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80027253.1

(22)申请日 2020.03.12

(30)优先权数据

102019112852.8 2019.05.16 DE

(85)PCT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日

2021.10.08

(86)PCT国际申请的申请数据

PCT/DE2020/100187 2020.03.12

(87)PCT国际申请的公布数据

WO2020/228880 DE 2020.11.19

(71)申请人 舍弗勒技术股份两合公司

地址 德国黑措根奥拉赫

(72)发明人 瓦尔盖斯·亚伯拉罕　威拉·乔希　

R·纳迦·布沙纳姆·文杜拉　

哈里什·沙阿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27

代理人 周逸峰　雷涛

(51)Int.Cl.

F16C 19/06(2006.01)

F16C 43/08(2006.01)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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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在安装滚动轴承(2)期间，将两个轴承环(4，

5)彼此偏心地设置并且轴承环(4，5)中的至少一

个轴承环弹性地变形。与轴承环(4，5)的尺寸相

关地以计算的方式确定为了变形而施加到轴承

环(4，5)上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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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安装滚动轴承(2)的方法，其中将两个轴承环(4，5)彼此偏心地设置并且将

所述轴承环(4，5)中的至少一个轴承环弹性变形，

其特征在于，

与所述轴承环(4，5)的尺寸相关地以计算的方式确定为了变形而施加到所述轴承环

(4，5)上的力。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已经将部分数量的滚动体(15)填入到所述轴承环(4，5)之间之后，开始所述弹性变

形，并且还应填入剩余数量的滚动体(1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作为在产生弹性变形的构型之后的剩余数量，填入刚好一个唯一的滚动体(15)。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轴承环(4，5)之间填入滚珠作为滚动体(1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将所述滚珠(15)在其均匀地分布在所述轴承环(4，5)之间之后卡入到构成为塑料保持

架(19)的滚动轴承保持架中。

6.一种用于在偏心安装方法中安装滚动轴承(2)的设备(1)，包括构成用于夹紧轴承外

环(5)的夹紧设备(6)、作用于所述夹紧设备(6)的力产生设备(8)、以及与力产生设备数据

耦联的计算设备(17)，所述计算设备构成用于计算通过所述力产生设备(8)与轴承外环的

尺寸相关地待施加到所述轴承外环(5)上的径向力。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设备(1)，

其特征在于，

所述力产生设备(8)包括杠杆机构(9)。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设备(1)，

其特征在于，

所述杠杆机构(9)包括杠杆(12)，所述杠杆具有至少一个杠杆臂(13)，所述杠杆臂具有

可调整的有效杠杆长度。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设备(1)，

其特征在于，

其有效长度可调整的杠杆臂(13)设有长度标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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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安装滚动轴承的方法和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的前序部分的用于安装滚动轴承的方法。此外，本

发明涉及一种构成用于安装滚动轴承、尤其滚珠轴承的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这种安装方法例如从DE  10  2014  223  708  A1中已知。在此为偏心安装方法。一般

地，偏心安装方法的特征在于，在安装期间将轴承内环相对于轴承外环偏心地定位，以便能

够实现填入滚动体、尤其滚珠。为了提高可填入的滚珠的数量，轴承环中的一个轴承环可以

弹性变形。在DE  10  2014  223  708  A1的情况下提出两个轴承环的变形。

[0003] 偏心安装方法也在DE  2  137  979  A中描述。在该情况下，滚珠也填入到彼此偏心

设置的轴承环之间的镰刀形的空间中。在轴承环的随后的定心期间，能够发生外环的或内

环的小的弹性变形。

[0004] 原则上也得出如下可能性，将滚动体通过处于一个轴承环中的填充开口填入到两

个轴承环之间的环形空间中。在从EP  2  143  835  B1中已知的轴承装置的情况下，轴承环的

滚动体填入凹部的净宽轻微小于滚动体直径。通过轴承环的弹性变形才可实现滚动体的填

入。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基于如下目的，相对于已知的现有技术在安装结果的良好的可复现性方面

也在批量生产的条件下发展滚动轴承、尤其深沟球轴承的安装。

[0006] 所述目的根据本发明通过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安装滚动轴承的方法来实

现。同样地，所述目的通过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安装滚动轴承的设备来实现。本发明

的在下文中结合安装设备阐述的设计方案和优点符合意义地也适用于安装方法并且反之

亦然。

[0007] 要安装的滚动轴承尤其为深沟球轴承。滚动轴承包括两个轴承环，所述轴承环在

安装期间彼此偏心地设置。为了能够实现填入滚动体的可能性，以原则上已知的方式将至

少一个轴承环弹性变形。根据本发明，与轴承环的尺寸相关地以计算的方式确定为了变形

的目的施加到轴承环上的力。

[0008] 通过以计算的方式确定应施加到轴承环、典型地轴承外环上的力，同一设备能够

以简单的、舒适的且工艺可靠的方式用于安装不同的滚动轴承类型。在每个轴承尺寸中，轴

承环的变形的程度如下优化，即在排除损坏轴承环的风险条件下使在偏心安装方法中填入

的滚动体的数量最大化。

[0009] 整体上，安装设备包括构成用于夹紧轴承外环的夹紧设备、作用于夹紧设备的力

产生设备、以及与其数据耦联的计算设备，所述计算设备构成用于计算通过力产生设备与

轴承外环的尺寸相关地应施加到轴承外环上的径向力。

[0010] 设为用于计算应施加到轴承外环上的径向力的计算设备也能够构成用于存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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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运行力产生设备的数据或者与对应的数据存储器连接。与在哪个时间点和在哪个部位

执行为了执行根据本发明的偏心安装法必需的计算无关地，在所述计算中除了滚动轴承的

尺寸之外可以包括另外的参数，例如材料参数或涉及滚动轴承的随后的运行的参数。

[0011] 根据方法进行的一个可能的变型形式，在已经将部分数量的滚动体填入到轴承环

之间之后，才开始轴承外环的弹性变形，并且还应填入剩余数量的滚动体。在轴承环已经置

于其弹性变形的构型之后还应填入的剩余数量尤其能够为唯一的滚珠。

[0012] 与在方法的哪个阶段中执行轴承外环或轴承环的变形无关地，在填入过程结束之

后，两个轴承环彼此定心。在定心状态中，滚动体、尤其滚珠均匀地分布在轴承环的环周上。

随后，安装滚动体保持架。在此，尤其为塑料菊形保持架。替选地，其他的保持架、例如板铆

接保持架也适合于引导滚动体。

[0013] 根据一个可能的设计方案，归于用于滚动轴承的偏心安装的设备的力产生设备包

括杠杆机构。在此，典型地，较短的杠杆臂作用于待变形的轴承环，而力产生设备作用于较

长的杠杆臂。力产生设备例如为液压设备。当这种设备产生固定设定的力时，所述设备也可

在安装设备中使用。在该情况下，使用具有可调整的有效杠杆臂长度的杠杆。为了能够实现

简单地设定和控制作用于轴承环的力，在对应的杠杆臂上可以安置长度标记。

附图说明

[0014] 在下文中根据附图详细阐述本发明的实施例。其中示出：

[0015] 图1示出用于偏心安装滚动轴承的设备的立体图，

[0016] 图2示出根据图1的设备的示意剖面图，

[0017] 图3示出安装设备的零件、即杠杆的立体图，

[0018] 图4示出应借助安装设备安装的深沟球轴承的分解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整体上用附图标记1表示的用于偏心安装滚动轴承2、即深沟球轴承的设备包括安

装台3，在所述安装台上应设置有滚动轴承2的轴承环4、5，即内环4和外环5。为安装台3配设

有夹紧设备6，所述夹紧设备包括作用于外环5的夹紧元件7。

[0020] 此外，安装设备1包括整体上用8表示的力产生设备。力产生设备8的部件是杠杆机

构9和压力产生器10，所述压力产生器操作杠杆机构9。在此，压力元件11作用于杠杆12，所

述杠杆为杠杆机构9的中央元件。例如液压地加载力的压力元件11在此作用于杠杆12的杠

杆臂13。与杠杆臂13相比较短的杠杆臂14经由夹紧元件7将径向力施加到轴承外环5上。

[0021] 为了能够实现将用15表示的滚动体、也就是说滚珠填入到轴承环4、5之间，将外环

5借助于作用于夹紧设备6的力产生设备8弹性变形，其中同时内环4相对于外环5偏心地设

置。滚珠15的填入借助于填充设备16进行。填充设备16同样如压力产生器10那样与计算设

备17数据耦联。计算设备17构成用于，与要安装的滚动轴承2的参数相关地，尤其与轴承环

4、5的尺寸相关地，计算应由力产生设备8施加的径向力，所述径向力使外环5变形。对计算

在此提出优化的要求：一方面应将尽可能高的数量的滚动体15安置到轴承环4、5之间。另一

方面，轴承环5的变形限于如下区域，在所述区域中可靠地排除损坏。

[0022] 在该实施例中，压力产生器10构成用于产生恒定的力。所述力通过压力元件11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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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杠杆臂13上。为了能够改变作用于外环5的力，杠杆臂13的有效长度是可变的。在杠杆

臂13处可见长度标记18，所述长度标记允许简单的可视控制，压力元件11在何处将力导入

到杠杆臂13中。由此长度标记18应理解成标度，所述标度说明在接入压力产生器10时在杠

杆12中作用的扭矩从而作用于外环5的径向力。

[0023] 在将全部滚珠15安置到轴承环4、5之间，将外环5回引到其初始的圆形形状中以及

滚珠15在轴承环4、5之间的环形空间中等距分布之后，以本身已知的方式安装滚动轴承保

持架19。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滚动轴承保持架19为由塑料构成的菊形保持架。可选地，此外

可以安装未示出的密封件，所述密封件在轴承环4、5之间起作用。

[0024] 附图标记说明

[0025] 1  用于偏心安装的设备

[0026] 2  滚动轴承，深沟球轴承

[0027] 3 安装台

[0028] 4  轴承内环

[0029] 5  轴承外环

[0030] 6  夹紧设备

[0031] 7  夹紧元件

[0032] 8  力产生设备

[0033] 9  杠杆机构

[0034] 10  压力产生器

[0035] 11  压力元件

[0036] 12  杠杆

[0037] 13  杠杆臂

[0038] 14  杠杆臂

[0039] 15  滚珠，滚动体

[0040] 16 填充设备

[0041] 17  计算设备

[0042] 18  长度标记

[0043] 19  滚动轴承保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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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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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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