴承拆卸与安装方法

●   轴承维护程序

●   轴承损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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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状态监测产品、可靠性维修服务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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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性状态监测产品：

●   无线状态监测系统 StatusCheck®

●   远程无线状态监测系统（Remote 

  Monitoring）

●   其他连续性监测方案CMM、CMS、

  CMT和Online Intelligence System

便携式状态监测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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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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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轴承的安装和拆卸服务

可靠性咨询服务

●   维修策略分析

●   工单优化分析

●   维修流程优化分析

●   各种轴承设计

●   金相组织改变对轴承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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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润滑剂

轴承相关产品

安装维护工具

润滑器

工业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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