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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的 解 决 方 案

经济合算的仓储管理，实用有效的轴承技术

我们的客户很会精打细算。他们很清楚，是否经济合算
并不取决于机器设备的实际购置成本，而是设备整个使
用过程中的总费用。舍弗勒公司的企业经营理念是，我
们的每一款产品都应为客户带来可以衡量的经济优势：
如使用寿命长、生产效率高、节约能源以及噪声降低。

我们不仅是您的可靠供货商，同时更是您的研发伙伴。
作为全套设备供应商，我们可以处理叉车中每个可以想
到的轴承部件。至于所有其它的——也许对今天而言仍
是“不可设想的”轴承部件的挑战，我们的应用技术人员
将欣然应对...

在下面的几页中，我们将邀您浏览一下我们的产品目录
中的标准解决方案及特种轴承解决方案。您将亲眼目睹
我们产品的多样性。如果您没有找到你所期望的产品，
请立即和我们联系。让我们共同实现您的技术远景。

用于底盘的创新方案	 第6-7页

用于升降系统的轴承	 第4-5页

驱动系统的解决方案	 第8-9页

工程能力及服务	 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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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降 系 统

INA门架滚轮经济性

几乎每部叉车都有一个承受较高
动态和静态负荷的升降装置。它
必须能够经受住日常运作中的强
烈碰撞、振动以及恶劣的工况环
境，比如高热、潮湿、灰尘或腐
蚀性介质等。因此，升降装置的
导向机构应当特别结实，并且具
有卓越的夹持能力。为了保证升
降重物的精准移动，必须使门架
和货叉架在低摩擦和几乎无游隙
的状态下进行相互运动。INA门架
滚轮及链条转向滚轮能出色地实
现这项功能。	

INA提供各种带球轴承的门架滚轮
以及用于高载荷的带圆柱滚子轴
承的门架滚轮。

为什么要选择INA门架滚轮？
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回答上述问
题，并且阐述了用户能得到的经
济效益。

门架和链条转向滚轮能够确保升降重物的精准移动

�

不同的外部轮廓：此处的链条转向滚轮带有
用于链条导向的凸缘

当前升降装置都装备了四点接触轴承	
及/或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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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改进外部轮廓的形状和表
面特性，INA门架滚轮能够将其对
门架的磨损程度降至最小程度。

�. 通过所谓的加工余量类型使滚
轮在门架中的径向游隙保持在最
小范围内。为此，INA提供一种具
有三种外径（尺寸分别相差0.1毫
米）的门架滚轮。这些措施提高
了导向的精度，降低了噪音。

可定制的：链条转向滚轮 
升降装置由链条和液压缸升降。
如同门架滚轮，我们也提供由同
样高品质材料制成的改变牵引链
条方向所需的滚轮。滚轮的创新
结构可节约空间并将摩擦降至最
低。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特殊需
求，定制链条转向滚轮，比如调
整滚轮外部轮廓以便适合各种链
条形状。 

1. 与其它滚轮相比，INA门架滚轮
运行更可靠、使用寿命更长。这
是由于INA滚轮是由高纯度的钢材
制成的。或是为之后应用专门调
整过的硬化处理工艺（比如表面
硬化）。当然，为保证滚轮在整
个寿命周期内都能保持润滑，我
们只使用高品质的润滑脂。	

由于其承载能力高，因而门架滚
轮相距可更近，从而实现更大的
升降高度。

2. INA解决方案的另一个优点在于
其紧凑的结构。由于门架滚轮能
够同时承载径向力和轴向力，因
此不需要另外附加推力轴承，从
而留出更多的门架空间。由于结
构紧凑的门架滚轮具有较高的负
荷能力，因此，叉车生产商便能
选择更为窄小的门架——从而减
轻叉车总体重量，改善叉车司机
的视野。 

INA回转轴承可用于叉车属具，比如纸卷旋
转架。

需要维护或免维护：用于门架连接或支承的
ELGES关节轴承

高效防锈：INA支承滚轮，连接处涂有
Corrotect®特殊涂层

运行安全性更高：内啮合回转轴承，比如用
于叉车属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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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盘 系 统

更高效的创新理念：从FAG车轮轴承 …

INA及FAG产品是底盘领域中创新
轴承解决方案的首选。FAG引领着
车轮轴承的趋势——从标准圆锥滚
子轴承到易于安装、无需维护的结
构元件。无论是对三轮或是四轮叉
车解决方案而言，这都是有吸引力
的。 

易于安装，高收益：集成圆锥滚
子轴承JK0S  

在转弯行驶时，三轮叉车被驱动的
后轴的车轮轴承可能需要承受几吨
的轴向负荷。即便在转速最小的情
况下，也要求达到精准的车轮导
向。我们提供的JK0S圆锥滚子轴
承可满足这种高要求：它易于安
装，无需维护，即便在受到碰撞的
情况下也具有很高的承载能力。	

JK0S轴承是一种由一对单列圆锥
滚子轴承组成、可直接进行安装的
轴承元件。各单列圆锥滚子轴承的
一侧装配着摩擦力小的双缘密封
件，其润滑足以满足整个寿命周期
的需要。经过成对安装，则形成一
个两侧密封的轴承结构。	

由于其支承接触点的距离大——明
显大于双列圆柱滚子轴承——因此
这种轴承结构能够有效地承受来自
径向力、轴向力及翻转力的各种负
载组合。	

负荷能力强、无需维护——叉车车轮轴承应该满足这种要求。我们能为此提供经济实用的解
决方案！（照片：Jungheinrich AG)股份公司）

�

JK0S轴承（左）及插入式轴承（右）：
负荷能力强－预先调整好的预紧力－高效
密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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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维护的ELGES关节轴承

免维护的滑动轴承可降低运行成本
舍弗勒集团的ELGES滑动轴承品牌
被认为是免维护的轴承解决方案
中的趋势引领者，拥有其大量成
熟的产品方案。	

其中非常重要的Elgoglide®，它
是免维护的Teflon®滑动层中的一
个产品系列。针对每个应用，我
们都能够由此提供一个适用于特
定运行条件的最佳的滑动涂层方
案。

即使在苛刻的环境条件下，免维
护的ELGES关节轴承及关节同样具
有很高的承载能力，运行安全，
使用寿命长。尤其对于那些向客
户出租叉车并签署维保合同的生
产商而言，ELGES则是节约成本之
选。

转向拉杆的创新解决方案
通常，转向拉杆包含两个需要定
期润滑的滑动轴承。我们的解决	

转向拉杆:	这里可以使用免维护的解决方案

	
方案将为您打开一个更为经济实
用的视野。创意：带有两个免维
护关节轴承的锻造结构元件。优
点：	

• 整个寿命周期内无需维护
• 没有润滑脂,不会污染环境
• 承载能力高
• 用成套结构元件替代单个零件。

久经考验的FAG标准：用于转向主销支座的
硬化处理的圆锥滚子轴承 

由Teflon®及支承纤维构
成的PTFE网状结构 树脂基质

粘贴至钢制支
架表面

支承纤维	

Elgoglide®高效滑动层（原理简图）整个寿命周期内无需维护：ELGES关节轴
承，比如用于转向机构的转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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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 动 系 统

在最小的结构空间内实现高效
用于电机、传动装置、液压装置的组件和系统

作为系统供应商，我们能够针对每
个轴承部件向您提供技术及经济方
面最佳的解决方案。INA和FAG共
同的产品方案提供了完整的产品系
列——从可靠的并且大量生产的标
准球轴承到定制的用于高效传动装
置的紧凑型滚子轴承。	

让电动电机能效更高：FAG的C代
深沟球轴承 

这种C代球轴承已达到AAA能效等
级，因为通过它能降低电动电机
的能耗。与早前型号相比，FAG标
准产品目录中的新一代轴承的摩
擦降低了35％，运行噪音明显更
低。使用这种轴承，不仅能降低
功率损耗，还能降低噪音级。它
将给小型叉车的能效和环境指标
带来完全的改观。	

叉车行业内要求驱动装置运行时效
率高，同时空间结构最小，噪音尽
可能低和无需维护。舍弗勒集团可
以在此领域大显身手，因为不论电
动或是燃料电机，不论传动装置或
是液压装置——其中随处可见大量
的滚动轴承和滑动轴承。

使用该轴承将给您带来经济效益！
摩擦力小的C代深沟球轴承可节约能源

叉车的集成行驶驱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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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您的要求调整：INA和
FAG滚动轴承使驱动装置
高效运行（图片来源：ZF 

Friedrichshafen AG股份公司）

定制的：转盘转向装置的回转轴承
针对三轮叉车的转盘转向装置，
我们向您提供牢固的四点接触结
构轴承。其安装非常简单，只要
用螺钉将轴承外圈拧紧至叉车底
盘架上即可。该轴承能够有效承
受高强度的力和扭矩：轴向作用
的重力，作为翻转力矩作用的加
速和制动力以及转弯行驶时的侧
面导向力。另外，该轴承也能承
受由地面不平整所导致的冲击负
荷。INA回转轴承——一种长使用
寿命的可靠解决方案。

结构紧凑和高效：正如传动装
置——我们的轴承方案同样如此  
紧凑的结构造就了物美价廉的传动
装置，提高了有效负荷，降低了惯
性，从而实现了更高的能效。通
常，留给支承结构的空间通常都很
狭小，因此必须要在很小的空间中
安全地传递高强度的力和力矩。

相同精准性和转速极高的应用：请使用具有保持架的圆柱、滚针或圆锥
滚子轴承

INA和FAG在传动装置轴承方面已积
累了几十年的实践经验，拥有大量
应用技术方面的专业技能。我们不
仅提供用于轴杆的滚动轴承，还可
根据各种使用目的调整解决方案。

	

比如，客户需要适于小型叉车的高
效、价廉的方案。为此，我们提
供元件数量众多的能够精确满足承
载要求的轴承。而对于大型叉车而
言，我们的重荷型轴承能以最小的
空间实现很高的承载能力。我们使
这些轴承达到最高的精准度——特
别是高度精准的行星齿轮传动装置
常有这种要求。

另一个实例是我们的无外圈满装滚
子构成的圆柱滚子轴承，它能够用
于结构非常紧凑的行星齿轮传动装
置。其由集成的止推垫片和轴向固
定环组成的专用固定系统简化了安
装，为用户节约了成本。

结构紧凑：满装滚子，无外圈的轴承	
——	通过最大数量的滚动体在最小结构空
间内实现很高的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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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能 力 及 服 务

全方位服务——对叉车的系统理解 

提供优质服务是我们的传统。作
为舍弗勒集团的客户，您可以获
得关于滚动轴承的全方位的产品
和服务。我们希望您能够利用我
们的系统专业能力提高您的叉车
使用效率！我们乐于向您提供各
种咨询。	

轴承的选择和计算。 通过软件
Bearinx®可将所有INA和FAG轴
承、复杂的轴系统直至完整的传
动装置建立模型，并进行相应的
计算。当然也可以对轴承的内部
负荷分布进行测算——从轴承外
圈应力分析直至滚动体轮廓上的
接触挤压应力。通过轴承参数的
自动变化可得出功率储备。由此	

您便能够迅速得到适于您的工程
应用的技术和经济方面最佳的解
决方案。

技术试验。 我们在自己的检测
中心对我们的产品进行在不同运
行条件下的适用性的测试——测
试对象既包括已成套安装好的轴
承，也包括单个组件和材料。

表面涂层。 如果滚动轴承的涂
层“合适”，它便能更经久耐用。目
前的工况条件要求叉车中的轴承
结构具备有效的防锈保护。我们
推荐使用Corrotect®，它是一种极
其薄的阴极防锈保护涂层，通过
电镀方法获得。该涂层能在冷凝
水和污水的条件下保持稳定。

摩擦学。 得到最佳润滑的轴承明
显比其它轴承寿命更长。因此，
我们始终依据应用情况推荐润滑
材料。我们的推荐范围中包括食
品安全的滚动轴承脂以及具有高
负荷能力的注入EP添加剂的高效
轴承润滑材料。

机电一体化。 凭借对未来的预
期，我们正在针对性地开发机电
一体化的系统和组件。比如可直
接进行安装的用于电动电机的带
传感器轴承。	

我们能为您做些什么？

门架滚轮测试台——舍弗勒工业集团的自主
开发产品

集团自己的表面涂层研发中心

服务于客户的研究和开发：旨在提高润滑脂使用寿命的试验——能确保安全运行的润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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