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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机械轴承的专家

免 维 护 . . .

. . . 易 于 装 配 和 防 锈

现代工程机械正变得越来越环

维护运行。滑动层与钢支承体之

无需再为轴承的维护和繁杂的装

舍弗勒公司的系统方案已经过多

无论哪一种结构形式，向心、推

保，发动机的有害物质排放和噪

间坚固且耐潮湿的连接，使其能

配工作而操心。因为我们谨向工

年实践考验，诸如在铰接接头或

力或者角接触的滑动轴承，我们

声也不断降低。舍弗勒集团工业

够可靠的完成如工程机械中常见

程机械及重载用户推荐采用装配

(挂车)转弯接头的应用中，都采用

的“免维护”性能都是无与伦比的。

事业部以其先进的轴承解决方

的摆动。总而言之，本轴承方案

有Elgoglide®高效滑动轴承的成

高承载力的四点接触式球轴承和

比较额定动载C与轴承重量的比值

案，为改善环境做出不懈努力。

由于兼具高承载能力、耐磨损且

品轴承系统。这种轴承的装配非

ELGES关节轴承的组合。这是用

可知：免维护的Elgoglide® 轴承

摩擦力低，以及突出的无润滑平

常简单，因为所有组件：销轴、

于扭转和转向运动的一种牢固和

支承系统，可以节省重量、驱动

稳运行特性而赢得用户的信赖。

张紧系统和高效滑动轴承都出自

结构紧凑的系统。

功率以及成本。

具有高承载力的四点接触式球轴承

系统方案 — 完全定制服务

我们的工程师始终致力于这个备
受关注的课题：如何避免润滑剂
应用于轮式装载机 - 重载轴承（图片：Ahlmann）

. . . 高 承 载 能 力

产生的环境污染？我们特别环保

Elgoglide®：免维护 - 经济 - 环

的解决方案是“完全免润滑！”，其

保。敬请试用！

品牌名称为 Elgoglide 。
®

我们将竭诚协助您完成应用设计。

终身免维护
所有以Teflon®织物基材作为滑动

于同一厂家，所以相互配合得完
美无缺。由于组件压装在壳体和
框架中，无需额外的轴向定位结
构。我们早已通过对轴承外部零

PTFE使其功能可靠并实现终生免

好地满足这类应用中的高要求。

降低锈蚀的危险性。

案。这种满装圆柱滚子轴承是

在我们的系统方案中，免维护

专为重载荷应用而设计的。凭

ELGES轴承设计为具有高承载能

借唇形密封圈、特殊润滑脂和

力：动态压应力可达300 N/mm 或

Corrotect®防锈表面涂层，提供了

静态压应力可达500 N/mm2，对

对污染物和飞溅水的高效防护。

于高冲击载荷和交变载荷都没有

如果您正在寻找起重机钢丝绳滑

此轴承可以方便地装进钢丝绳滑

问题！

轮轴承，久经考验的 INA 轴承

轮。外圈可以简单地通过止动环

询…

外提供润滑剂；在滑动层中的

游隙和滚道预载，这种轴承可以很

SL04.. RR将会是最佳的解决方

的解决方案。如有需要，敬请垂

是绝对免维护的。它们不需要另

有很好的刚性且安装简便。由于零

件进行适当的表面处理来极大地

Elgoglide®：始终是一个非常经济

层的ELGES轴承（参见下图）

用于重负载： 采用 INA 圆柱滚子轴承 SL04 的 钢丝绳滑轮轴承支承 （图片： Liebherr）

和环槽来定位。

工程机械应用：
液压油缸采用免维护 ELGES 轴承

2

具有高静态承载能力的免维护滑套是用于极端
环境条件下的可靠零件

设计结构紧凑和易于装配： 采用 Elgoglide®
高效滑动轴承的轴承支承系统

粘贴到钢
支承体
Elgoglide 滑动层的组成部分
®

支持纤维

更多的服务。例如：用于各种不
同类型的特种工程机械轴承支承
螺栓安装的回转支承，可以承受
轴向、径向和倾覆力矩，而且对
周边结构只需最简单的要求。
这只是舍弗勒公司的众多经济性
轴承解决方案之一。如果您想了
解更多舍弗勒公司的轴承解决方
案，请与我们联系。

INA 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SL04.. RR 采用防
锈涂层 Corrotect ®

我们乐于为您提供咨询服务。

在铰接/回转接头中采用四点接触式球轴承和
免维护ELGES 关节轴承的振动压路机
(图片：BOMAG）

树脂基层

采用 ELGES 关节轴承的铰接/回转接头

的四点接触式球轴承。一个通过

免维护 ELGES 关节轴承有各种不同结构类型

PTFE 织物由 Teflon®
和支持纤维组成

除了“高承载力”之外，我们还提供

牢固的方案：采用 INA 四点接触式球轴承的软
管卷筒轴承支承 （图片：Bauer A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