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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产品供应

DODGE®提供丰富的机械传动解决方案组合。拥有专业化生产基地，主要生产及销售DODGE®品牌的机械传动产品及
解决方案，包括CST（皮带运输机可控启动传输装置）、齿轮箱、联轴器、带座轴承、机械传动零部件等产品。DODGE®

拥有超过140年的历史，是全球动力传输领域值得信赖的品牌，我们的产品具有良好的工程设计，能够可靠运行，即使在
最恶劣的环境中，所需维护亦较少，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品质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

带座球轴承

产品 优势和特点 适用行业

UC紧定螺钉锁紧带座球轴承
UC紧定螺钉锁紧带座球轴承系列提供了
全孔径范围的通用轴承座，20 mm-90 mm
孔径尺寸，有立式、菱形法兰、方形法兰、
圆形法兰滑块式等底座形式可选。其密封
的设计有效地保障设备运行，以防止在工
业环境中受到污染。

UC紧定螺钉锁紧带座球轴承系列结合了DODGE®经验
与日本工业标准(JIS)，以满足客户的特定需求。此轴承可
与其他JIS标准品牌产品互换，无需改装设备。此极具竞
争力的系列易于安装、配有锁紧螺钉且专为标准负载应
用而设计。该系列提供了全孔径范围的常用轴承座，以满
足全球市场的需求，其密封设计有效保障再润滑，防止恶
劣工况环境下外界污染物进入。

通用工业等

SC紧定螺钉锁紧带座球轴承
SC紧定螺钉锁紧带座球轴承配备65°紧定
螺钉角度，可提供最佳支撑力，且易于安
装。17 mm-85 mm孔径尺寸。

该轴承运用了十分独特的设计——以65°角安装的优质
圆端紧定螺钉，可在锁闭力与轴承内圈应力之间实现最
佳平衡。除使用橡胶垫圈来防止污染外，独特的
DualGuard密封使用机械固定式单唇密封来保护轴承
芯。为将偏离降至最低，这些轴承配备严苛控制的旋转
扭矩值，以及轴承外圈上的防旋转销。

通用工业等

SXR带座偏心套锁紧球轴承
通过将偏心套旋转九十度，将轴承内圈固
定在轴上，紧定螺钉将防尘圈固定在适当
位置。17 mm至75 mm或1/2”至2-15/16”
孔径尺寸可选。可自由搭配立式轴承座，
窄幅立式轴承座，菱形法兰式轴承座，方
形法兰式轴承座，圆形法兰式轴承座，滑
块式轴承座等多种轴承座。

DODGE® SXR带座偏心球轴承产品，拥有独特的产品设
计，为广大用户提供无与伦比的质量和物超所值的产
品。SXR带座偏心套锁紧球轴承，拥有淬硬高精度内圈，
常规载荷加宽内圈，偏心轴套锁紧系统，DODGE®双重防
护密封，更强更灵活的滚动体及保持架，精简的防反转装
置，可自由搭配多种不同类型轴承座使用。

通用工业等

Grip Tight® 锥套锁紧带座球轴承 
带座球轴承可提供360°全轴接触和同心
度，且无轴磨损或摩擦腐蚀，配备薄壁锥
套安装系统。17 mm-85 mm孔径可选。

Grip Tight® 轴承能够以同心方式锁定轴，并穿过整个轴
承孔，以此将振动水平降至最低。这种锁紧机构并不会
在安装期间损坏轴，且设计有内置拆卸功能。独特的
DualGuard密封是一种配备橡胶垫圈的机械固定式单唇
密封，标配热稳定型尼龙护手罩。

风机、暖风空调等

D-LOK同心套锁紧球轴承
D-LOK独特的同心轴环轴承经DODGE专
家精心设计，在保持功率与改进的同心度情
况下，可以有效确保您卓越的功能。即使在
高速下，D-LOK 轴承也能更紧密、更均匀地
夹持轴，从而减少振动。

新型道齐D-LOK的轴承特点具有精密硬化和珩磨的内圈和
外圈，采用新型坚固的轴承座设计及D-LOK 锁定机构 ，采
用更坚固、更灵活的滚动体保持架，并采用防旋转装置，
可提供多种款式，3/4“ 至 3-7/16” （20 至 70 mm） 内径尺
寸，表面可选用静电涂覆环氧涂料，FDA/USDA润滑剂和
其他特殊润滑剂，耐腐蚀嵌件，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通用工业等

EZ Kleen® 预涂外球面带座球轴承
配备不锈钢或增强聚合物轴承座，配备防
腐涂层的轴承芯。20 mm-50 mm孔径可
选。可选安装方式包括Grip Tight® 锥套安
装、D-LOK同心套和紧定螺钉。可选装易
检测金属端盖。

EZ Kleen® 带座轴承配备独特的防腐涂层的轴承芯，配备
独特的QuadGuard密封系统，由特殊的三唇密封和防护
盖组成的，可在防止污染物进入的同时，有效保持润滑脂
流入。另外，轴承还采用先进的Max Life保持架，所有保
持架均采用独特的用两件式设计，可以有效防止在潮湿环
境中被冲洗掉，从而延长轴承使用寿命。所有EZ Kleen® 
轴承在出厂前均填充食品级润滑脂。即使在严酷的冲洗
条件下，EZ Kleen® 带座轴承仍可提供更长的使用寿命。

食品、饮料、制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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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座滚子轴承
产品 优势和特点 适用行业

ISN 球面滚子带座轴承
在尺寸上可与SN轴承座尺寸互换的带座
调心滚子轴承。提供30-140 mm孔径的铸
铁双螺栓立式轴承座和150-170 mm孔径
的球墨铸铁四螺栓立式轴承座。

独特的一体式推拉式安装和拆卸系统使得该轴承易于安
装和拆卸。ISN经工厂预先密封和润滑，采用单件式交
货，开箱即用于安装。三唇和迷宫式密封选件可提供卓
越的保护性能，延长轴承使用寿命。

造纸、水泥、水处
理、食品、饮料、畜
牧、林业等

ISAF 液压锁紧球面滚子带座轴承
内置液压安装和拆卸系统的重型立式带
座轴承在尺寸上可与SD 3100尺寸产品互
换。150 mm-360 mm孔径尺寸可选。

内置液压安装和拆卸螺母，易于采用标准液压泵进行轴
承安装和拆卸。轴承开箱即可用，通常情况下，可在15分
钟或更短时间内完成ISF的安装或拆卸，而无需测游隙
或使用其他特殊工具。一体式铁燧石型密封可保护轴承
在恶劣环境中，免受污染。

造纸、水泥、水处
理、食品、饮料、畜
牧、林业、矿山、冶
金、电力等

Type E-XTRA® 圆锥滚子带座轴承
圆锥滚子带座轴承。35 mm-180 mm孔径
尺寸可选。

工厂整体组装完成、预调整及预润滑完成，轴准备好即
可随时安装使用。该轴承配备XTS三唇密封。另外可选
E-TECT密封可为轴承提供额外保护。

造纸、水泥、水处
理、食品、饮料、畜
牧、林业等

SNX/SDX标准轴承座
分体式轴承座，符合行业标准SN和SD安装
尺寸，适配22200、22300、23000、23100
和23200系列球面滚子轴承。

铸铁外壳和坚固支脚，有效的提高了轴承的承载能力。
使得SNX或SDX成为一种稳固、可靠的解决方案。SNX
配备两个预加工螺纹注油孔、两个润滑排油孔，以及四
颗用于提供额外强度的顶盖螺栓。SDX底部具有储油底
壳，均油通道和回油槽确保油从一侧流至另一侧，并返
回至储油底壳，有效防止泄漏。两种轴承座均可选配多
种密封，可使用油润滑或脂润滑。

造纸、水泥、水处
理、矿山、冶金、食
品、饮料、畜牧、林
业、电力、暖通空调
等

滑动轴承
产品 优势和特点 适用行业

Sleevoil® RTL 系列动压滑动轴承
采用水冷设计，可为连续运行的工业风
机，提供更长使用寿命的液压油膜带座轴
承。2-15/16英寸至12英寸孔径尺寸可
选。

RTL系列适用于工业风机，有水冷、油冷或风冷等多种冷
却方式可选，具有优越的散热性能，可通过去除源头处
的热量来确保轴承持续无障碍运行。RTL轴承包含一系
列标准功能，已进行相关预加工，对于循环油，有浸入式
加热器、恒温器和二次密封等可选件。所有这些轴承均
进行过预加工，可以接入以下远程轴承监测设备：RTD
或热电偶、加速计和接近探头。全部轴承组件采用剖分
设计，便于安装和拆卸。

电力、冶金、造纸、
水泥、石油天然气、
化工等

SOLIDLUB石墨衬套带座滑动轴承
自润滑、静态自调心轴承，适用于极端工
业应用。

SOLIDLUB石墨带座滑动轴承在极端温度下运行良好，
适用于人工难以接近的地点，适用于轴承干循环或润滑
系统成本太高，可用于许多腐蚀性（化学）介质，可用于
低速和有限轴运动应用。

电力、冶金、造纸、
水泥、石油天然气、
化工

带座球轴承
产品 优势和特点 适用行业

UltraKleen® 不锈钢外球面带座球轴承
配备不锈钢或增强聚合物轴承座，可以有
效抑制细菌与真菌的增长，以及不锈钢轴
承芯。20 mm-50 mm孔径可选。可选安装
方式为紧定螺钉安装。可选装易检测金属
端盖。

UltraKleen® 带座轴承配备100%不锈钢轴承芯，所有轴
承在出厂前均填充食品级润滑脂。配备独特的
QuadGuard密封系统，由特殊的三唇密封和防护盖组成
的，可在防止污染物进入的同时，有效保持润滑脂流入。
另外，轴承还采用先进的Max Life保持架，增强聚合物轴
承座采用一体式设计，极大的避免了污染物驻留空腔。轴
承座含抗菌剂，能够有效抑制细菌与真菌的生长，最大化
降低食品污染或产品召回风险。UltraKleen® 带座轴承的
设计适用于高压冲洗，机械固定式密封在冲洗过程中固
定不动，防止在重新润滑中爆裂。

食品、饮料、制药等

智能传感器
产品 优势和特点 适用行业

智能传感器
机械产品智能传感器的设计可实现简易
快速安装和激活。

传感器采用无线信号传输和智能诊断，无需布线、特殊
工具或特殊软件。远程监控机械产品使得维护人员和其
他相关人员无需接触设备即可安全检查机械产品的健康
状况。趋势数据有助于开发用于监测性能和能力的模
型，从而预测何时需进行更换。现在可以根据实际需求
而不是通用计划来进行维护。设备健康状况变差会有警
告提示，让您可以在发生问题以及系统崩溃前计划好维
护工作。

旋转类机械设备的
轴承和齿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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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齿轮箱和齿轮电机

产品 优势和特点 适用行业

ROCK系列工业通用齿轮箱
采用ISO标准和模块化设计
技术参数：
平行轴：扭矩：2.9 kNm~240 kNm

速比：1.25~112
垂直轴：扭矩：6.1 kNm~240 kNm

速比：5~90

	• 独有的齿轮修形算法，齿面运行载荷更均衡
	• 高品质轴承的应用确保齿轮箱的高可靠性
	• 基于全传动链的优化算法，获取低噪音效果
	• 得益于优秀的工艺和质量控制，三级传动最优效率值
达到97%以上
	• 可选的双油封系统，有效防护外界杂质进入、内部润
滑油外泄，轻松应对恶劣工作环境
	• 高品质密封材料的应用，确保齿轮箱始终运行在可靠
的工作状态
	• 散热能力更强
	• 富有竞争力的性价比

矿山、水泥、冶金、
造纸、电力、化工、
港口、环保、水处理

MagnagearXTR® 系列工业通用齿轮箱
Magnagear XTR® 是一款高功率密度齿轮
箱，采用AGMA标准，结构紧凑，针对重载
设计，超高可靠性。12种规格可选，所涵盖
的功率范围为20 kW-3240 kW，扭矩范围
为11,300-395,000 Nm。提供平行轴和直
角轴两种结构，实心轴和空心轴两种输出
方式。

得益于一体式铸造箱体、远高于标准载荷需求的轴承L10
寿命，以及优质串联Taconite型密封系统，Magnagear 
XTR能够提供超高可靠性和维护简易性。空心轴齿轮箱的
最大可选轴径达200mm，配备安全便捷的双锥轴套系统，
便于安装和拆卸。齿轮箱具有多种安装配置可供选择，其
中包括可摇摆基座和电机齿轮箱一体连接法兰。可翻转箱
体是G100-G920的标准配置，对于G1400、G2100和
G3500为可选配置。由此可提供灵活的安装选项，以最大
限度地减少备件。

矿山、水泥、冶金、
造纸、电力、化工、
港口、环保、水处理

电机直连式轴装齿轮箱（MTA） 
适用于严苛运行环境的直角轴电机直连驱
动方案。7种规格可选，所涵盖的功率范围
为1.5-75 kW，扭矩范围最高可达14,700 
Nm。

MTA采用紧凑型设计，可节省空间，已通过ATEX认证，
配备安全便捷的锥套安装方式，便于安装和拆卸。MTA
专为获得最佳可靠性而设计，配备用于严苛环境的密封
系统，可以减少维护需求，极大提高连续运行时间。另
外，MTA可为螺旋输送机提供整体驱动部件，涵盖驱动
轴和安装法兰。

粮油饲料、矿山、水
泥、冶金、造纸、电
力、水处理、食品饮
料

轴装式齿轮箱TAII
Torque Arm为耐严苛环境的皮带机驱动
产品，广泛应用于空间狭小的机械设
备。12种规格可选，所涵盖的功率范围最
高可达300 kW，扭矩范围最高可达36,700 
Nm。

Torque Arm采用扁平形状工业设计，轴向尺寸压缩到
极致，为客户解决安装空间狭小的问题。铸造箱体和防
粉尘密封系统，为其提供超长使用寿命。Torque Arm采
用AGMA标准进行设计制造，具备更长的轴承寿命，为
客户提供高可靠的驱动方案。安全便捷的锥套安装方
式，避免了安装过程中，对客户负载轴的损伤。这种锥
套连接方式，为Torque Arm的安装与拆卸提供了极大
便利性。同时该产品已获ATEX认证。

粮油饲料、矿山、水
泥、冶金、造纸、电
力、水处理、食品饮
料

Quantis® 同轴式（ILH）齿轮箱/齿轮电机
同轴式齿轮箱采用高扭矩密度设计，外形
十分紧凑。8种规格可选，所涵盖的扭矩
范围最高可达14,000 Nm，速比最高可达
7500:1。

Quantis® ILH齿轮箱采用高扭矩密度设计，外形十分紧
凑，配备较宽的速比范围，有助于客户缩小现有齿轮箱
型号，从而降低成本。已经获得第三方ATEX认证。

食品饮料、制药、物
流、矿山、冶金、水
泥、饲料、化工、纺
织、暖通空调、林
业、水处理、汽车

Quantis® 直角轴（RHB）齿轮箱/齿轮电机
RHB配备螺旋锥齿轮，效率高达94％，
由此可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高速/低速解
决方案。8种箱体尺寸可选，所涵盖的扭
矩范围最高可达14,00 Nm，速比最高可
达可达7500:1。

Quantis® RHB齿轮箱配备螺旋锥齿轮，可提供具有性价
比的高速/低速解决方案。对于空心输出轴，RHB套件配
备安全便捷的道齐双锥衬套系统，即使经过多年运行，
亦可轻松安装和拆卸齿轮箱。已经获取第三方ATEX认
证。

食品饮料、制药、物
流、矿山、冶金、水
泥、饲料、化工、纺
织、暖通空调、林
业、水处理、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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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齿轮箱和齿轮电机

产品 优势和特点 适用行业

Quantis® 平行轴（MSM）齿轮箱/齿轮电机
Quantis MSM齿轮箱的通用箱体具有地
脚安装或法兰安装配置可供选择，每级效
率高达98％。8种箱体尺寸可选，所涵盖
的扭矩范围最高可达14,000 Nm，速比最
高可达7500:1。

Quantis® MSM齿轮箱的通用箱体具有地脚安装或法兰
安装配置可供选择。对于空心输出轴，该齿轮箱配备已
获专利的道齐双锥衬套系统，即使经过多年运行，亦可
轻松安装和拆卸产品。已经获取第三方ATEX认证。

食品饮料、制药、物
流、矿山、冶金、水
泥、饲料、化工、纺
织、暖通空调、林
业、水处理、汽车

TIGEAR-2® 蜗轮蜗杆齿轮箱/齿轮电机
多种箱体尺寸可选，最大输出扭矩76 8 
Nm，速比达到60:1。配合斜齿轮减速部
件可扩展速比到300:1。多种输入连接形
式和输出连接形式可选。

TIGEAR-2® 蜗轮蜗杆齿轮箱，采用细化晶粒的青铜合金
材料制造涡轮零件，超长寿命和高耐磨性。采用道齐研
发的装配工艺，实现齿面接触的优化，达到更高的传动
效率和传动能力。输出轴承全部采用圆锥滚子轴承。所
有轴径密封段经过高精密磨削，保障密封件密封精度与
运行寿命。独特的密封系统设计，可耐受-40°C~149°C
的温度范围。全封闭设计，标配合成润滑油，终身免换油
设计。可配备斜齿轮组件包，进一步扩展速比范围到
300:1。可提供输入端法兰及轴伸连接，输出端可配置空
心轴、实心轴、法兰连接、双轴输出等多种连接方式。部
分型号可配备合金铝安装件。可以满足绝大多数客户安
装要求。

食品饮料、制药、汽
车、物流、矿山、冶
金、水泥、饲料、化
工、纺织、暖通空
调、林业、水处理

Breeze系列工业吊扇专用齿轮电机
全铝合金外壳，降低厂房场馆高空负重，
专为工业大吊扇应用场景设计开发。

安装方式：立式安装
额定功率：1.5 KW~0.75 KW
数比范围：28,23,17 

	• 轻量化设计，重量仅为28 KG,比行业平均水平降低
27%，降低安装调试人员的安全风险
	• 采用圆锥滚子轴承，轻松应对不平衡及侧风载荷
	• 全铝机壳，超高传热系数及高能效等级，应对高温环
境运行
	• 采用双输出油封冗余设计，彻底消除漏油的焦虑
	• 可靠的拓扑齿轮优化，效率高，噪音低
	• 可提供变频驱动打包方案，美国DODGE齿轮电机技
术完美结合ABB成熟变频控制技术

工业：制造车间，物
流，分拣中心

商用：4 S店，餐饮
场所，商场超市

农畜牧业：养殖场

公共事业：机场、火
车站、客运中心、室
内体育场馆

搅拌应用：食品、药
品、化工

食品级可冲洗齿轮箱

产品 优势和特点 适用行业

Quantis® Ultra Kleen® 齿轮箱 
全不锈钢直角轴齿轮箱。2种箱体尺寸可
选，所涵盖的扭矩范围最高可达 4 5 0 
Nm，输出速比最高可达179:1。整机防护
等级达到IP69K。特别适合不允许喷漆的
应用场合。

Quantis® Ultra Kleen® 齿轮箱采用全封闭式设计，具有
光滑圆润的箱体表面，无任何可能隐匿食品残余或微生
物的缝隙。标配两件式严苛环境密封，针对高压喷射和
磨料，可提供更专业的防护。密封耐受温度范围	
-40°C~149°C，密封可承受最大10MPa喷射压力，防水
性质保一年。该系列产品可适配IEC法兰电机或NEMA
法兰电机。易于安装和拆卸电机。

食品、饮料、制药

Quantis® EZ Kleen® 齿轮箱 
专为食品饮料、制药行业设计的齿轮箱。
包含同轴减齿轮箱、直角轴齿轮箱、平行
轴齿轮箱三大系列。最大输出扭矩14000 
Nm，速比达到7500:1。整机防护等级达
到IP69K。

Quantis® EZ Kleen® 齿轮箱强大的防护性能，是可冲洗
环境应用的正确选择。该系列产品采用模块化设计，用
于高压高温冲洗环境。标配两件式严苛环境密封，耐受
温度范围-40°C~149°C，并采用特殊的表面处理工艺，
提供食品级防护能力，盐雾测试达到ASTM117要求，并
美国农业部USDA认可。终身免维护。密封可承受最大
10MPa喷射压力，防水性质保一年。

食品、饮料、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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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级可冲洗齿轮箱

产品 优势和特点 适用行业

TIGEAR-2® Ultra Kleen® 蜗轮蜗杆齿轮箱
全不锈钢材质的蜗轮蜗杆齿轮箱。5种箱
体尺寸可选，最大中心距76.2 mm,最大输
出扭矩273 Nm，速比达到60:1。整机防护
等级达到IP69K。特别适合不允许喷漆的
应用场合。终身免维护。

TIGEAR-2® Ultra Kleen® 蜗轮蜗杆齿轮箱采用全封闭式
设计，具有光滑圆润的箱体表面，无任何可能隐匿食品残
余或微生物的缝隙。标配两件式严苛环境密封，针对高压
喷射和磨料，可提供更专业的防护。密封耐受温度范
围-40°C~149°C，可承受最大10MPa喷射压力，防水性
质保一年。可提供空心轴输出方式及系列化不锈钢配件，
适用与多种安装应用场景。

食品、饮料、制药

TIGEAR-2® EZ Kleen® 蜗轮蜗杆齿轮箱
专为食品饮料、制药行业设计的蜗轮蜗杆
齿轮箱。5种箱体尺寸可选，最大中心距
76.2 mm,最大输出扭矩273 Nm，速比达
到60:1。整机防护等级达到IP69K。终身
免维护。

TIGEAR-2® EZ Kleen® 蜗轮蜗杆齿轮箱具备强大的防护
性能。标配两件式严苛环境密封，耐受温度范围	
-40°C~149°C。并采用特殊表面处理工艺和不锈钢零
件，提供食品级防护能力，盐雾测试达到ASTM117要
求，获美国农业部USDA认可。密封可承受最大10MPa喷
射压力，防水性质保一年。

食品、饮料、制药

可控启动传输CST

产品 优势和特点 适用行业

可控启动传输CST— —大型带式输送机
智能控制与软启动解决方案
技术参数：
平行轴：功率：173 KW~3028 KW

速比：15.375~40.95
垂直轴：功率：125 KW~1305 KW

速比：15.219~57.6261

	• 可控软启动（30 — 600秒），降低对胶带的冲击，
延长胶带寿命
	• 电机空载顺序启动，降低对电网的冲击
	• 具有大启动转矩，满足重载启动要求
	• 多机驱动功率平衡在2%之内
	• 离合器吸收冲击，确保齿轮、电机的最长寿命
	• 可提供低速验带运行需求
	• 智能控制器及远程监控满足智能化矿山需求
	• 适用于各种恶劣工况应用并具有高可靠、长寿命（适
当维护，寿命可达30年以上）

矿山、冶金、港口、
水泥、电厂

水泵驱动齿轮箱

产品 优势和特点 适用行业

大型立式/卧式水泵驱动专用齿轮箱
技术参数：
额定功率：200 KW~22,000 KW（取决于

输出轴的转速）
转速范围：100 RPM ~ 500 RPM

	• 齿轮设计寿命为通用齿轮箱的5倍
	• 齿轮采用优质合金钢，并经过渗碳淬火，齿面硬度达

58~62 HRC
	• 齿轮精度达到ISO 5~6级，传动效率高达99%
	• 齿轮内部润滑油道设计，低油位（用油量少）、低发
热量
	• 轴承寿命大于10万小时
	• 集成于齿轮箱的一体式油路润滑冷却系统，结构更
紧凑
	• 专利的双重密封保护，避免漏油风险
	• 箱体采用Q345低合金钢，具有更强的刚度

防洪排涝、引水、调
水工程、发电厂冷
却水循环、海水淡
化、农作物灌溉

联轴器

产品 优势和特点 适用行业

D-Flex 弹性套筒式联轴器
孔径最大可达140 mm，扭矩范围最高可
达8,189 Nm的弹性套筒式联轴器。

四向的弯曲可轻松应对冲击、振动和对中等特殊条件。简
单的设计和可互换组件使安装简单快捷。中间弹性体具
有多种形式组件，便于进行设备维护作业，且具有所有常
见的ANSI和ISO轴间距可供选择。

矿山、冶金、骨料、
水泥、化学制品、石
油天然气、食品、林
业、造纸、暖通空
调、电力



7

联轴器

产品 优势和特点 适用行业

Raptor 剖分式轮胎联轴器
孔径最大可达229 mm，扭矩范围最高可
达38,438 Nm的弹性分体式轮胎型联轴
器。

Raptor剖分式轮胎联轴器配备独特的WingLock™技术，
可增加弹性体最关键区域的表面积，从而提高结合强度，
改善抗疲劳强度，分体式天然橡胶部件可确保易于组
装、降低维护需求，以及显著降低总成本。Raptor剖分式
轮胎联轴器设计用于随时更换，且不做任何改造的情况
下，适用于众多现有应用。Raptor剖分式轮胎联轴器以
超过50 年的天然橡胶专业知识作为后盾，同时提供行业
领先的5年保修期。通过第三方ATEX认证。 

矿山、冶金、骨料、水
泥、化学制品、石油
天然气、食品、森林、
造纸、HVAC、发电

Para-Flex® 轮胎式联轴器
孔径尺寸最大可达203 mm，扭矩范围最
高可达51,180 Nm的法兰安装式弹性轮胎
式联轴器。

Para-Flex® 轮胎式联轴器可提供优质的对中纠错能力、5
年保修期且已通过ATEX认证。“问题解决者”弹性性体可
吸收冲击并抑制振动。免维护、免润滑设计在最大程度上
确保了无故障运行。

矿山、冶金、骨料、
水泥、化学制品、石
油天然气、食品、林
业、造纸、暖通空
调、电力

齿式联轴器
孔径尺寸最大可达1050 mm，扭矩范围
最高可达5,340,000 Nm，是一种润滑灵
活金属齿轮式联轴器。

DODGE® 齿式联轴器是目前市面上功率密度较高的金属
联轴器。鼓形齿可提供更长的使用寿命，此联轴器有9种
规格，可以与行业标准AGMA齿式联轴器互换。可用设计
包括间隔器、浮动轴、滑动齿轮和其他定制化设计。

矿山、冶金、骨料、
水泥、化学制品、石
油天然气、林业、造
纸、电力

StarFlex 爪式联轴器
孔径最大可达67 mm，扭矩范围最高可达
704 Nm的爪式联轴器（具体视构件外球
面而定）。

StarFlex爪式联轴器为各种轻型至中型应用提供高扭矩
输出。联轴器经过合理设计，可抑制系统振动、中心纠
错，同时提供故障安全操作。StarFlex爪式联轴器具有四
种弹性体材料可供选择，能够处理不同的温度、环境和扭
矩条件，可直接与行业标准直爪式联轴器互换。

矿山、冶金、骨料、
水泥、化学制品、石
油天然气、食品、林
业、造纸、暖通空
调、电力

Grid-Lign 蛇簧联轴器
孔径尺寸最大可达555 mm，扭矩范围最
高可达930,000 Nm的一种润滑灵活的金
属弹性联轴器。

蛇簧联轴器采用高扭矩密度设计、金属联轴器的大孔径
能力、弹性联轴器有对中纠错性能和减振性能。蛇簧联
轴器已通过三方ATEX认证。

矿山、冶金、骨料、
水泥、化学制品、食
品、林业、造纸、电
力

链条式联轴器
孔径最大可达110 mm，额定扭矩最高可
达5666 Nm的金属刚性联轴器。

链条式联轴器提供一个简单经济通用的方式连接两个
轴。它们可以与行业标准尺寸互换。链条式联轴器可提供
多种形式与轴相连，高扭矩，紧凑设计。

水泥和混凝料，造
纸，电力

驱动零件

产品 优势和特点 适用行业

HT 250 同步皮带
橡胶高扭矩同步带解决方案适用于中心
距较长的应用。HT250的性能是HTD的
2.5倍，比V形皮带的效率高5％，且符合
ISO9583的导静电标准。具有5 mm、8 
mm和14 mm公制节距可供选择。

HT 250配备玻璃纤维拉伸绳，可提供超高强度、优良的
弯曲寿命和抗延伸性能。氯丁橡胶主体可防污垢、润滑
脂、油和水分。尼龙齿面可提供持久耐磨的外表，进而延
长使用寿命。安装功能包括Taper-Lock® 锥套，其易于安
装和拆卸、可提供更大的扭矩且所需轴空间更少，同时可
减少轴承负载。

谷物、设备处理、森
林、造纸、食品和饮
料、空气处理、采
矿、骨料、水泥、化
学制品、石油天然
气、HVAC

HT 500 同步皮带
可提供5倍于HTD性能、效率比V形皮带高
5％的高扭矩同步带解决方案。HT 500有8 
mm和14 mm公制节距可供选择，由此可在
极端温度条件下（-54℃至+85℃）下正常工
作。

HT 500配备碳拉伸绳，凭借极低的拉伸变形和超强的强度
以及承载能力，可同时吸收冲击和振荡载荷。耐用的聚氨
酯构造可抵抗化学品、油、污染物和磨蚀。尼龙齿面可减少
摩擦并消除润滑需求。安装功能包括Taper-Lock® 锥套，其
易于安装和拆卸、可提供更大的扭矩且所需轴空间更少，
同时可减少轴承负载。

谷物、设备处理、森
林、造纸、食品和饮
料、空气处理、采
矿、骨料、水泥、化
学制品、石油天然
气、HVAC

食品级可冲洗齿轮箱

产品 优势和特点 适用行业

TIGEAR-2® Ultra Kleen® 蜗轮蜗杆齿轮箱
全不锈钢材质的蜗轮蜗杆齿轮箱。5种箱
体尺寸可选，最大中心距76.2 mm,最大输
出扭矩273 Nm，速比达到60:1。整机防护
等级达到IP69K。特别适合不允许喷漆的
应用场合。终身免维护。

TIGEAR-2® Ultra Kleen® 蜗轮蜗杆齿轮箱采用全封闭式
设计，具有光滑圆润的箱体表面，无任何可能隐匿食品残
余或微生物的缝隙。标配两件式严苛环境密封，针对高压
喷射和磨料，可提供更专业的防护。密封耐受温度范
围-40°C~149°C，可承受最大10MPa喷射压力，防水性
质保一年。可提供空心轴输出方式及系列化不锈钢配件，
适用与多种安装应用场景。

食品、饮料、制药

TIGEAR-2® EZ Kleen® 蜗轮蜗杆齿轮箱
专为食品饮料、制药行业设计的蜗轮蜗杆
齿轮箱。5种箱体尺寸可选，最大中心距
76.2 mm,最大输出扭矩273 Nm，速比达
到60:1。整机防护等级达到IP69K。终身
免维护。

TIGEAR-2® EZ Kleen® 蜗轮蜗杆齿轮箱具备强大的防护
性能。标配两件式严苛环境密封，耐受温度范围	
-40°C~149°C。并采用特殊表面处理工艺和不锈钢零
件，提供食品级防护能力，盐雾测试达到ASTM117要
求，获美国农业部USDA认可。密封可承受最大10MPa喷
射压力，防水性质保一年。

食品、饮料、制药

可控启动传输CST

产品 优势和特点 适用行业

可控启动传输CST— —大型带式输送机
智能控制与软启动解决方案
技术参数：
平行轴：功率：173 KW~3028 KW

速比：15.375~40.95
垂直轴：功率：125 KW~1305 KW

速比：15.219~57.6261

	• 可控软启动（30 — 600秒），降低对胶带的冲击，
延长胶带寿命
	• 电机空载顺序启动，降低对电网的冲击
	• 具有大启动转矩，满足重载启动要求
	• 多机驱动功率平衡在2%之内
	• 离合器吸收冲击，确保齿轮、电机的最长寿命
	• 可提供低速验带运行需求
	• 智能控制器及远程监控满足智能化矿山需求
	• 适用于各种恶劣工况应用并具有高可靠、长寿命（适
当维护，寿命可达30年以上）

矿山、冶金、港口、
水泥、电厂

水泵驱动齿轮箱

产品 优势和特点 适用行业

大型立式/卧式水泵驱动专用齿轮箱
技术参数：
额定功率：200 KW~22,000 KW（取决于

输出轴的转速）
转速范围：100 RPM ~ 500 RPM

	• 齿轮设计寿命为通用齿轮箱的5倍
	• 齿轮采用优质合金钢，并经过渗碳淬火，齿面硬度达

58~62 HRC
	• 齿轮精度达到ISO 5~6级，传动效率高达99%
	• 齿轮内部润滑油道设计，低油位（用油量少）、低发
热量
	• 轴承寿命大于10万小时
	• 集成于齿轮箱的一体式油路润滑冷却系统，结构更
紧凑
	• 专利的双重密封保护，避免漏油风险
	• 箱体采用Q345低合金钢，具有更强的刚度

防洪排涝、引水、调
水工程、发电厂冷
却水循环、海水淡
化、农作物灌溉

联轴器

产品 优势和特点 适用行业

D-Flex 弹性套筒式联轴器
孔径最大可达140 mm，扭矩范围最高可
达8,189 Nm的弹性套筒式联轴器。

四向的弯曲可轻松应对冲击、振动和对中等特殊条件。简
单的设计和可互换组件使安装简单快捷。中间弹性体具
有多种形式组件，便于进行设备维护作业，且具有所有常
见的ANSI和ISO轴间距可供选择。

矿山、冶金、骨料、
水泥、化学制品、石
油天然气、食品、林
业、造纸、暖通空
调、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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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筒

产品 优势和特点 适用行业

滚筒
滚筒尺寸的直径和面宽适用于任何普通
传送带。所有滚筒均适用于额定值高达
131 kN/m（750PIW）的传送带。

滚筒带HE或XT型轮毂可用于重型或矿用额外结构。可选
防护套规格包括SBR、氯丁橡胶或各种厚度的D-防护
套。另外，可选硫化或冷固结陶瓷防护套。

矿山、冶金、发电、
骨料、水泥、谷物、
森林

翼形滚筒
全系列翼形滚筒专为尾部滚筒设计，用于
要求坚固的耐用性，并能最大程度地清洁
皮带。

翼形滚筒可选择配备HE或XT型轮毂。翼形滚筒配备耐
用性优异的6  mm×38 mm接触条，且均符合CEMA尺寸。
可选规格包括螺旋型、重型和矿用额外结构。矿用的翼
形滚筒标配重型护环，可延长使用寿命。

矿山、冶金、发电、
骨料、水泥、谷物、
森林

升降机滚筒
具有直径最大可达1,825 mm，滚筒的宽度
窄至250 mm的单盘式和双盘式两种滚筒
类型可选。

升降机滚筒具有多种配置可选：带厚达25 mm的SBR或
FOS（防火、防油和防静电）橡胶硫化防护套的HE或XT
型轮毂。

谷物

滚筒总成
包括滚筒、涨套、轴和轴承等组件的完整
滚筒总成。

可提供用于出口装运的定制托盘，所有外露金属均采用
防锈保护。可根据客户要求提供长期储存功能。

矿山、冶金、骨料、
水泥、谷物、糖类、
森林、发电

工程类滚筒
道齐® 工程输送机滚筒可提供最佳可靠性
能和经济性。道奇输送机滚筒采用最先进
的设计技术和无与伦比的生产技术，旨在
为最棘手的应用提供最佳可靠性。

道齐® 滚筒的设计工程师拥有丰富的输送机系统优化经
验。这款工程设计优良的滚筒采用平衡一体式装置设
计，能够处理皮带输送机的张力要求。工程类滚筒提供
HE、XT或Bikon轴锁定装置，以及一体式轮毂、异型、
涡轮或T形端盘设计。生产技术包括轴和滚筒的CNC加
工、静态和动态平衡、AWS和ASME认证焊接工艺、以
及ASNT NDE认证检测程序。工程类滚筒提供2年保修
期。

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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