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机械中的轴承 应用
低 维护，耐腐蚀，更经济

范 围
精益求精：
全 方 位 的 轴 承 技术
几十年的农业工程经验意味着我们的产品系列趋于成熟。
舍弗勒集团的工程师非常熟悉该领域的需求，熟悉提高生
产率的高要求。正因为如此我们开发的轴承才能真正满足
客户需求— — 在春季的雨后播种，在炎热多尘的环境下收
获。

耕作和播种机械轴承应用

Pages 4 – 7

拖拉机中的产品应用

Pages 8 – 9

INA 和FAG轴承在农机领域的优势：
• 能承受持续的振动和高冲击载荷
• 设计周密且高精度的密封概念，能在各种天气条件下可
靠运转
• 低维护或免维护的设计，确保机器的高利用率
• 易于安装，通常可提供整体单元
• 或为特殊设计，同时结构非常简洁
我们在农机领域的系列服务：
• 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专家咨询

收获机械轴承应用

Pages 10 – 13

• medias®产品选型及信息系统
• Bearinx®计算服务
• 有限元分析和动力学仿真
• 评估客户数据，测试客户样品
• 摩擦学

技术&服务

Page 14

• 特殊材料和表面涂层
您将受益于我们的专业知识和系列化产品，我们乐于为您
提供专业的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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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 作 和 播 种 机 械
易安装和免维护设计：
耕作和播种机械 轴承系统解决方案
春、秋季的高湿度是对农业耕作真
正的考验。坚硬的土质检验所有机
械零件的极限强度，持续整个作业
季的振动和高强度的冲击是机械设
备的另一重负担。这就是为什么耕
作机械的轴承必须具备更强的承
载能力。
另外，耕作机械轴承通常与带法兰
盘的轴承座集成以简化装配。
典型的应用如犁盘连接轴承，具
有一定倾角的犁面安装，需要轴承
承受横向载荷、倾覆力矩和径向载
农机应用的轴承必须能够承受重载且运转可靠，如播种机的排种装置应用（图片：Jumil）

荷。
易于犁盘快速更换的精巧轴承解

农业工程涉及的机械、设备和工具
范围广泛，包括耕作机、拖拉机、搂
草机、打捆机以及大功率的收获机
械如青饲料收割机及联合收割机
等。各种不同的机械设备,同样需要
面临恶劣的工作环境。夏季多尘工
况对轴承密封有非常高的要求，而

客户青睐的特殊解决方案：
免维护的犁盘轴承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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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
舍弗勒集团的应用工程师为犁盘中
受重载的轴承研发出创新的系统解
决方案：直接用螺纹将犁盘与机架
连接，这样只需几分钟就可以完成
犁盘更换，并且该轴承单元是免维
护的。

轴承单元包括：
• 双列角接触球轴承，源自汽车的
轮毂轴承系列—高承载能力，高
侧倾刚度，双侧密封
• 耐腐蚀保护机加工轴承座
• 带定位面的螺纹销
• 防松垫圈
轴承两侧有高性能的三唇盒式密封

极其有效的密封：带多唇盒式密封的法兰式
轴承座单元，用于播种机圆盘安装

防污染。密封圈之间的两个储脂槽
确保密封唇的永久润滑，以防止干
摩擦。
轴承系统安装后无游隙运转。

采用角接触滚针轴承，意味着该结

用于播种机圆盘的紧凑型轴承单元

力。该轴承单元为无游隙设计，具

角接触滚针轴承单元（如右图所
示）为农业设备制造商提供了可直
接用螺钉连接播种机圆盘的免维
护单元。

构可承受更大的倾覆力矩和轴向
有非常大的储脂空间，极其有效的
多唇盒式密封显著减少维护和停机
的时间。只需将锁紧螺钉松开就可
以快速更换播种机圆盘。

耕作机械的完美解决方案：源自FAG广泛的产品系列，带防冲击和污染的特殊密封的外球面球轴承单元，带密封的圆锥滚子轴承和双列角
接触球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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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 作 和 播 种 机 械
有益的创新：独特的解决方案

这就需要特殊的轴承解决方案—
必须带有特别有效的密封结构。对
于这类承受苛刻工况的轴承，舍弗
勒集团是杰出的技术合作伙伴。比
如这款专为播种机圆盘开发的紧凑
型四点接触球轴承，已经通过了实
际工况检验。
四点接触球轴承的四大优势：
• 高侧倾刚性
• 高承载能力
• 运转无游隙
• 优化的三唇密封圈密封，填装最
轴承作为降低成本的一个因素：INA的高耐用低维护的系统解决方案极大提高播种机的成本效益

多的油脂，确保轴承免维护运转
该密封圈结构中的一个密封唇径向

自然，免维护！
INA播种机圆盘轴承应用
根据不同的宽度，播种机上可以安
装超过100个圆盘轴承。在工作季
节对这些轴承进行再润滑几乎是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且播种机的
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如细微的灰尘
颗粒、具有侵蚀作用的酸性作物残
渣、以及含石重粘土。显然，这不是
标准轴承适用的工况。

上图：用于播种机的高
侧倾刚性四点接触球轴承
下图：用于从动轮的带轴
角接触球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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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顶住内圈表面，以防止腐蚀。
其他两个密封唇轴向布置顶住压在
内圈上的金属骨架。耐腐蚀保护的
机加工金属骨架与外圈之间形成了
一定的间隙（迷宫）。这样不仅能良
好地保护密封唇防止其损坏，同时
也给外部储脂槽建立了油脂屏障。

高性能标准产品系列

缩短装配时间
从动轮轴承单元
我们的带销双列角接触球轴承单
元显著简化了播种机的设计（见第
6页左下图），该轴承单元的性能已
经在汽车行业得到证实，且广为知
晓。现在它已在农业工程应用中得
到进一步的发展。优点：该轴承单
元显著缩短了从动轮的装配时间。
完美的密封设计意味着轴承即使
在恶劣的工况条件下，与其同类产
品相比具有显著的更长使用寿命。
大容量的储脂空间保证密封轴承不
需要任何维护。对于客户而言，这

两孔法兰单元：播种机上带防尘盖的内六角孔轴承

意味着不需要停机修理，覆土轮、
镇压轮等从动轮也不需要过早地更
换，从而降低了成本。

批量供应— —标准产品系列

承，圆锥滚子轴承，六角形和方形

这仅仅是我们向您介绍的众多的特

INA和FAG共有近40000款量产的样

内孔轴承，以及惰轮单元和链传动

殊方案之一。

本产品。主要应用于耕作机械的产

惰轮轮齿单元。

品包括外球面球轴承和轴承座单
元，密封深沟球轴承和角接触球轴

样本产品系列广泛： INA/FAG有超过230个系
列的外球面球轴承和轴承座单元

螺栓连接简单、紧凑：交叉滚子轴承通过法
兰安装，优化使用空间

更多信息请查阅HR1样本

可靠的结构锁紧：方形内孔轴承座单元易于
安装在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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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 拉 机
可靠且经济：
用于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的部件和系统
现代拖拉机的工作效率，我们的产
品有决定性的竞争优势。
变速箱轴承及组件
根据我们在汽车领域的专业知识，
我们为农业机械研制了基于INA和
FAG品牌的传动部件。
作为INA的传统专长，滚针轴承是
机械传动中的重要元件。其范围广
泛，包括成形加工（冲压）轴承和机
加工（实体）轴承。满装滚针轴承能
在极其有限的空间内承受非常高的
载荷，滚针保持架组件（带滚针的
保持架）质量轻摩擦低。
追本溯源： INA，FAG和LuK的产品覆盖了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绝大部分的应用
(图片来源：AGCO Fendt）

带保持架、不带保持架的滚子轴承
系列范围广泛。由于可以同时承受
较大的径向载荷和轴向载荷，无外
圈圆柱滚子轴承特别适用于行星齿

作为汽车行业多年的合作伙伴，舍

轮箱。FAG高性能系列圆锥滚子轴

弗勒集团能给拖拉机制造商提供 “

承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结构形式，如

相关建议”。就技术性能、经济效益

应用于与变速箱集成的液压马达、

和运转可靠性方面来说INA，FAG和

液压泵，变速箱小锥齿轮轴支承及

LuK的产品表现优异。因此就提升

后桥驱动等。

坚固耐用的解决方案：行星轮齿轮箱中的紧
凑型滚子轴承

传动系统中多种轴承应用：用于驱动桥的 X-life优质圆锥滚子轴承，可承载极限离心力的行
星轮轴承，用于行星齿轮箱的无外圈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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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载且免维护：适用于小转角的ELGES杆端
关节轴承和Permaglide ®轴套

当然，我们同样供应传统的深沟球
轴承，推力轴承，低磨损防转同步
环，具有复杂几何外形的精密冲压
件，耐腐蚀换档定位销，等等。
底盘中的应用
舍弗勒产品范围还包括关节轴
承，杆端关节轴承和ELGES和
Permaglide®品牌的轴套。比如应用
在底盘前桥弹簧端部的铰接点处的
外圈带智能润滑系统的关节轴承，
应用于独立悬架的前桥转向系统的
免维护杆端关节轴承，而低维护或
免维护的轴套则更适合门铰链，引
擎盖支撑或者连杆支撑等应用。

作为舍弗勒集团的一员，离合器和

图片左侧：“安全动力输出”双离合

发动机部件和系统

驱动元件全球领先的制造商LuK也

器 — —由两个离合器驱动运转，由

在拖拉机引擎应用中，INA的代表

同样闻名于农机领域。LuK的离合

一根轴动力输出。

产品有带传动零部件，如张紧轮和
发电机超越皮带轮。另外，水泵和
风扇轴承以及用于连杆机构的滚

器系统 和扭转减振器因其长寿命、
低噪音、低振动的特性，获得了几乎
所有主要的拖拉机制造商的信赖。

针保持架组件也是舍弗勒代表产品
之一。其中用于连杆机构的滚针保
持架组件的保持架带有特殊的剖面

图片右侧：圆弧弹簧减振器由与飞
轮连接的初级端和与传动轴连接的
次级端构成。弓形弹簧具有大的旋
转角并且非常有效地消除传动时的
噪音和振动。

结构适合高加速度工况。

增加发动机的工作寿命：曲轴销支承能承受极限加速度，张紧轮可
以降低曲轴的扭转振动对发电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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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获 机 械
有效的密封必不可少：
INA和FAG滚动轴承广泛 应用于收获机械
农机制造商青睐高承载能力，高可
靠性和低维护的轴承解决方案。因
此舍弗勒集团高性能的密封概念让
我们具备强大的竞争优势。
INA外球面球轴承： 品质可靠
在欧洲和南美，INA是外球面球轴
承和轴承座单元的领先制造商。我
们的产品几乎被用于工业领域的所
有行业。在农机领域，这些产品主
要应用于收获机械。外球面球轴承
和轴承座单元易于安装并能在一定
提升设备的使用寿命！INA提供的轴承座单元由于极其有效的密封保证了很高的可靠性
(图片来源：John Deere欧洲办事处）

在农业工程应用中只要有滚动轴承
的地方就有密封件。良好密封有两

链传动惰轮轮齿单元/用于联合收割机振动
筛驱动和过桥输送机构惰轮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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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补偿轴的不对中性，这是设
计工程师使用这些产品的决定性因
素。

个重要的功能：保持轴承内部高品

您可以在INA和FAG的HR1样本中找

质的润滑脂、防止污染物及水分进

到超过230个系列的产品，直径范

入轴承内部。高效的密封增加了轴

围从10到120mm。该系列产品模块

承的使用寿命，因此也同样延长了

化的理念确保您能为每个应用找到

农机的工作寿命。

最佳的解决方案。

法兰式和立式轴承座单元：带有防腐蚀保护
涂层Corrotect ®外球面球轴承。

对于重载荷：可承受双向轴向载荷和高径向
载荷调心滚子轴承

坚固和镀锌涂层：三唇密封概念
INA外球面球轴承系列化的标准密封
件已经过多年的发展，其使用性能已
在多种应用条件下得到证实。与其他
轴承制造商通常采用的单片式密封相
比，我们更倾向于采用由三部分组成
的密封系统—外盖，橡胶密封唇，内
盖。下表是所有密封结构的概述。
我们的密封系列适用范围覆盖了几乎
所有工况条件。
我们的竞争优势
• 密封接触面的同轴性意味着密封作

工作中的打捆机- INA滚轮的重要应用（图片来源：New Holland）

用和使用寿命都得到显著提升
• 外盖向密封圈的宽度方向延伸，以

P型密封

确保对密封唇的保护防止机械损

• 两个镀锌薄钢板垫圈，中间带轴向预紧橡胶唇

伤

• 外部薄钢板垫圈向轴承内圈方向适当延伸以保
护密封唇

• 镀锌的内盖和外盖

R型密封
• 两个镀锌薄钢板垫圈向外部延伸，中间带径向预紧
橡胶唇
• 外部薄钢板垫圈向轴承内圈方向适当延伸以保护密封唇
• 较大的储脂空间延长再润滑周期

带防护圈R型密封
与R型密封相似，但：
• 附带有压入的挡板式防尘盖，以保护密封唇免受机械损
伤和高压清洗的影响

T型密封
• 两个镀锌薄钢板垫圈中间带三个径向预紧的密封唇，
适用极度污染的工况
• 外部薄钢板垫圈向轴承内圈方向适当延伸以保护密封唇

客户受益的理念： INA外球面球轴承的标准密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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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获 机 械
源于技术改良的经济型轴承解决方案：
从变速机 构到弹齿回转 臂驱动的轴承应用

成功的伙伴关系：我们与农机制造商密切合作开发出更精巧的
轴承解决方案（图片来源： New Holland)

例1：
承受极限冲击载荷的变速机构轴
承应用
新品开发：适用于高转速和高冲击载荷工况
的防污染带紧定套轴承单元

此类应用对轴承方案有很高的要
求：高载荷，极限速度和高度污染
的环境。INA也因此为变速机构研
发了特殊的轴承，它由一个外球面
球轴承与球墨铸铁定心法兰盘轴承
座组成。这样轴承组件承载能力更
强，抗冲击且易于安装在联合收割
机的机架上。
联合收割机变速驱动轴的高速运转
需要确保轴的同心度，舍弗勒提供
的解决方案是通过紧定套来加以实

高侧倾刚性、结构更紧凑：应用于联合收割
机逐稿器振动曲轴的INA四点接触球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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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压在内圈上的防尘盖防止污染
物侵入到轴承内部，从而确保变速
器的可靠运转。

例2：
高效密封的逐稿器轴承应用
逐稿器振动曲轴的密封轴承通常工
作在多尘的环境里，尤其是在干燥
地区，如阿根廷的大豆收割季节。
所以，采用我们经过验证的三唇密
封显得尤为重要。振动键面必须安
装的非常紧凑以减少谷粒损失。然
而，为了防止振动面相互接触，轴
承支撑系统必须具有高侧倾刚度。
我们成功地把套圈滚道（四点接触
球轴承）磨削成尖端拱形（哥特式
拱形）来满足这一要求。
轻型塑料轴承座使这一解决方案更

用于弹齿回转臂的INA滚轮轴承确保搂草
机运转可靠和使用寿命更长
（图片来源：FELLA-Werke）

轻、更经济。
例3：
经济高效的搂草机滚轮轴承应用
INA滚轮用于搂草机中弹齿回转臂
的驱动，每个回转臂由一个INA滚轮
控制。

与标准的滚轮相比，INA滚轮的技
术优势是优化了滚轮外圈轮廓。接

应用INA滚轮具有可观的经济利益，

触点的赫兹压力一般低于标准滚

因为它们体积小，耐磨损和可靠性

轮- 在倾斜及不倾斜的工况下。最

高。较大的储脂空间和特别有效的

大限度地减少对支承轨道的磨损，

密封，使得滚轮很少需要再润滑。用

这对整个系统的使用寿命有积极的

户受益于低成本及低维护要求。

影响。

保护支承轨道：具有优化外圈轮廓的耐磨
损滚轮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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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 服 务
综合服务 –
深 入 理 解 农业机械
计算，您需要计算动力输出或切割
驱动变速箱。这包括定义变速箱零
件，分析载荷分布，并考虑所有工
况条件。对于这样的任务，从我们
的工程技术服务部寻求轴承设计的
专业服务是您理想选择。我们的程
序可以模拟复杂的系统设计，可以
重现您的变速箱所有档位状态。每
个轴承所受的载荷可以被详细地描
述、计算和记录。熟练控制轴承的
位置、形状或尺寸，就会揭示轴承
承载能力的储备，如此可以快速获
得最佳的低成本解决方案。
测试：我们在内部密封试验台上测
高运作安全性 - 更短的开发时间：通过使用Bearinx ®设计轴承，我们可以模拟实际工况条件

试轴承以确保其在各种工况条件下
的适应性。
模拟典型的恶劣的农机工况环境没

良好的服务与高质量产品对我们来
说同样重要。从最初设计阶段的轴
承分析与润滑剂选择，一直到使用

的各种功能—从耐磨性到静音性。
摩擦学：我们对用于轴承初始润滑

都可以期待我们的专业咨询。

的所有润滑剂的技术性能进行了全

您设备中轴承设计不当的风险。该
程序使我们能够详尽地分析INA /
FAG滚动轴承。例如饲料收割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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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一个研发中心测试各种环境下

舍弗勒集团研发中心的测试台，您

计算：使用Bearinx®我们可以降低

额外的防腐蚀保护：内部开发的表面涂层实
例，带Corrotect ®涂层的外球面球轴承

有任何问题。如果需要，客户样品可

面的测试。我们推荐用于农机领域
的润滑脂具有特有的防水性，甚至
具有耐介质侵入特性。
我们可以为您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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