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风机与离心机
轴承技术

公 司 概 况
专业源于知识和经验

FAG是滚动轴承工业的先驱。在

们现在不仅能提供具有更高性能

舍弗勒 – 您的最佳合作伙伴

1883年，弗里德里希•费舍尔先生

的全系列滚动轴承产品，还能为

设计出了球磨机，此次创新被认

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解决方案。

• 专业的技术支持

作滚动轴承工业历史的开端。INA
的成功之路始于1949年，当时乔
治•舍弗勒博士研发了带保持架的
滚针轴承——一个独创的想法使
滚针轴承在工业上的应用获得突
破。2003年，舍弗勒集团整合INA
和FAG两大品牌。通过两大品牌
多年的共同探讨及联合开发，我

应用于压缩机、风机与离心机的

• 全面的轴承产品系列
• 客户定制化的轴承系统（拥有严

轴承必须满足各专业领域的高可

格的公差配合）

靠性要求，同时兼具高性价比优

• 延长的使用寿命

势。舍弗勒拥有专注于滚动轴承

• 轴承系列：更高的性价比与运行

研究的专业团队，他们致力于为
客户提供最佳轴承解决方案——
无论是特殊设计要求，还是标准
轴承应用。

可靠性
• 优化的轴承、密封与轴承座组合
• 履行全球质量与环境保护政策
(ISO 9000/QS 9000, ISO/TS
16949:2002, ISO 14001）
• 轴承计算专业软件提供最合适的
轴承产品选型
• 优良的实用性
• 适用于所有滚动轴承产品和具体
应用的服务体系

调心滚子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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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范围

• 深沟球轴承

• 角接触球轴承

• 四点接触球轴承

• 圆柱滚子轴承

• 圆锥滚子轴承

• 调心球轴承

• 滚针轴承

• 推力调心滚子轴承

• 内圈

• 外球面球轴承

• 轴承座

• 精密冲压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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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缩 机
压缩和制冷

优点
• 高度运行可靠性——无论是经济
可靠的标准轴承，还是与客户共
同开发设计的特殊轴承
• 所有轴承均可从舍弗勒进行采购
• Bearinx®计算软件进行优化设计
• 定制轴向内部游隙的轴承单元使
安装使用更容易
• 精确引导转子，提高压缩效率
• 轴承和润滑技术的发展大大提升
转速性能
• 保持架经过严格测试，包括腐蚀
性介质环境下的测试

图片来源: Bitzer, Sindelfingen

压缩机可用于几乎所有的工业领
域：制造业、环境保护、建筑和
空调系统、船舶以及医疗器械
等。压缩机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通过使用压缩机，可以对空气、

缩过程通常在高速下进行，这就
要求轴承具备高转速性能，通常
由四点接触球轴承、圆柱滚子轴
承、角接触球轴承和滚针轴承来
实现。

气体或者空气和气体的混合物进

舍弗勒研发制作滚动轴承及组

行持续有效地压缩和传输。

件，可用于：

为了提高旋转式压缩机的效率，
需要保证转子和压缩机腔体间非

• 螺杆压缩机
• 活塞式压缩机

常小的间隙，这就要求滚动轴承

• 罗茨鼓风机

应具有尽可能小的工作游隙。压

• 真空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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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塞式压缩机：装配有深沟球轴承、圆柱
滚子轴承与滚针轴承

示例：螺杆压缩机
螺杆压缩机通过两个相对方向旋
转的转子吸入和压缩空气。转子
和腔体间的间隙越小，压缩效率
越高。这也是轴承制造商致力于
把径向游隙和轴向游隙控制在尽
可能小的范围的原因。通常，轴
承必须能够可靠支撑压缩过程中
产生的轴向和径向载荷。
这个例子展示了3个FAG圆柱滚子
轴承，1个INA滚针轴承和3个FAG
角接触球轴承。主轴向载荷由大

采用直接驱动方式的CSD螺杆压缩机轴承
布置方案（图片来源：Kaeser, Coburg）

的角接触球轴承承受，在设备启
停阶段，连轴器产生的反轴向力
作用在阳螺杆上的另一个小角接
触球轴承上，这个轴承由弹簧施
加预载防止打滑。

螺杆压缩机
（图片来源：Kaeser, Coburg)

四点接触球轴承

带陶瓷涂层表面的内圈（提高表面
密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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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机
循环与通风

风机，几乎用于所有的工业领域，
根据它们的功能不同又分通风机或
鼓风机。按照空气或气流流向，风
机可以分为轴流风机和离心风机。
它们的作用之一是改善室内环境，
保证加工场所、隧道和矿井的通
风。另外，风机还可以改善燃烧室
的燃烧状况，减少由于燃烧不充分
而产生的烟气，从而起到促进燃烧
充分、减少废气排放的作用。
安全源自正确轴承选择
由于风机需要持续进行运转，风
机上必须使用长寿命和易维护的
低噪音滚动轴承。在进行轴承选
型时，首先必须考虑风机中的介

装配浮动端/固定端轴承的大型一级轴流风机

质，如热气或煤尘。
我们广泛的轴承和轴承座产品类
型有利于客户制定计划，确保生
产。高速小型风机通常配置深沟
球轴承和角接触球轴承、双轴承
轴承座单元（VR，VO），或外球
面球轴承单元。
在大型通风机和鼓风机中，经过
实践验证的产品包括调心滚子轴
承、自调心球轴承、立式轴承座
(SNV、LOE或LOU）。另外，实
际运行过程中，将视具体情况决
定是否使用脂润滑或油润滑。
装配外球面轴承座单元的离心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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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 高效率：源于标准轴承及轴承座
的快速供应链
• 针对每类应用，提供最佳的轴
承、密封及轴承座组合方案
• Bearinx®软件进行优化设计
• 高稳定性的轴承座，集成了润滑
及轴承监测系统

装配VRE3轴承单元的离心风机

用于油润滑的LOE剖分轴承座
FAG布莱克系列外球面轴承及轴承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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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心 机
分离与净化

分离机和沉降器都属于离心式分
离设备，用于分离固体和液体，

入口

或者在分离液态混合物的同时提
取固态物。

轻组份液
相出口
重组份液相出口

离心式分离机和沉降器在很多工
业领域起着关键的作用：
• 食品饮料
• 化工制药
• 生物科技
• 基础材料回收
• 环境保护
选择滚动轴承的准则：
• 载荷谱
• 最小额定载荷
• 载荷类型
• 不平衡，振动和摆动

固态介质出口

• 速度范围
• 环境温度影响
• 特殊润滑需求

分离机（图片来源：Flottweg, Vilsbiburg）

• 轴的变形

冲压钢保持架角接触球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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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钢保持架圆柱滚子轴承

INA, FAG轴承的优势
• 高性价比标准轴承，容易获得
• Bearinx®计算软件能为极端运行
工况提供最佳轴承选型分析
• 高可靠性，即使在高加速力情
况下
• 我们与客户通力合作，共同解决
极具挑战的任务

TRICANTER® （图片来源：Flottweg, Vilsbiburg）

Bearinx®提供可靠计算分析
Bearinx®软件深入分析滚动轴承，
包括单个滚子的接触情况，从而
得到轴承在不同工况的适用性。
当需要考虑大量的周边因素
时，Bearinx®软件也可对复杂轴系
的滚动轴承的载荷进行计算、演
示和记录。同样还可计算固有频
率、固有振动模式、临界转速和
轴系的不平衡响应。

沉降器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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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全 面 的 服 务 — — 源 自 对各行业的深入研究

专家技术支持

medias®——不只是选型目录

舍弗勒能够为滚动轴承、滑动轴

我们的电子支持和选型系统medias®

承和定制组件的全生命周期内的

专业版可以提供60种工业门类，

各个方面提供技术咨询。我们的

超过40,000种标准产品信息。对

专家拥有优秀的压缩机、风机与

于所有轴承，medias®专业版能够

离心机知识，客户可以从他们那

根据DIN/ISO 281标准计算出修正

获得轴承设计、产品选型等各方

额定寿命。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

面的咨询与支持。这意味着您的

获取medias®

每个产品都能获得最佳的技术支

http://medias.schaeffler.com

持与性价比。

更高性价比。
更高运行可靠性。
X-life轴承是INA和FAG生产的高品
质产品。先进的加工工艺极大提
高了表面性能，从而在相同的载
荷下，降低了滚动体和滚道上的
接触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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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同样的工况下，X-life
其优点包括：
• 摩擦减小和轴承温度的降低
• 润滑改善
• 额定动载荷的提高
• 延长的基本额定寿命

轴承具有更长的工作寿命。或者
说，相同尺寸的X-life产品能承受
更大的载荷。
X-life轴承通过缩小尺寸空间，提
高性价比，最终提升了整体轴承
系统的成本效率。

我们的系列服务——确保您的市

FAG SmartCheck的优点

场成功

• 可靠的设备和过程监测

我们的全球制造网络、本地化服

• 通过信息打包优化了处理过程

务和持续降低成本的原则是通向
成功合作的途径。舍弗勒除了提
供高质量的产品，同时还向客户
提供关于轴承安装、润滑、状态

• 为客户提供详细的分析报告
• 获得专利的创新报警功能
• 保证数据的安全性

监测、二次维护的服务与培训。

• 能储存几年的历史监测数据

例如：

• 易于安装和集成在设备的控制系统

确保安全的状态监测
FAG SmartCheck，即全新尺寸的
智能型设备监测仪器：它拥有最

如您需要更多产品或服务咨询，
敬请登陆：
www.schaeffler.cn/Pneumatics

先进的技术和前瞻性的功能，易
于安装操作。这个创新性的传感
器极大优化了监测过程，提升了
设备和系统的安全性。它结合了
舍弗勒在轴承和设备诊断各方面
的独特技术，并且是降低成本的
最好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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