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就卓越

制浆和造纸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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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信赖的品牌
　　经过100多年的努力，铁姆肯公司在质量、技术和创新方面铸就了优良的传统。数不胜数的客户认证足以证明，我们的产品深受客

户信赖。

　　Timken®品牌也反映出Fafnir®系列产品享誉全球的品质。借助这些品牌从设计到分销的优势，铁姆肯公司正在为造纸业和林业客户

推出更多选择方案。

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支持
　　铁姆肯公司为造纸行业设计和供应轴承的历史超过70年，因而拥有丰富的经验。铁姆肯公司的工程团队与客户紧密合作，帮助他们

确定最佳轴承设计方案。工程师还可以给客户推荐适合的密封方案、润滑方式、润滑补给量以及间隔时间。

　　复杂严苛的加工环境是制浆和造纸业面临的一大现

状。恶劣的应用环境会损伤甚至损坏轴承等关键部件，导

致产能降低。因此，每当需要性能可靠、耐用的轴承产品

从而实现持续生产时，制浆和造纸业客户都会向铁姆肯公

司寻求摩擦管理解决方案。铁姆肯公司为锯木机、制浆设

备、纸机、瓦楞机和其他加工设备提供全系列的轴承产品

以及与轴承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3   带W40I后缀的调心滚子轴承

主要应用： 烘缸

4  ADAPT轴承

主要应用：烘缸

5  三环轴承

主要应用： 可控中高辊

2    中小尺寸调心滚子轴承

    （内径<220mm）

应用包括

•  导毯辊

•  导网辊

•  驱网辊

湿部轴承解决方案

•  TDC™防锈轴承在潮湿的环境中具备优

秀　的抗腐蚀能力。订购时，将W8后缀

码　添加到零件编号中。

2  带W906A后缀的纸机专用

    调心滚子轴承

应用包括：

•  真空抽吸辊

•  压榨辊

•  可控中高辊

•  伏辊

•  扬克缸

•  压光辊

•  超级压光辊

•  软压光辊

•  压花辊

纸机应用
在纸机生产线中，铁姆肯公司可提供纸机专用调心滚子轴承、创新的ADAPT轴承以及中小尺寸标准调心滚子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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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进的部件

　　更好的表面光洁度和机加工黄铜保持架，改善了润滑效果，强化了整体设计。

广泛的供货范围

　　这种带W906A后缀的调心滚子轴承有很多系列和尺寸供客户选择。下图，仅列出了部分

压榨辊常用的零件编号。

W906A 的优势

表面渗碳的部件

　　测试表明，表面渗碳工艺使轴承在高应力应用中寿命增加两倍。良好的韧性使轴承不易开裂，可耐受污染、杂质、急剧温升等恶

劣条件引发的损坏，并能避免代价高昂的轴颈损坏。

载荷能力最大化

　　内部几何经过改进，滚子直径更大、轴承承载能力更强，可延长正常运行条件下轴承的使用寿命。

更高的运转精度

　　先进的制造技术将轴承的运转精度控制在P5级，径向跳动值仅为竞品的四分之一。通过对径向跳动值的精确控制，减少了振动，

改善了纸张产品厚度的均匀性。内圈和外圈上都标出了高点，为精确安装提供指引，从而尽可能提高运行的精度。

纸机专用的带 W906A 后缀的 Timken® 高性能调心滚子轴承

　　铁姆肯公司造纸行业专用调心滚子轴承采用表面渗碳的热处理工艺，有助于抵消轴承内部产生的表面拉应力。压榨辊、真空辊和压

光辊独特的运行条件使得轴承的内圈滚道和滚子承受巨大的表面应力。轴承安装过程中由内圈与轴之间过盈配合形成的环应力也使得情

况更加复杂。全淬透轴承在这些应用中容易产生开裂。这些都会导致轴承过早损坏并造成代价不菲的停机时间。

230 系列 23072K 23076K 23080K 23088K 23096K 230/500K 230/530K 230/560K 230/600K 230/630K 230/670K 230/850K

231 系列 23172K 23176K 23180K 23184K 23188K 23192K 23196K 231/500K 231/530K 231/560K 231/630K 231/670K

232 系列 23260K 23264K 23268K 23272K 23276K 23280K 23284K 23292K 232/500K 232/530K 232/560K 232/670K

239 系列 239/600K 239/710K 239/750K 239/850K

压榨辊常用的带W906A后缀的Timken®调心滚子轴承 

订购时，仅需将编号“W906A”添加到轴承代码之后，如23072KEMBW906AC3或231/530KYMBW906AC3。

先进的工程表面技术——进一步提升纸机性能

　　通过对轴承的滚子进行工程表面处理，能够延长轴承在低速条件下的寿命，并且在润滑不良的环境下延缓轴承损坏。这种轴承设计

有助于承受造纸设备中常见的滚子滑移、打滑和擦伤磨损，同时将疲劳寿命延长到标准轴承的两倍。

　　铁姆肯公司针对造纸设备提供带有这种工程表面的各类轴承产品。纸机上大尺寸轴承通常在较低的速度下运转，无论是在标准工况

下，还是在低速爬行工况下。在低速情况下，滚子在轴承中的滚动运动会停止，导致保持架推动停止旋转的滚子在滚道中滑动运行。滚

子停止转动时，润滑膜会破裂，形成金属与金属表面直接接触，进而使轴承发生打滑和擦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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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造纸烘缸设备的 ADAPT™ 轴承

　　这款轴承是一种设计用于造纸烘缸的创新轴承产

品，ADAPT轴承经过实践检验且易于安装，可安装用作

浮动端滚子轴承。它融合了圆柱滚子轴承轴向的优异的

浮动能力和调心滚子轴承的偏心能力。轴向浮动和偏心

能力相互独立，使得ADAPT轴承在应对最大轴向位移的

同时还可适应+/-0.5度的偏心。

　　浮动端的ADAPT轴承与固定端的Timken®调心滚子

轴承配合使用，能够延长轴承寿命，同时解决偏心和轴

向热膨胀问题。

30% 3.5-7% 5-10°C 5-10%
寿命

延长

额定载荷

提高

运行温度

降低

摩擦扭矩

减少

安装时间更短 

　　如果使用ADAPT轴承，则在安装时

无需预先偏移，也无需测量。因此，相比

其他品牌的同类轴承，ADAPT的安装时

间更短。

互换性强 

　　ADAPT轴承可与同系列的调心滚子

轴承和圆柱滚子轴承互换。

　　ADAPT采用与调心滚子轴承相同的

轴承座设计。

外圈带润滑油槽和孔 

　　带W33润滑槽的ADAPT轴承可以

采用通过外圈供油的方式来润滑。

ADAPT™ 轴承的优势

Timken ADAPT轴承型号命名法

与调心滚子轴承相同，外圈带有润滑槽和润滑孔

钢保持架引导滚子进出

载荷区

在轴发生热膨胀时，圆柱

内圈可以轻松轴向移动，

不会增加轴承载荷

专利化设计的外圈

和滚子优化了载荷分

布，最大限度地减少

了轴承应力并满足轴

承偏心要求

TA =“Timken ADAPT”

保持架设计

空白 = 钢制保持架（标配）

V =  满装滚子

M = 机加工铜保持架

标准ISO系列和孔径代码

例如：和23460具有相同外形尺寸

内孔形式

空白=直孔

K=锥孔

修改代码

W33=润滑油槽/油孔

W906A=内圈渗碳并具有更好的运行精度

径向初始游隙

TA 31 60 K M W906A C4

纸机烘缸轴承举例：TA3144KW906A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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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ken® 带座轴承单元

高性能 Timken® 调心滚子轴承 

    从内径25mm到1500mm，铁姆肯公司能提供各种尺寸的钢制保持架或铜质保持架高性能调心滚

子轴承，满足制浆和造纸等重工业对轴承的严苛应用需求，给您带来更佳的运行和绩效。

优化的载荷分布

　　先进的内部设计减小了内部应力，优化了载荷分布，从而将磨损降至最低。

更少的摩擦

　　降低的表面粗糙度有助于改善润滑效果，有效避免金属

表面直接接触，从而使轴承运行温度更低。

更坚固的保持架*

　　表面渗氮处理的钢制保持架具有更高的表面硬度，

更耐磨损，对冲击和的防护效果更佳。

*只有铁姆肯公司将这些特性作为标准配置应用于全系列调心滚子轴承产品线。

SAF带座轴承单元 

轴径20毫米至380毫米。

SNT带座轴承单元

轴径20毫米至380毫米。

带座球轴承单元

轴径12 毫米到 90 毫米。

E型带座圆锥滚子轴承单元

轴径35毫米到 125 毫米。

一体式带座调心滚子轴承单元 

轴径 35 毫米到 180 毫米。

浆线应用
　　在浆线的诸多设备中，铁姆肯公司的产品一直发挥着可靠性能。从剥皮机和切片机到输送系统和浆筛，铁姆肯公司提供全系

列的轴承产品帮助制浆设备持续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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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ken®圆柱滚子轴承 

　　最大限度减少拖拽、减少发热、提供更优性能、更长使用寿命以及减少维护和停机时

间，这些是检验真正精良轴承的标准。我们全面的圆柱滚子轴承产品线——包括单列、

双列、多列、以及满装滚子设计——可帮助客户延长设备寿命，降低维护成本。

EMA高性能机加工黄铜保持架，采用挡边引导保持架，可降低工作温度。

广泛应用于制浆设备的各种泵和齿轮箱。

Timken® 球轴承 

　　从电机到泵和各种齿轮箱，Timken®球轴承应用极其广泛。

深沟球轴承可在各类载荷条件下以相对较高的速度运转。

不同设计形式的角接触设计可同时承受径向和轴向载荷。

Timken®圆锥滚子轴承 

　　并非所有轴承都需要面对重载或高污染等严苛工况。但当遇到这类挑战时，Timken®

圆锥滚子轴承可担起重任——其单列、双列及四列配置多达数千种组合，可从容应对各

种径向载荷与轴向载荷。定制化的几何尺寸、表面工程处理以及不同的密封圈设计可进

一步提高性能。

功率密度更高意味着可通过更小、更轻的轴承实现更高性能。

寿命长、总体拥有成本低的特性在业内名列前茅。

纯滚动设计可实现速度更快而滚子倾斜和打滑更少。

业内最广的英制和公制尺寸供货范围

广泛应用于各种制浆设备中，比如盘磨，泵以及齿轮箱等等。

Timken® 联轴器 

　　铁姆肯公司还可为制浆和造纸设备提供高性能的联轴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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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产品易于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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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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