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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弗勒集团工业摩托车部门：遍及全球的工程中心

哪里生产摩托车——哪里就有我们。我们是一个拥有核心技术和资源的大型、国际化企业集团。我们相信与客户的成功合作应

起始于早期研发中心内的工作。

公 司

您的伙伴：舍弗勒集团

拥有5.8万员工的舍弗勒集团跻身于

世界领先的轴承制造商之列。其属于

汽车行业主要零部件供应商之一，并

同时成功地涉足60多个工业领域。

INA和FAG品牌所提供的部件和系统

解决方案的组合，无论在质量和规

客要求，在全球形成网络的工程中

心诞生了无数技术成熟、经济且环

保的解决方案。几十年来，摩托行

业也从中获益匪浅。舍弗勒集团在

汽车行业的强大技术研发能力也同时

为一些相近领域中的客户提供了有力

的支持。

模上均是独一无二的。其中包括了4

万种批量生产的产品和很多根据顾

客特殊要求制订的设计。生产线尽

可能接近顾客的一贯做法——实际

上即“为市场而存在”。大批量和

现代化的生产工艺实现了生产的经

济化。源于创新思想并应具体的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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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整个系统的工程能力

工 作 程 序

您的利益所在：消耗小，CO2少，无需维修以及更长的使用寿命

我们的方案将为摩托车制造商及其

顾客提供最大的利益：

● 通过高度发展的部件、组件以及

耐用材料延长摩托车寿命

● 通过创新发动机部件和重量优化

的组件，以降低燃料消耗并达到

更高的经济性——舍弗勒集团在

● 通过优化某一完整解决方案中的

成本、绩效和质量，以达到日臻

完善。

若您想充分体会我们方案的优势——

请联系我们！我们乐于向您提供咨

询！

深拉技术的应用上堪称世界第一。

● 向我们的顾客提供可降低CO2排放

来保护环境的产品

● 以顾客为导向，紧密关注于大小

型摩托车最优化的解决方案

● 在设计、计算、试验和加工方面

使用最现代化的工艺，以实现按

顾客特定要求进行创新

贯穿开发至供货的专业顾客咨
询服务

现场计算服务 最现代化的开发工艺，如快速
样品制作

发动机应用 变速箱应用 底盘应用 特殊应用



低摩擦，轻质量，免维护

发 动 机 应 用

与顾客共同进行发动机设计的过程

中，我们开发了许多针对发动机的

解决方案。随着1949年INA发明了

带保持架的滚针轴承，一种重要的、

经济的、运用于高速旋转轴的机械

产品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之后，

第一个带有凸轮轴的气门摇臂开始

批量生产——滚动轴承显著降低了

气门机构运动过程中的摩擦。

在设计用于调整气门间隙的液压挺

杆的布置方案时，我们可以从材料

曲轴：

主轴承：在极高的精度下进行制造、

低摩擦的FAG球轴承(可选择整体式

密封)和圆柱滚子轴承可供选用；其

优点在于，长期保持噪音和燃料消

耗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INA的外圈引导的保持架滚针轴承

(曲柄销保持架轴承)可以非常成

功地作为连杆上的轴承来使用。对

其加以镀层更可明显改善其自润滑

性能。

匹配的角度提供相关建议，以实现

尽可能经济化的解决方案。调整间

隙元件的主要功能是使气门间隙保

持不变。从而使燃烧过程是理想化

的，发动机始终运行在最佳的工况

下，并且不受各种运行条件变化的

干扰。所产生的效果：降低了燃料

消耗和CO2排放。

在摩托车的许多其他部位，INA和

FAG部件均有助于将行驶风格的个性

化与经济、生态融合于一个整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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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塞销轴承应保持径向间隙尽可能

小。作为完美的设计，内引导的INA

滚针保持架轴承(活塞销保持架轴承)

证明其具有耐温、耐磨优良特性。

正时运行

带有滑轨和导轨的机械或液压链条

张紧器能降低控制链上的振动。如

此能降低噪音并延长寿命。根据不

辅助设备

摩托车的任何部位，只要有旋转部

件存在，INA和FAG轴承就能证明自

身的价值：如起动器中小巧轻便的

滚针轴承，或油泵中耐用的长寿命

滚针轴承和球轴承。

同的结构类型，凸轮轴在免维护的

滚针轴承或球轴承的支撑下低摩擦

地运转。

在气门运动过程中，一系列杠杆机构

与机械或液压的气门间隙调节元件配

合工作保证最优化的气门间隙。

凸轮轴轴承 机械滚子摇臂 液压挺杆 链条张紧器和导轨

冲压外壳滚针轴承 曲柄销保持架轴承 球轴承 圆柱滚子轴承



轻型或重型摩托车主总是将部件耐

用、燃料消耗较小以及更高的经济

性视作理所应当。在此，滚动轴承

在不显眼处无容置疑地起到了重要

作用。

体积小、质量轻的组件的开发和生

产属于INA和FAG的核心能力。例

如，40多年来，我们生产的滚动轴

承带有低制造成本的冷成形套圈。如

此产生的高精度组件，其具有体积

小，质量轻，能经济地进行大批量

生产的特点。

变速箱

在主动轴和传动轴上，我们的顾客

信任承载能力优异的FAG球轴承和

节省空间的INA辊子轴承。

低噪音的惰轮轴承采用了开缝的轻

质塑料保持架，从而最大程度减小

了波纹痕形成所带来的危险，延长

变速箱的使用寿命。

变 速 箱 应 用

在紧凑的空间中达到长寿命的技术

我们共同讨论技术上和经济上最优化的解决方案

套圈成形 辊子轴承 球轴承



离合器

带无应力成形套圈的长寿命分离轴

承在紧凑空间中具有很高的承载能

力。

换档

长期保持的换档舒适性——低摩擦

的FAG球轴承和INA滚针轴承功不

可没。相对铁/铁或铁/铝解决方案

而言，这种用于开关辊的滚动轴承

能在整个使用过程中提供稳定、较

小的径向间隙以及耐磨性。

变速箱应用

加强型滚针轴承 用于惰轮的开缝塑料保持架
滚针轴承

冲压外壳滚针轴承 离合器分离轴承



底 盘 应 用

体现在细节上的可靠性

在控制机构中采用密封、可调节的

圆锥滚子轴承、角接触球轴承和

角推力滚针轴承，以同时承受轴

向力和径向力。针对最大负载所

设计的滚动轴承保证在极限状态

下的安全性。

在振动轴承上，许多摩托车制造商

信任耐用的INA滚针轴承，无论是

满装或带有保持架。我们提供关于

承载能力和径向间隙方面的专业咨

询，以保证在寿命范围内的最高安

全性。

车辕和减震器还可以应用到免维护、

高承载能力的ELGES滑动轴承。

在底盘的开发和设计上，我们向顾

客提供支持，以确保在安全性能上

不致于停滞不前。借助优化设置的

底盘和精确的导向系统，能保证摩

托车在恶劣条件下正确反映驾驶者

的操作意图。

底盘

基于对耐冲击性和安静运转的要求，

优先选用带整体式密封圈的永久润滑

球轴承。其低摩擦、较耐磨的性能将

有助于节约燃料。在特殊的振动构造

中证明经密封的滚针轴承是一种经济

的解决方式。

轮毂轴承 关节轴承 冲压外壳滚针轴承



万向轴

以深拉工艺制造的INA万向节十字头

轴套作为十字万向节上的轴承，承

受通过万向轴传递的驱动力。使用

INA开发的精压轴承，万向节以最经

济的方式得到轴向和无间隙固定。因

此形成很好的对称，并借此减少振

动以及运转噪音。

我们所强调的顾客导向精神也表现

在，几十年来我们已经开发和生产

ABS

若发生轮胎抱死的情况， INA环传感

器向ABS控制系统发出信号

了针对各种不同类型轴承的安装工艺

和机器设备。

举例来说，IPH(INA精压轴承)实现

了万向节十字头的轴向、无间隙引

导，且无附加的安全元件。绝对经

济！根据客户需求，我们也非常乐

意为此提供整套的装配设备。

万向轴的轴承布置

回行杆

圆锥滚子轴承 推力滚子轴承 万向节十字头轴套

其 它 应 用



亲近客户的能力

全 球 化 的 服 务

我们在世界各地工程师队伍中的专

家可以为您提供自始至终的咨询和

建议。您可从我们员工日积月累经

实践证明的经验中获益匪浅。

作为着眼未来的企业，我们不断地

加大投资以满足您对产品开发的要

求。为此，我们采用当代最先进的

仿真模拟技术、测试台架和试验室

来进行以物理和化学方面的研究。

贯穿所有生产过程阶段的严格质量

管理向顾客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产品

的质量和安全性。所有的步骤均置

于整个企业范围内的环境管理中，

其有效性获得了全球公认。

一个显著的例子即是，对变速箱组

件进行的优化工作带来了重量的减

轻并改善了结构的刚度。

研发讨论

用BEARINX®软件计算

滚针保持架的FEM分析

BEARINX®滚动体负栽



设计

按顾客要求特制轴承和组件，是INA

和FAG的过人之处。由此也必然引

入了一些最现代化辅助技术，如

CAD，这对我们和客户双方都是非

常有利的。

计算和选择

采 用 由 I N A 自 行 开 发 的 软 件

BEARINX®，使得我们有能力为成

套轴系以及完整的变速箱建造计算

机仿真模型并加以计算。所有类型

轴承的内部应力，直至各个滚动体

接触点应力均可加以计算，并能用

表格和图形的方式显示出来。

通过计算各个接触点位置的应力，

BEARINX®所给出的轴承的计算使

用寿命非常准确。

变速箱测试台

快速样件制作

仿真模拟

设计和建模阶段，使用当代最先进

技术方法，如动态模拟和FE分析。用

“快速样件制作”的方法，顾客甚

至有可能获得与实际高度吻合的模

型，由此测试零件装入后的状况。

试验

然后——在产品已经过优化的情况

下——对产品进行技术测试。若顾客

要求，其样品可在我们装备有最现代

化设备的F&E中心进行所有状态下

的、对所有功能的检测。从磨损特性

到排放谱和噪音谱，单零件检测，整

体部件检测或在一台完整车辆上的检

测。在我们这里，产品只有通过了严

格、符合实际要求的一系列测试，才

能真正投入到批量生产。

换气系统的动态模拟仿真

从 理 论 到 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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