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KF探索者自调心滚子
轴承
从现在开始，轴承的使用寿命将再次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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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F探索者轴承—世界级的耐用度和性能等级标准

获得认证的性能等级

SKF探索者轴承的性能等级得到了

Det Norske Veritas（挪威船级社）和

Germanischer Lloyd（德国劳氏船级

社）的认证，其使用寿命远超标准

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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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调心滚子轴承通常在恶劣环境下工作的工艺设备上使用。这些

设备要求具备很高的可靠性，即便在高度污染和润滑不良的工作

条件下，对可靠性的要求也丝毫不会降低。

为了满足对于这类应用场合中所提出的苛刻要求，SKF开发的

SKF 探索者性能等级轴承，其耐用度和性能已成为世界级标准。

采用SKF独特的工程知识生产而成的SKF探索者轴承，其生产

工艺和生产材料得到了全面改进，它能为客户带来如下收益：

• 延长设备的正常工作时间

• 提升设备的可靠性

• 提高设备的生产率

• 降低设备的噪音和振动值水平

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与非探索者轴承相比，SKF探索者轴承的运行温度更低、运行更

平稳、使用寿命更长，能有效延长维护的间隔周期，从而有助于

提高产量，创造更多的利润。

由于探索者轴承的上述特点，它能使设备设计的更加小巧，进

一步减少润滑剂使用量，同时还能降低能耗；所以，SKF 探索者

轴承能有助于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延长轴承的使用寿命

目前所有SKF标准的球面滚子轴承、CARB圆环滚子轴承和绝大部

分球面滚子推力轴承都是按照SKF 探索者的性能等级来进行生产

的。 现如今，SKF将上述所有轴承的性能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

度。

将高品质纯净的轴承钢与独特的热处理工艺相结合所生产出升

级版的探索者系列轴承能为使用者提供更长的使用寿命。特别在

恶劣的工作环境中，这种长寿命的特性尤为突出。

建议您参考下文，了解升级版的探索者系列轴承是如何帮助您

提高应用的可靠性和性能的：

轴承寿命

原SKF探索者轴承竞争对手的轴承

SKF再次升级了探索者自调心滚子轴承全系列产品的性能水准。SKF最新推出的自调心滚

子轴承在保留原探索者轴承独特优点的同时，还进一步提升了轴承的耐磨性。

SKF探索者轴承—世界级的耐用度和性能等级标准

测试条件
将SKF探索者性能等级球面滚子轴承（升级之前的产品）与竞争对手产品进行比
较的初始测试结果。
轴承基本型号: 22220
样品: 35个轴承/品牌
载荷: 140 KN
C/P: 3.0
K: 1.76
转速: 1500 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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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与最优秀的作比较

当SKF材料专家开发出了升级版轴承钢时，他们将这种轴承钢与

目前市场上最优秀的原SKF探索者轴承使用的轴承钢进行了对比。

在苛刻的实验中，研究人员真正关心的不是升级版的SKF探索者

轴承其性能会比竞争对手的产品好多少；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是：

以升级版轴承钢制成的产品其性能会比已被市场认可的最优秀的

轴承要好多少。

研究人员发现，与原SKF探索者轴承相比，升级版的产品在硬

度和韧性这一矛盾特性双方实现了近乎完美的平衡。这种完美的

统一使得SKF探索者自调心滚子轴承具备更强的耐磨性等级；耐

磨性的提升会进一步延长轴承的寿命，特别是在高污染和/或润

滑不良工作条件下，这种优势尤为显著。

非SKF轴承 原SKF探索者轴承 升级版SKF探索者
轴承

相对重量损失

图1

不同轴承钢的相对磨损情况：中型轴承和大型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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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F探索者轴承                                 提高了性能标准

提升了恶劣工况下轴承的性能

尽管SKF升级版轴承钢能延长SKF探索者自调心滚子轴承在各种应

用场合的使用寿命。但是，升级版轴承钢在污染环境中和/或润

滑不良的情况下优势最为显著。

升级版的SKF探索者轴承能为客户带来如下实惠：

• 显著提高耐磨性

SKF将升级版SKF探索者轴承与原SKF探索者轴承作了耐磨性的对

比。

测试结果表明，相比原SKF探索者轴承，升级版SKF探索者轴

承的耐磨性有了显著的提高(→ 图1)。

客户利益

与原SKF 探索者轴承相比，

升级版的SKF探索者轴承进

一步改进了以下的性能： 

• 轴承的使用寿命

• 轴承的耐磨性

• 轴承的抗污染能力

• 轴承的耐用性

• 轴承的可靠性

行业和应用

• 采矿、矿石加工、水泥

• 物料运输

• 冶金

• 工业减速机

• 预热器

• 风能

• 船舶

测试条件
润滑剂: 涡轮发动机T 68号矿物
质油，包含3g/l的铸铁粉
K: 1.2
C/P: 3.4
转速: 525 r/min
运行时间: 72个小时
测试前和测试后，分别称取所
有元件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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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SKF探索者轴承 原SKF探索者轴承升级版SKF探索者轴承 升级版SKF探索者轴承

相对使用寿命 相对使用寿命

图2

润滑不良条件下的使用寿命

图3

轴承污染条件下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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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F探索者轴承                                 提高了性能标准

• 轴承的使用寿命在润滑不良的条件下得以延长

SKF工程和研究中心进行了一系列寿命测试，用以验证升级版SKF
轴承的使用寿命。

测试结果（→图2）表明，在润滑不良的情况下，升级版的探

索者轴承的使用寿命是原探索者轴承使用寿命的两倍。

• 轴承的使用寿命在污染的条件下得以延长

为了验证升级版探索者轴承在性能上提升的程度，SKF工程和研

究中心还对升级版的探索者轴承在污染条件下的使用寿命进行了

测试：

测试结果（→图3）表明，在污染的工作环境下，升级版的探

索者轴承钢的使用寿命几乎是原探索者轴承的两倍。

测试条件
轴承: 22220 E
载荷: 140 kN
转速: 1500 r/min

润滑剂: 涡轮发动机T9号矿物质

油

k: 0.45
工作温度=75 °C

测试条件
轴承: 22220 E 
轴承在污染条件ηc = 0.2的条件
下，进行试运行。

工作条件
卸载负荷后的工作条件: 140KN
C/P: 3
转速: 1500 r/min
润滑剂: 涡轮发动机T68号矿物
质油
k: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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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型轴承具有的其他优势

在涉及到重型工艺设备的应用场合，轴承故障引起的停机会造成

很严重的损失。如果是非计划停机，减产造成的损失会飚增。升

级版SKF探索者自调心滚子轴承系列产品，为上述应用场合提供

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 延长安全运转的时间：

SKF升级版轴承钢在保持或提高韧性的同时还提高了硬度。测试

结果表明升级版的轴承延长了从点蚀至完全断裂的时间。这就

意味着，即使检测出轴承受损，但轴承仍能继续工作；从而为

维护人员提供更多的时间，以便他们做好计划、订购零件、并

为停机做准备，这样就能减少非计划的停机时间，节约相关成

本。

为了检测升级版SKF探索者轴承是否能延长安全运转时间，我

们对轴承内、外圈进行了完全破裂测试。在这些测试中，我们

将升级版SKF探索者轴承和原SKF探索者轴承进行对比。

图4说明了套圈在完全断裂之前，套圈的径向裂纹平均深度的比

较。与原SKF探索者轴承相比，升级版SKF探索者轴承在套圈完

全断裂之前，径向裂纹要来得更深，这就意味着升级版大中型

SKF探索者轴承延长了从初始点蚀到套圈完全断裂的时间，也就

是说轴承安全运行的时间得到了延长。轴承安全运行时间的延

长，对实施主动维护设备而言，能真正消除非计划停机的发生。 

图5表明，升级版SKF球面滚子推力轴承的法兰强度，与原SKF探
索者球面滚子推力轴承的法兰强度对比：

在对比实验中，原SKF探索者轴承上的法兰在实验中已断裂，

而升级版SKF探索者还在继续运行，当实验时间达到前者的两倍

时，后者在法兰上仅仅出现的是点蚀。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skf.com/update

原SKF探索者轴承 升级版SKF探索者
轴承

裂纹深度为套圈端面厚度的%。 时间比率

图4

套圈完全断裂时达到的平均径向裂纹深度

图5

球面滚子推力轴承法兰破裂测试—失效时间
大中型轴承

原SKF探索者轴承 升级版SKF探索
者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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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断裂

点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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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工程的力量

SKF将在五大领域的能力以及一百多年的特有应用专长相结合，为世界上各个主要行业的原始设

备制造商和生产工厂提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这五大应用领域包括轴承及轴承单元、密封件、润

滑系统、机电一体化（将机械和电子技术相结合的智能系统）以及从三维计算机建模到先进的状

态监测、可靠性应用和资产管理系统等一系列的服务。SKF的全球性体系为客户提供统一的质量

标准和世界一流的产品。

  轴承及
轴承单元 润滑系统密封件

服务机电一体化

sk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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