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动工具中轴承单元及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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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介 绍 ：

您的合作伙伴：舍弗勒集团

拥有66000名员工的德国舍弗勒集
团是全球生产滚动轴承的领导企
业，并且是所有主要汽车生产商
都认可的合作伙伴。

舍弗勒集团为60多个不同工业部
门的客户依提供可靠的产品，在
电动工具行业我们也有几十年的
经验。全球所有知名设计及生产

舍弗勒的应用工程师都是各自行业的专家，所以我们总是能够给客户很好的建议。

基于我们全球的工程网络，源于我们的创造性思维及客户的要求，我们可以开发出与众不同并且经济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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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中心

电动工具的企业，包括对他们的
专业工具及DIY工具，都很信赖舍
弗勒产品的质量。

INA和FAG品牌所提供的部件和系
统解决方案的组合，无论在质量
还是规模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其中包括大约40000种标准产品
和无数的特殊设计。

我们的生产按照“为市场而生存”的
理念在全球所有主要工业国家有
超过180个分支机构。批量生产，
与时俱进的生产工艺以及贴近客
户实现了产品的经济化。这也是
中国的厂商越来越相信舍弗勒产
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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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务 范 围

您的受益：在满足质量要求的前提下低本高效的解决方案

我们为运动的机器部件生产安全
有效的轴承已经超过100年了，我
们在电动工具领域中既是客户的
工程技术伙伴又是提供所有产品
的可靠供应商。

我们能为您做些什么？

• 多样的产品的范围 – 从低端到
高端的解决方案- 来满足您的需
求

• 当地化的批量生产，与时俱进的
工艺确保低本高效

• 世界级标准确保产品质量

• 在产品应用生命周期的每个环
节内都有紧密的支持—宽广的工
业领域应用知识确保轴承最优化
的设计

机加工滚针轴承

冲压外圈滚针轴承

推力轴承 深沟球轴承自润滑轴套

直线球轴承 精密冲压件

带法兰冲压外圈滚针轴承

冲压导向套

各种各样的模压工艺被充分发展，深冲压技术保证了成型技术生产的轴承组件的经济性。

• 各种各样的轴承设计(例如密封圈）

• 整体分析的方法确保成本，性能
和质量达到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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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弗勒集团研发出了广泛的滚动
轴承，并且使之量产化，从而确
保在全球范围内供应高性价比的
产品。

INA滚针轴承：以我们的专业服务
于您的专业。

INA滚针轴承有着很长的传统优
势，这些优势可以通过我们广泛

而且成熟产品体现出来。在一些
原先使用车制滚针轴承的电动工
具中，如果性能要求不是很高，
则深冲压外圈滚针轴承就是一种
非常理想的选择。INA开式冲压外
圈滚针轴承具有很多优势：结构
紧凑、成本低、承载能力高，并
且质量稳定。

您真的会用到轴承全部的性能吗？

在许多场合下，我们标准的滚针
轴承产品，其性能没有被全部有
效使用。所以，我们根据客户应
用工况的性能要求设计出特殊的
冲压外圈滚针轴承，提供了一种
经济型的替代方案－“特制的HK滚
针轴承”。额定寿命测试结果显
示，INA滚针轴承比其他轴承厂家
的同类型轴承的寿命更长。

我们的专业就是为客户提供个性
化的解决方案，敬请咨询。

低成本、量产化的产品是否仍能满足客户个性化的需求？ 
INA/FAG多样化的产品将使您从中受益！

经 济 性  标 准 化  高 品 质

冲击钻－典型的滚针轴承应用

舍弗勒提供了为数众多的INA品牌滚针轴承方案



果上，展示出完美的平衡，并且
出厂时已经加注了高品质油脂。

图中的新的HRS唇式密封使用
NBR材质制成，尤其是在高速应
用场合，具有摩擦低，与先前的
RSR密封相比发热量少，密封的
效果也被提升。.

FAG深沟球轴承－标准化，种类多

深沟球轴承可以实现高速和低摩
擦。因此，它在电动工具中是不
可缺少的。

除了标准目录中的基本设计，
FAG提供着众多的轴承：双侧或
单侧防尘盖，特殊设计游隙，增
强精度级，防电腐蚀等等。如果
这些还不能满足，我们可以共同
寻找一种方案来满足您的需求。

C系列轴承-新型密封

FAG C系列深沟球轴承在电机
市场上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果，
噪音可以降低50％，摩擦降低
�5％，这些轴承可以增加电机的
效率，并且满足愈趋严格的低噪
音需求。

一种新式密封的可以明显地提高
轴承的工作寿命。密封式的C系列
深沟球轴承在摩擦特性和密封效

深沟球轴承尤其适用电机主轴支撑轴承

FAG C系列单列深沟球轴承 
适用于轴径范围10mm到�5mm

密封效果 Z BRS*) HRS**)

保持轴承中的油脂 + ++ ++ 
灰尘，干燥污染物 + ++ ++ 
潮湿的空气 + + ++ 
液体飞溅 – – ++ 
跑外圈 + ++ ++ 
低压差 – – ++
密封是:  [++] 尤其适用…   [+] 适用…   [–] 不适用 
*) 可按协议定购   **) 从6�9系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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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欧盟关于电动工具振动的要求。自动平衡器使得角磨机更符合人体工程学。

您的市场发生变化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开发新的解决方案！

当我们的标准产品达不到您应用
要求时，您无需感到失望。我们
能够与您一起来寻求解决方案,舍
弗勒是您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每年有1000项新产品投入量产，
并且有同样数量的专利申请。例
如:INA自动平衡器、创新的球状滚
子以及精密深冲的系统解决方案。.

自动平衡器，对人体工程学的贡献 

我们开发出INA自动平衡器，可降
低角磨机超过一半的振动。这使得
工作更加舒适，产量更高，并且更
有利于健康。

自动平衡器是设计紧凑，安装在角
磨机驱动轴上的密封单元。轴加工
必须达到需要的精度。

舍弗勒方案的优势

•  减振超过50%

•  经济型，由于采用冲压和低 
成本部

•  无忧运转，由于几何锁紧，容易
实现力的传递和装配

• 所有外表面有高质量涂层

增加自由度：调心滚针轴承用于磨削和切割设备
具有高承载能力。

系统解决方案专家：滚动轴承 + 冲压部件=您的
设计的新前景。

创新的球状滚子轴承： 同样外形尺寸，采用新
型滚动体，增加基本额定载荷。

开 发 伙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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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rinx® 软件计算中考虑了整个机械系统的特性，从而保证了工具中支撑轴承的工作可靠性。

medias® 产品选择和信息系统－免
费在线：http://medias.ina.com

滚动轴承设计是我们设计的关
键。我们选择恰当的设计来确保
您的产品具有竞争力。

我们已经开发出包括 Bearinx® 
在内的领先的轴承计算软件。该
软件可对滚动轴承进行详细分析 
– 从单个轴承到整体齿轮箱，例
如在电锤中。所有结构都可以进
行建模计算。甚至对于复杂的齿
轮箱，每个滚动体的接触应力都
在计算中得到考虑。在其它的因
素中，Bearinx® 考虑了轴的弹
性，滚道的密合度和内部游隙，
润滑以及其清洁度对疲劳寿命的
影响。

从设备整体设计到轴承单个滚动体
的接触应力， 我们的计算软件确
保轴承设计得到优化，并且标准您
来优化系统。我们可指出设计缺
陷，在整个优化过程中给您支持。

您希望什么时候得到我们的建议？

您希望产品具有竞争力？
利用 Bearinx® 优化轴承设计

利用 Bearinx® 对电钻的齿轮箱进行计算。

计 算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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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effler KG

Industriestrasse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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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www.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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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 0180 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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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弗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安拓路1号
（安虹路西侧）
邮编：�01804
电话：+86 �1 �95� 6500
传真：+86 �1 �95� 6600

北京分公司
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
嘉盛中心�801室
邮编：1000�0 
电话：+86 10 6515 0�88
传真：+86 10 651� �4��

上海办事处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安拓路1号
（安虹路西侧）
邮编：�01804
电话：+86 �1 �95� 651�
传真：+86 �1 �959 ��05

沈阳办事处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9号
华新国际大厦14层H/I单元
邮编：110016
电话：+86 �4 ��96 �6��
传真：+86 �4 ��96 �5��

广州办事处
广州市体育东路1�8号
金利来数码网络大厦1601-160�室
邮编：5106�0
电话：+86 �0 �8�8 1001/1416/0904
传真: +86 �0 �8�8 166�

南京办事处
南京市中山南路98号
天安国际大厦1�08室
邮编：�10005
电话：+86 �5 8�1� �0�0/�1/��
传真：+86 �5 8�1� �0��

济南办事处
济南市泺源大街150号
中信广场4�0室
邮编：�50011
电话：+86 5�1 8518 04�5/�6/��/�9
传真：+86 5�1 8518 04�8

成都办事处
成都市提督街88号
四川建行大厦�815室
邮编：610016
电话：+86 �8 86�6 6�18/�8/58
传真：+86 �8 86�6 6��8

武汉办事处
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568号
新世纪国贸大厦�015室
邮编：4�00��
电话：+86 �� 85�6 ���5/�6/��
传真：+86 �� 85�6 ���9

太原办事处
太原市府西街69号
山西国贸中心西塔楼1�层1�09号
邮编：0�000�
电话：+86 �51 8689 �60/6�/6�
传真：+86 �51 8689 �61

重庆办事处
重庆市建新北路1支路 6号
未来国际大厦 9-�
邮编：4000�0
电话：+86 �� 6��5 5514/�4
传真：+86 �� 6��5 55�4

西安办事处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号
高新国际商务中心1�0�室
邮编：�100�5
电话：+86 �9 88�� �696/9�/98/99
传真：+86 �9 88�� ��0�

天津办事处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89号
津汇广场一座�50�室
邮编：�00051
电话：+86 �� 8�19 ��88
传真：+86 �� 8�19 ��86

大连办事处
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14�号
森茂大厦0408室
邮编：116011
电话：+86 411 8�68 1011
传真：+86 411 8�68 101�

杭州办事处
杭州市西湖区杭大路15号
嘉华国际商务中心150�室
邮编：�1000�
电话：+86 5�1 8�1� 48�0/�1/��/�0
传真：+86 5�1 8�1� 48��

长沙办事处
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4�8号
运达国际广场160�室
邮编：410001
电话：+86 ��1 51�9 1�8
传真：+86 ��1 546� 04�

哈尔滨办事处
哈尔滨南岗区红军街15 
号奥威斯大厦�1层G座
邮编：150001 
电话：+86 451 5�00 9�68
传真：+86 451 5�00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