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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介 绍

舍弗勒集团：我们一起推动世界

舍弗勒集团工业-医疗技术部门：“身在市场，服务市场”

舍弗勒集团是国际领先的滚动轴
承生产商之一，同时也是所有主
要汽车生产商的合作伙伴。舍弗
勒集团旗下的众多品牌在超过
60个工业行业中都取得成功，在
医疗器械领域已经活跃了数十年。

依靠INA和FAG两大品牌，我们
可向客户提供全球品质最好、生

产线最宽广的零部件与整体解决
方案。此方案包括了约4万种标准
产品以及数量众多的的个性化解
决方案。我们同时拥有Barden和
IDAM等强大品牌，其专业技术和
特殊产品，在医疗器械方面极大
充实了我们的实力。

产品的批量生产和最先进的生产
技术应用使得我们的产品具有价
格优势。我们全球各地的工程技
术中心，在不断进行创造性的设
计和满足顾客个性化的特殊要
求，为客户提供经得起考验的高
性价比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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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弗勒集团在全球拥有超过180个公司驻地，在中国市场同样提供本地化服务。	
我们坚持为客户提供最便捷的服务-“身在市场，服务市场”。	
我们全球的工程中心网络可以利用整个舍弗勒集团完整的专业技术和资源，我们非常乐意为您提供技术服务。



3

产 品 范 围

医疗技术 
运动支撑设计的新视野

应用于手术室 应用于眼科医学 应用于牙科 应用于CT检查和其他众多领域

内部测试系统（也可检测已装
配设备）

从研发到物流的专业化服务 化学和物理实验室，润滑剂测
试举例

100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为客户提
供安全高效的轴承以保证机器部
件的正常运转。在医疗技术运动
支撑方面，我们既是客户的研发
合作伙伴，同时也是可靠的供货
商。

我们可以满足客户怎样的期待？

• 面向产品生命周期所有阶段的全
方位支持

• 高质量和长寿命

• 高的创新水平

• 获益于我们一贯的不落窠臼和异
常简单的解决方案，您的设计得
到全新前景

•	安装简单的方案

•	高度的操作安全性

•	高速度和低噪音

•	先进的生产原材料，比如防磁且
淬硬的滚动轴承钢

•	抗辐射

您的技术要求就是我们的努力目
标。依靠产品优势，我们有信心
成为您良好的合作伙伴！

现场计算服务



4

工 程 和 服 务

在医疗器械的应用方面，我们全
球的工程专家团队都会对您的产
品研发进行全程技术支持，而您
也会我们的行业和产品专业知识
中获益。

设计

我们可以向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
产品与技术解决方案，以及来自
INA，FAG，Barden和IDAM的标
准产品。我们在客户项目的开始
阶段就可参与进来，并运用功能
强大的全方位CAE工具，其中部
分是我们自行研发的。

计算与轴承选择

舍弗勒计算程序Bearinx®	多年来
已经反复证明了其准确性，并且
成功地增强了客户机器设备的性
能。该程序使得我们能够将系统
视为整体，考虑所有边界条件来
优化设计。由此我们可以选用正
确的适应于应用的滚动轴承，实
现系统的最高性能。

Bearinx®	可详细分析滚动轴承支
撑，计算复杂轴系中滚动体单体

新概念，创新的解决方案  ...

接触压强。这为设计工程师提供
了可靠性。

我们可以用表格或图表形式的文
档，提供包括额定寿命等在内的所
有结果。

试验

只有在对我们的新产品进行优化
设计和计算之后，我们才会对其
进行试验。如果需要的话，我们
的客户样品将在我们的研发中心
进行所有工况下，所有功能的检
测，包括从磨损到噪音。接下来
会进行严格的接近实际工况的一
系列的测试，然后才会开始批量
生产。

摩擦学

润滑剂对轴承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有明显影响。所有在我们产品上首

由不同先进材料制的球轴承保持架，包括：
钢，黄铜，塑料

经特别过滤的油脂用于精密应用在舍弗勒集团工业中央实验中心的噪音	
测试间

用Bearinx®设计轴承：在设计时，对所有
的边界条件建模以提高运行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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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使用的润滑剂将在我们公司内部
的润滑剂实验室里进行大量的试
验，在医疗技术应用上还需要做抗
辐射测试。在这方面我们特别注重
长寿命润滑剂的应用。

原材料

目的决定材料，而您决定目的。
我们从众现代化材料中为您的产
品选择完美组合：

• 特殊防锈钢如Cronitect® 

和Cronidur 30

• 防磁淬硬轴承钢，例如
X5CrNi1810

• 耐高温高性能塑料PEEK

• 耐磨工业陶瓷(Si3N4)。

表面涂层

表面涂层将积极地影响轴承的
工作性能，例如：磨损，防腐

Herzogenaurach:	表面技术中心正在开发全新的
涂层和沉积技术

医疗器械用涂层技术

钢和铝的	
防锈保护

 
  

 

滚道的	
抗磨保护

 
  

 

降低摩擦	
改善运行

 
  

 

蚀性，磨合表现，紧急运转性
能，抗介质性，缺润滑油等工
况。如果有效的防锈保护是必须

的，那么可以使用电镀阴极防锈
Corrotect®技术。如果有清洁度要
求，则设计上需要使用粉末涂层。

基于创新材料

材料专家：防磁淬硬轴承钢和陶瓷球材
料，Cronitect®混合轴承和直线导轨

Corrotect®  
A, F, C

Corrotect® ZK 
(锌)

Durotect® HA 
(硬质阳极氧化)

Durotect® NP 
(无电镀镍)

Durotect® CK 
(保护 A)

Durotect® CM 
(保护 D)

Durotect® M  
(磷酸锰)

Durotect® Z 
(磷酸锌)

Durotect® B  
(黑色氧化)



品 牌 和 产 品

我们的品牌-您的获益

创新技术：INA滚动和滑动轴承，INA直线导轨系统

数十年来，INA一直坚持创新性应用工程，高水平工业制造以及贴近
客户的企业运营。	我们创新力量来自于我们独特的企业理念－“推陈
出新”。在很多生产过程中我们都采用非常经济的成型生产工艺，这是
INA独有的技术。

�

Barden精密球轴承

Barden是滚动轴承中代表高质量和高精密的第一品牌。Barden轴承产
于美国和英国，其应用领域除了航空航天业，也包括牙科和X射线设备。
所有直径从3毫米到300毫米的Barden轴承都是在无尘室内安装完成。

“运动中创新”：FAG精密滚动轴承

100多年来FAG一直是创新，精密，高质量以及滚动轴承综合服务的代
名词。FAG为全球范围内的各个工业行业生产供应球轴承，滚子轴承，
轴承单元，轴承座及配件。创新意识系统得贯穿着始终。FAG的成功源
于强有力的研发程序、创新工程以及服务非常贴近客户。

IDAM直接驱动技术

IDAM直线和旋转直接驱动在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向每个应用都提供完
美的解决方案。它们由直接驱动定位系统组成，装有可达到要求的控制
系统和机电装备。由于客户对运动性能，精度和成本效率方面的要求增
加，直接驱动赢得了现代医疗技术的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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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轴承达1001种！

包括众多的滚动轴承部件和材
料，舍弗勒在产的轴承类型有近
40000种之多。您可以从产品目录
中找到轴承相关问题的标准解决
方案，以及与您的机器相匹配的
性价比最好的轴承产品。

舍弗勒产品给您带来的获益包括
最佳的产品质量和长的使用寿
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安装我
们的产品只需要占用您少量的宝
贵的时间，这是因为我们擅于提
供维护和安装简单的解决方案。
我们通常会提供整套的轴承单
元，而您只需将其拧紧固定到您
的设备上即可。轴承的各部件之
间以及与相邻结构的衔接达到完
美。您可以享受我们丰富的零部
件服务系统，包括密封、轴承表
面涂层和润滑方式推荐等，上述
都支持我们的标准设计。

如果我们的标准轴承不符合您的
期待，我们非常乐意和您一起开
发适合您需求的解决方案。

请将您的需求告诉我们。



旋 转 技 术 的 应 用

可信赖和低噪音： 
INA和FAG滚动轴承在医疗器械的应用

经典的机械部件在医学技术上的发
展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有强磁
场的领域里，球轴承和滚子轴承引
导各部件运动，并确保手术室装
备和旋转X射线相机的无振动、低
噪音。

配对角接触滚针轴承确保手术室更 
加安全

支架必须能够安全地支撑手术室内
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的机械装备。
INA预紧配对角接触滚针轴承能够
很好地胜任该应用。

与以前使用的球轴承相比，这种通
过冲压加工工艺制成的轴承具有较
小的横截面，但是其静载荷安全系
数和扭矩刚度却显著提高。上述轴
承内径较大，因此管道和线路可以
轻松通过。外径由经过实际检验成
功的粉末涂层来防止腐蚀。

�

现代化手术室的正确选择：标准	INA滚针轴
承系统确保支架的定位和安全

高刚度，轻量化推力轴承 … 

... 带额外的机电刹车

... 带端面刹车系统的完整单元



创新：用于CT技术的机电轴承支
承系统

我们与世界著名的CT生产制造商一
起合作成功开发出世界水平的解决
方案：集成的机电轴承支承系统。
该轴承支承系统包含高精度和混合
型薄壁精音轴承，直驱系统以及高
精度零部件。

这种轴承源于FAG航空工程并在
医疗行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具
备的特点使CT扫描技术具有下述
优势：最高精度的运转精度、运
行绝对安全并且噪音低。轴承的
支撑系统完全可以满足CT技术中
越来越高的转速要求。轴承在
每分钟300转的转速下可以正常
工作。

FAG的解决方案为CT生产商们进
一步的优势：客户可以直接安装

经过测试的即时安装整体轴承支
撑和驱动系统，从而节约时间并
且降低成本。

病人的最大获益是：装有FAG机电轴承集成支承系统的CT扫描仪精度更高，	
噪音更低和检查时间更短。

直径达到以米计的延伸技术：创新的薄壁
陶瓷球轴承，最初应用于直升飞机上，现
在应用于医学上。

�

CT设备用装有整合FAG机电轴承支撑系统
的驱动单元



线 性 技 术 的 应 用

确保直线轴承支撑：舍弗勒集团线性技术

技术含量的即时安装解决方案，给
客户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新的
C型导向系统基座为带有淬硬不锈
钢轴的铝制件。固定端和浮动端轴
承的整合是一种创新设计，它能补
偿周边结构的尺寸误差。浮动端轴
承是带有可分离内圈的滚轮，更准
确地说是滚针轴承－我们的专长。
其优点是移动阻力均匀，不受X射
线管位置的影响。	

单轨导向系统确保病床平稳运行

系统中的电子装备使得病床定位精
确、运行平稳，其内部机械单元即
INA单轨导向具备高负载的优点。

INA线性导向系统在全球范围有着
最为广泛的应用。其模块化设计能
提供快速而经济的解决方案。先进
的设备制造商们一直以来非常重视
轴承安装的前期准备工作-	这使得
设备结构更加紧凑，而所需机器零
部件数也相对减少。

客户应用举例：用于C型臂的最终
解决方案

客户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设计任务：
得到最高质量的图画效果，同时让
病人所承受的压力减小到最低。目
标是利用线性导轨实现X射线管在
C型臂上平滑和精确定位，同时需
要抗辐射和无噪音。舍弗勒提供高

令病人感觉舒适且受益：我们向客户提供低噪音和运行平稳的病床
用单轨导向系统

低边缘应力-配合滚道的低磨损-带优化外
径的运转平稳的INA滚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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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因噪音而受到困扰的应用
领域里，通过在组件的球之间添
加隔离件，创新产品即四列直线
球轴承和导轨组合件“静音导轨”可
以显著降低噪音。低的移动阻力
使得病床得以高精度的定位。我
们的解决方案明显的优势就是即
使在标准设计中，导轨系统都可
以终身免维护。这得益于在滚道
附近整合了润滑储蓄装置。

配备高刚度INA轴引导系统的牙科
诊疗椅

为使牙科诊疗椅无障碍地准确到
位，轴引导系统在垂直方向的调
整上必须既平滑又有刚性。客户

可以参考使用我们包括直线球轴
承、轴承座，轴和附件在内的已
成熟解决方案。

轴承的保持架可以选择塑料或金
属，如必需可进行防锈处理（表
面涂层）。这些产品都有空间紧
凑和维护方便的优点。

直线球轴承的高刚性是达到设计
所需的耐用性的重要先决条件。
其更大的优点是耐清洗耐杀菌。

舍弗勒线性解决方案经济可靠，
我们的产品接受您的考验！

“静音导轨”:间隔元件降低球循环结构的噪音 更高的承载能力：行程范围内使用平保持
架引导系统

大的承载能力：六列球保证了在重载应用
中高的安全性

带自调节直线球轴承的轴向引导系统：	
容易补偿轴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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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密 应 用

用于精确分析的精密机械： 
来自舍弗勒的即时安装轴承解决方案

INA线性技术部门为滴定管单元
中纵向轴的应用提供完美解决方
案：主轴涂有Corrotect®涂层的四
列循环球和轨道组合件，以及应
用于横轴和纵轴的不同尺寸的双
层防锈的两列微型导轨系统。

客户的工程师同时可以得到支持
旋转运动的INA产品：应用于主传
动以及将液体注入滴定管的驱动
系统中的角接触轴承单元。

客户从舍弗勒可以得到最重要的
轴承单元以及技术设计支持。我
们为客户带来的不仅仅是高质量
轴承单元，还有综合的支持以及
快捷的货运。舍弗勒在设计规格
方面的细节远超过客户的要求，
甚至于轴承解决方案及防锈设计
已经列入标准设计范畴。

实验室中不断发展的自动化要求
更多的机电零件创新。运转平
稳、结构紧凑和稳定的轴承组合
件容易被整合。例如 …

能提高实验室进程效率的高质量
的轴承单元

在某一特殊的应用实例中，实验
室设备制造商计划使用三轴驱动
和定位系统来进行样品分析自动
化，用于实现可重复滴定处理。
该制造商和舍弗勒工程师的共同
目标如下：

• 平稳安静运转

• 运转过程中阻力均匀

• 运用于实验室设备的防锈设计

• 可重复性的高精度定位

• 更少的部件，简化的配合件

• 低维护要求

1�

即时安装：精确定位的微型直线导轨

实验室分析设备：自动滴定管用三轴处理
系统

有效地防锈保护：带有舍弗勒专利Corrotect® 

涂层的直线循环球轴承和导轨组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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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与实验室分析器械的制
造商建立了紧密的合作伙伴关
系，充分考虑了客户的成本及其
效率要求。这是由于即时安装的
滚动轴承和直线轴承单元能使机
械零件的设计简单化，整体结构
更紧凑并减少所用机械零部件的
个数。

创新精密解决方案 – 贯穿医疗器械

舍弗勒用于其它全系列的分析技
术，在创新力方面是非常有说服
力的。这包括眼科镜片磨削机或
屈光检查仪，和现代牙科诊疗。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为您服务？

替换两个单体轴承：应用在研磨器的主轴
上的可进行直线与旋转运动的INA轴承

CAD/CAM给牙科世界带来了革命：牙医诊所内电脑支持的陶瓷修复

高精度且平稳运行：用于眼镜框架扫描机构
的INA直线导轨系统（生成镜片磨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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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射 线 和 牙 钻 诊 疗

牙钻诊疗的高速运转

牙钻手机向滚动轴承提出了一个
巨大的挑战。微型球轴承旋转速
度50万转每分钟，并且工作环
境恶劣（在钻牙过程中污染和消
毒）。这经常导致轴承早期失
效。

Barden微型球轴承能够在较低成
本基础上，延长牙钻手机的工作
寿命。同时，振动也得到降低，	
振动的改善给牙医更好的手指精
确度。

陶瓷球使用于高速场合。这些球
更硬，更轻，并且比钢球更能抵
抗磨损。它们产生的离心力更
低，从而降低载荷和磨损。新的
珩磨工艺改善了滚道表面，并且
改善噪音。陶瓷球用在高速场
合。改善的防尘盖将原先套圈和
防尘盖之间的间隙降低60%。这
意味着进入轴承的磨削粉尘量减
少，润滑脂的保存得到改善。

来自洁净安装室的产品: 
Barden是舍弗勒集团的成员之一

所有Barden精密轴承都是在严格的无尘环
境下安装

创新的X射线管用精密轴承保证扫描仪输出
高分辨率图像

专为高温和高真空度条件下设计的Barden	
轴承单元，它们是高速X射线管的一部分

可进行小批量供货：Barden球轴承精度高
于ISO	P4

超前思维：X射线管轴承单元

这些用于支撑旋转阳极的轴承，
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其速度可达
到10000rpm及以上。轴承除承受
很高的电压外，同时必须在10－
8托的真空环境和750-900°F（
400-500°C）的高温下工作。

Barden品牌X射线管轴承单元是
满装球设计并且在轴上加工有滚
道。轴上有固定阳极的法兰。该
单元依照应用要求设有或大或小
的预紧力。为在这样恶劣的条件
下提供有效的润滑，我们使用了
先进的表面处理工艺，比如等离
子涂层或者离子辐射涂层。在我
们试验室X射线轴承检验仪器上进
行针对X射线管轴承的仿真热检测
和真空测试。

球轴承的成本因素：Barden轴承确保牙钻手
机获得最长工作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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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和轴承支撑合二为一： 
IDAM直接驱动的创新系统解决方案

IDAM直接驱动特别适用于要求有
高精度，可靠运动性能，长工作
寿命以及成本控制的医疗器械。

将电机和移动物体直接连接，从
而减少零部件的数量，减小设计
空间，并且增加动态和静态刚
度，降低系统弹性和提高定位精
度。治疗肿瘤的瞄准仪用高精度
电机，CT机高可靠性的动态驱动
单元，用于支架，手术针和内窥
镜等的制造设备。

IDAM系统方案举例

• HSR和HSRV旋转驱动技术特别
适合高速应用场合和CP设备。
通过对绕线的调整，这种低振动
电机可达到50m/s的相对速度。

• 医学实验室必须在更短时间内检
验更多的样品。传统驱动设备的
动态性能经常达不到这种要求。

检测台架用开放框架定位系统

机电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在仅仅
轻的质量需要被移动的医疗分
析站的场合越来越普遍。高精
度INA直线系统和IDAM直驱的完
美组合使得定位可以达到μm级
别。

• 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现代化的直驱
技术的组合，可以生产出挽救生
命的成功产品。由此，我们与客
户一道开发出用于生产支架的
激光精密切割直驱设备。结合
激光，旋转和直线IDAM直接驱
动，产生了改善精度和动态的创
新设备概念。

IDAM直接驱动：精密，灵活，高
效。我们非常乐意证明给您。 

sales@ina-dam.de

直 接 驱 动

L1系列直线电机满足精度和动态性能 用于眼科扫描的紧凑型两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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