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简介

徐州万达回转支承有限公司是生产回转支承和回转驱动的专业厂家，集设计、

制造、研发于一体，技术力量雄厚，生产能力强大，检测设备齐全。

我公司已通过由中国船级社审核的 ISO9001: 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船用

产品厂和 CCS 供方认证，并成为 SGS 认证供应商。公司拥有现代化生产厂房、生

产设备和检测设备，综合实力达到同行业领先水平。

回转支承：单排球式（01 系列、HS 系列、Q系列）、双排球式（02 系列）、

三排滚柱是（13 系列）、单排交叉滚柱式（11 系列）、双排球式（07 系列）以

及轻型系列回转支承，可按国家机械行业标准 JB/T2300---2011 提供系列产品，

产品型号覆盖 150mm---4500mm 各种标准和非标规格。

回转驱动装置：敞开型（S系列）、围栏型（SE 系列）、双蜗杆（S/SE-2

系列）、垂直型（V系列）和双轴型（SD 系列），并可以按照客户的技术要求设

计任何规格和结构的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建筑机械、冶金矿业机械、

船舶港口机械、风力发电等行业。

公司产品精度高、寿命长、质优价廉，售后服务完善，受到国内外客户高度

赞誉。公司技术精益求精，对不同的客户实行专业优化设计，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公司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并出口亚洲、欧洲、美洲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始终坚持“质优价廉，诚实守信”的企业经营理念，为新老客户提供优

质的产品与完善的服务



一.运输 搬运和贮藏

1.运输、搬运

运输时请保持回转式减速器包装箱按规定方向放置，避免碰撞；搬动时请戴

上工作手套并谨慎操作；回转式减速器一般内外圈都有螺纹孔，可以保证能够利

用起吊装置安全搬运。

2.贮藏

贮藏时请保持回转式减速器包装箱按规定方向放置，存放于封闭房间，避免

潮湿，在封闭包装中，表面防 腐蚀，防锈大约可保持 5个月，若需更长时间存

放，请采取特殊保护措施。

二.安装与维护

1.安装准备事项

 检查回转式减速器是否有物理损坏；

 清洗回转式减速器和连接支架；

 清理支承面上的杂质（如：铁屑，毛刺，油漆，焊渣等）。

2.请按以下说明清洗回转式减速器安装面的防锈油：

 用清洗液（如：柴油，汽油等）清洗安装面外部，清洗液不能对橡胶密封件

性 能形成破坏；

 请遵守清洗液的使用规定（如：生产商规定，工作人员保护，环境保护等）

3.安装时图 2-3中的定位螺栓不能松动，发运螺栓拆除后方可进行安装。



4.水平安装时与回转式减速机连接的安装面水平允许误差（见表 1）

表 1

型号规格 3” 5” 7” 9” 12” 14” 17” 21” 25”

垂直偏差 [mm] 0.07 0.09 0.11 0.16 0.23 0.26 0.32 0.42 0.49

角度偏差 度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5.与回转式减速机连接的安装面平面度允许误差（见表 2）

表 2

型号规格 3” 5” 7” 9” 12” 14” 17” 21” 25”

平面度偏差 [mm] 0.04 0.1 0.1 0.12 0.15 0.15 0.15 0.2 0.2

其形式必须类似于逐渐上升和下降的正弦曲线

6.螺栓选择

作为制造商，本公司不推荐和提供装配螺栓，以下条款仅供参考。

 请正确选用螺栓规格，型号及性能等级；

 螺栓级别不低于 10.9级

 螺栓旋入螺孔长度一般为 2倍螺栓公称直径；

 不允许螺栓旋出螺孔外面，否则会起干涉，损坏机件。

若不符合条件，则可能影响回转减速器螺栓连接的性能，使用寿命及抗拉强度。

 若超出允许安装面的接触应力，请使用合适高强度的垫圈；



 出厂时螺栓仅为发运螺栓，安装时将其拆除。

6.1.拧紧力矩推荐

 一般情况下，安装螺栓需经正确预加载荷固定。

 不允许使用断裂的弹垫，平垫等。

安装螺栓的拧紧力矩表，仅供参考

公制螺栓

螺栓规格
拧紧力矩（N.M）

10.9 级 12.9 级

M8 33±3 45±6

M10 72±6 90±10

M12 120±10 150±20

M16 305±25 380±50

M18 415±35 521±70

M20 600±50 750±100

7. 安装回转式减速器

 清洗安装支架，去除焊渣、镀锌残留物等；

 用螺栓将支架与回转式减速器固定，在螺栓头处应配有平垫圈；

 回转式减速器应在无负载状态下安装。

7.1. 请遵守以下程序，以避免螺栓拧紧时产生的内应力及安装问题。

 在螺纹处添加螺纹紧固胶水；

 预紧螺栓及垫圈，应交叉拧紧；螺栓如拧紧顺序见下图；从内圈或外圈开始，

将所有螺栓进行对 角扭紧至 30%拧紧力矩，然后重复对角扭紧至 50%拧

紧力矩，最后对角扭紧至 100%拧紧力矩。



 安装螺栓上齐上全，不得漏装。如遇结构限制不能上齐螺栓时，则螺栓孔必

须作密封处理，如 塞满硅胶，否则会漏水和灰尘到回转式减速器内；

 安装螺栓应考虑螺纹啮合长度，不宜过长，否则影响回转支承转动或引起干

涉；螺栓拧紧后，请在螺栓头和其连接处划线做标记，这便于以后检查螺栓

是否松动；

7.2补漆

在回转式减速器安装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造成表面油漆磕碰损坏，所以，系

统总装完毕后，需对回转式减速器进行补漆处理，提高防锈、防腐蚀的能力。

8.维护、检查及润滑

8.1 检查安装螺栓

在初次装配后使用 100 小时左右，有必要重新拧紧螺栓至规定的拧紧力矩；这

项检查需每年进行一次。 在特殊运行工况下，检查次数相对减少。螺栓松动后，

请立即更换所有螺栓、螺母和垫圈。

8.2 回转式减速器的润滑：

产品出厂前已对重要部位进行润滑，我们推荐，安装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再

加入润滑酯。

 回转支承滚道，出厂前已经加注了润滑脂；

 蜗杆与回转支承啮合处，使用前需要重新加注润滑脂；

 圆锥滚子轴承，出厂前已加注了润滑脂；

正常情况下使用的润滑脂见表 4

表 4

润滑部位 圆锥轴承/回转支承滚道/蜗杆与回转支承啮合处

推荐润滑脂名称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7014-1 高温润滑脂



适用温度范围（℃） -40+180

颜色 白色

工作锥入度 67

腐蚀（45 号钢片，100℃，3h） OK

滴点℃ 316

相似粘度（-30℃.10S-1），Pa.s 653

逐一向油杯注入口中加入润滑脂，推荐注入量见表 5

表 5

润滑部位
润滑脂加入量（单位：g）

3” 5” 7” 9” 12” 14” 17” 21” 25”

回转支承滚道 / 10-15 15-20 20-35 45-50 55-60 70-75 120-130 140-150

蜗杆与回转支承啮合处 33-35 50-60 55-65 90-100 100-110 100-110 110-120 130-140 130-140

圆锥滚子轴承 7+0.5 7+0.5 7+0.5 10+0.5 10+0.5 10+0.5 10+0.5 10+0.5 10+0.5

必须遵守生产商的润滑油处理规定

 转动回转式减速机的同时，连续向润滑脂注入口中注入润滑脂。

再次润滑间隔时间

 再次润滑间隔时间主要取决于当前的工作和环境条件

 精确的再润滑间隔时间只能通过实际工作条件下的实验来决定

 在没有可参照的情况下，可参考下表

表 6



工作条件 润滑脂填充回转式减速机润滑时间

干燥洁净的车间，工业定位器（转盘/机

器人等）
每工作 500 小时一次或每年一次

野外恶劣工况（如起重机 风力装置 太阳

能装置 高空作业平台等）
每年一次

恶劣气候条件，海上/沙漠/极地气候/脏

乱环境/每周连续工作超过 70 小时
每工作 150 小时或每四个月一次

极端条件下（掘进机 钢厂 油田） 每工作 50 小时一次，但至少每两个月一次

下列情形为正常工况：

 回转式减速机的工作温度为-20℃--+60℃

 减速机输出转速小于 2转/分

 润滑不足是最经常导致回转减速机故障的原因

 回转式减速机的启动扭矩为 0-5Nm，即空载状况下输入端的扭矩。

三．动力装置的安装应用

1.液压马达

按照表 3检查装配螺栓的拧紧扭矩。

连接油管到液压马达。

在无负载的状况下旋转马达，确认它旋转平稳。一旦不能正常旋转，请检查

液压系统 连接节 回转式减速机 蜗杆等。

空载测试后，加载到额定负载运转。

特殊液压马达规格，请详细阅读随本公司产品所附的液压马达说明书。

液压马达的工作压力和流量请参考本公司提供图纸上的参数。

2.减速电机

本公司所选配的减速电机有 24V和 380V 两种，其连接定义图纸。在无负载

前提下给电机供电转动，确认电机和回转式减速机转动平稳，若不能正常旋转，

请检查供电装置 连接端 回转式减速机和减速电机等。空载测试后再加载到额定

负荷运转。

特殊类型的减速电机，请阅读本公司所附的减速机说明书。

总则：

 本公司生产的回转式减速机符合 JB/T 11993-2014 标准。

 购买者负责提供安全防护措施及左右设备的正确安装。



 安装回转式减速机前，请阅读此手册。只有在严格遵守指导规则的条件下，

才能保证其工作特性。

 此手册包含回转式减速机的正确安装和维护所需信息

 上述所有工作步骤都需要专业人士进行操作

 如有技术问题，请立即与本公司售后服务联系

 本产品服务手册指导用户如何正确安装与维护回转式减速机，此版本将取代

早期的所有版本，用户可以登录 http://www.xzwanda.com进行下载。

太阳能行业垂直安装



 当产品应用于太阳能行业并对防护等级有特殊要求时，垂直安装需参考附图

 当产品用于其他行业并对防护等级无特殊要求时，安装方式不受限制。

友情提示：

太阳能行业水平安装

 当产品应用于太阳能行业并对防护等级有特殊要求时，水平安装需参考附图，垂直安装

需外加防护措施。



 当产品用于其他行业并对防护等级无特殊要求时，安装方式不受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