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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定负荷和寿命 �  
直线导向设备的寿命

即使在正常状态下运行，直线导向设备超过一定的运行期间后也会

达到寿命。直线导向设备的轨道面和滚动体一直反复承受负荷，因材料

的滚动疲劳产生表面剥离(疲劳剥落)，无法继续使用。从开始使用到轨

道面或滚动体出现表面剥落，所行走的总距离称作直线导向设备的寿命。

由于直线导向设备的寿命因材料的疲劳现象而长短不一，所以我们

采用经统计处理后的额定寿命。

额定寿命

直线导向设备的额定寿命是指一组相同的直线导向设备在相同的条

件下分别运行，当其中90％的直线导向设备还未因滚动疲劳而产生材

料损伤时可行走的总距离(1)。

注(1) 直线旋转衬套的额定寿命以总转数来表示。

基本额定动负荷 C

基本额定动负荷是指一组相同的直线导向设备分别运行时，理论上

能承受表1所示的额定寿命的一定方向和大小的负荷。

表1　额定负荷

系列 额定寿命

交叉滚子直线导轨
平面滚子轴承、平面滚针轴承

100×103m

滚珠滑组
滚珠花键
直线衬套

 50×103m

直线旋转衬套 106转

基本额定静负荷 C0

基本额定静负荷是指在承受最大负荷的滚动体和轨道的接触部中

央，产生一定大小的接触应力时的静负荷，是正常滚动运动的容许极限

负荷。一般应研究静态安装系数后使用。

容许负荷 F

在产品承受最大接触应力的接触部位，滚动体和轨道面的弹性变形

之和较小，能进行顺畅的滚动运动的负荷即称为容许负荷。

因此，需要非常流畅的运动及高精度时，请在负载负荷不超过容许

负荷的范围内使用。

额定动扭矩 T

额定动扭矩是指一组相同的滚珠花键分别行走50×103m的距离，

当其中90％的滚珠花键未因滚动疲劳而产生材料损伤时，所施加的一

定方向和大小的扭矩。

额定静扭矩 T0
额定静力矩 T0、TX、TY

额定静扭矩及额定静力矩是指承受扭矩或力矩负荷(参照图1)时，

在承受最大负荷的滚动体和轨道的接触部中央，产生一定大小接触应力

时的静态扭矩或力矩，是正常滚动运动的容许极限扭矩或力矩。一般应

研究静态安装系数后使用。

负荷方向与额定负荷

根据负荷方向修正额定负荷后使用直线导向设备。修正尺寸表所示

的基本额定动负荷、基本额定静负荷后使用时，修正值因系列不同而有

所差异，请参照各系列解说。

图1　额定负荷、额定扭矩及力矩方向

备注 交叉滚子直线导轨、直线衬套请参照各系列产品的解说。

T0C、C0

滚珠滑组

C、C0 T、T0 TYTX

C-Lube自润滑滚珠花键G、滚珠花键G、有限行程滚珠花键G

T、T0 TX TYC、C0

滑块型滚珠花键

滚珠花键

C、C0 C、C0 C、C0

平面滚子轴承 平面滚针轴承

FT FTW…A

平面滚子轴承、平面滚针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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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压 �  

寿命计算公式

直线导向设备的额定寿命与基本额定动负荷之间的关系如表2.1、
表2.2所示。

温度系数

如果工作温度超过150℃，则容许接触应力会降低，因此应根据下

式修正基本额定动负荷。

Ct = ft C  (1)

�式中� Ct ：考虑了温度上升因素的基本额定动负荷�N

����� ft ：温度系数(参照图2)
����� C ：基本额定动负荷�N

负荷系数

作用于直线导向设备上的负荷会因机械的振动或冲击等而大于其理

论负荷。一般要乘上表3中的负荷系数，求出负载负荷。

表3　负荷系数

运行条件 fw

无冲击的顺畅运行时 1 ～1.2
一般运行时 1.2～1.5
伴随冲击负荷运行时 1.5～3

预压的目的

当直线导向设备的负荷小且需要轻盈动作时，有时会让直线导向设

备保留一些间隙进行使用。但根据用途，有时需要去除导轨游隙，提高

导轨刚性，就会加一定的预压进行使用。

预压使轨道面与滚动体的接触部预先产生内部应力。这样从外部施

加于直线导向设备的负荷，就会被这种内部应力所吸收，从而控制弹性

变形量，提高刚性。(参照图4)

预压的设定

预压量的大小应考虑安装直线导向设备的机械和装置等的特性，以及

负荷是如何作用于直线导向设备等的因素来决定。一般标准是，滚动体

为钢球时，直线导向设备的预压为负荷的1/3左右；滚动体为圆柱滚子

时，预压为负荷的1/2左右，但是如果受到的是振动负荷或变动负荷，

特别需要高刚性时，应设定更大的预压。

选择预压时的注意事项

如果为了追求高刚性而设定过大的预压，滚动体与轨道之间就会产生

过大的应力，减少直线导向设备的使用寿命。因此，根据使用条件在适

当的预压量下运行是十分重要的。要设定大预压时，请咨询あ 公司。

此外，须注意不能向直线衬套及直线旋转衬套施加过大的预压。

硬度系数

轨道面的硬度须为58～64HRC。低于58HRC时，应根据下式修

正基本额定动负荷。

CH = fH C  (2)

�式中� CH ：考虑了硬度因素的基本额定动负荷�N

����� fH ：硬度系数(参照图3)
����� C ：基本额定动负荷�N

表2.1　各系列的寿命计算公式

系列

额定寿命的计算公式

标记的说明总行走距离

103m
寿命时间

h

交叉滚子直线导轨

平面滚子轴承、平面滚针轴承
L＝100( C—P ) 3—

10

Lh＝
106L

2Sn1– 60

L ：额定寿命�103m
C ：基本额定动负荷�N

T ：额定动扭矩�N·m

P ：当量动负荷(或负载负荷)�N
M ：负荷扭矩�N·m

Lh ：用时间表示的额定寿命�h

S ：行程长度�mm

n1 ：每分钟往返次数�cpm

滚珠滑组

直线衬套
L＝50( C—P )

3

滚珠花键
L＝50( C—P )

3

L＝50( T—M )
3

额定负荷和寿命

表4　静态安全系数

系列
使用条件与静态安全系数

有振动、冲击时 要求高行走性能时 一般运行条件时

交叉滚子直线导轨 4 ～6 3～5 2.5～3
滚珠滑组 3 ～5 2～4 1 ～3
滚珠花键 5 ～7 4～6 3 ～5
直线衬套 2.5 2 1.5
直线旋转衬套 2.5 2 1.5
平面滚子轴承、平面滚针轴承 4 ～6 3～5 2.5～3

表2.2　直线旋转衬套的寿命计算公式

系列

额定寿命的计算公式

标记的说明总转数

106转
寿命时间

h

旋转运动

 L＝( C—P )
3

L
h
＝

  (DPW n)2+(10Sn1)2/DPW60

106L

L ：额定寿命�106转

C ：基本额定动负荷�N

P ：负载负荷�N

Lh ：用时间表示的额定寿命�h

n ：转速�rpm

n1 ：每分钟往返次数�cpm

S ：行程长度�mm

DPW ：滑套滚珠圆心距离�mm

 �(DPW≈1.15FW)
FW ：内接圆直径�mm

旋转与往复的复合运动

往复直线运动 Lh＝
106L

600Sn1/(πDPW)

 滚珠(无预压)

 圆柱滚子(无预压)

 圆柱滚子(有预压)

 滚珠(有预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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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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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　N

弹
性

变
形

量
　

μ
m

预压负荷： 相当于0.05×C0

滚珠的直径
         10mm

圆柱滚子的直径和长度
    10mm×10mm

图4　预压与弹性变形特性

静态安全系数

一般来说，基本额定静负荷及额定静力矩(或额定静扭矩)是作为能

否正常滚动的容许极限负荷来考虑的，但由于要对应直线导向设备的使

用条件和所要求的直线导向设备的性能，所以有必要研究静态安全系 
数。

可按下式求出静态安全系数，表4所示为一般的值。

此外，公式(4)是相对于力矩或扭矩的典型公式，对应各方向的额

定静力矩和最大力矩计算得出。

fS＝
C0—
P0

  (3)

fS＝
T0—
M0

  (4)

�式中� fS ：静态安全系数

����� C0 ：基本额定静负荷�N

����� P0 ：当量静负荷�N

�������(或承载负荷(最大负荷))

 T0 ：额定静力矩�N·m

�������(或额定静扭矩)

 M0 ：各方向的力矩或扭矩�N·m

�������(最大力矩或最大扭矩)

ft

150
℃

1.0 0.95 0.9 0.85 0.8 0.75

200 250

温度

图2　温度系数

60
HRC

50 40 30 20

1 0.8 0.6 0.4 0.2 0.1
fH

轨道面硬度

图3　硬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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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擦 �  润滑 �  
直线导向设备的摩擦

直线导向设备与滑动导向设备相比，具有静摩擦(起动摩擦)小，与

动摩擦的差也小，而且速度不同时的摩擦阻力变化小的优异特长。因 
此，机械的动力损失少，直线导向设备内部的温度上升也小，能实现高

速运动。

此外，由于摩擦阻力小变动少，所以对运动指令的响应性好，能够

高精度定位。

摩擦系数

直线导向设备的摩擦阻力会受到直线导向设备的形式、承载负荷、

速度、润滑剂特性等的影响。一般来说，轻负荷、高速运行时，润滑剂

和密封是主要影响因素；重负荷、低速运行时，负荷的大小是主要影响

因素。决定直线导向设备摩擦阻力的因素虽然比较复杂，但一般可用下

面的公式来表示。

F＝μP  (3)

�式中� F ：摩擦阻力�N

����� μ�：动摩擦系数

����� P ：负载负荷�N

此外，附带密封件时要在该值上加上密封件的阻力，密封件的阻力

受密封唇过盈量及润滑状态的影响很大，并不相同。

在正确的润滑条件及安装条件下，一般负荷时，直线导向设备运行

时的摩擦系数大致在表5的范围内。一般在小负荷区域，摩擦系数大多

为较大的值。

表5　摩擦系数

系列名称 动摩擦系数μ(1)

交叉滚子直线导轨 0.0010～0.0030
滚珠滑组 0.0010～0.0020
滚珠花键 0.0020～0.0040
直线衬套 0.0020～0.0030
直线旋转衬套 0.0006～0.0012
平面滚子轴承 0.0020～0.0040
平面滚针轴承 0.0010～0.0030

注(1) 摩擦系数不包含密封件的值。

润滑的目的

给直线导向设备加注润滑剂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直线导向设备内部的

轨道面与滚动体之间等的金属接触，减少摩擦和磨损，防止发热和烧结。

当轨道面与滚动体的滚动接触面形成充分的油膜时，也具有降低因负荷

而产生的接触应力的效果。管理好润滑工作，充分形成油膜对确保直线

导向设备的可靠性是十分重要的。

润滑剂的选择

要充分发挥出直线导向设备的性能，就必须根据直线导向设备的形

式、负荷、速度等，选择合适的润滑剂种类和润滑方法。但是，直线导

向设备与滑动导向设备相比，对润滑剂的依赖性极小，所以供油量小，

补给间隔也长，能大幅度地减轻维护管理的负担。直线导向设备所用的

润滑剂大致可分为润滑脂和润滑油两种。

润滑脂润滑

直线导向设备一般使用锂皂基润滑脂(JIS稠度编号2号)，用于重负

荷时，推荐使用添加极压添加剂的润滑脂。

在洁净环境和高真空环境下，可使用以合成油为基础油的或锂类以

外的皂基等低尘、低挥发的润滑脂。在这些环境下使用时，直线导向设

备在符合使用条件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如何满足润滑性能。

表6　封入润滑脂一览

系列名称 封入润滑脂

C-Lube自润滑滚珠花键G
���滚珠花键G

Alvania EP润滑脂2
[昭和壳牌石油株式会社]

滑块型滚珠花键
Multemp PS No.2
[协同油脂株式会社]

润滑脂的补给间隔

即使是高质量的润滑脂，其性能也会随运行时间而老化，因此必须

进行适当补充。润滑脂的补给间隔因条件而异，一般为每6个月一次，

对于长距离往复运动的机械等，推荐每3个月加一次润滑脂。

内置“C-Lube自润滑部件”的直线导向设备实现了长时间免维护，

省去了直线导向设备不可缺少的润滑剂供油机构和供油工时，可大幅度

降低维护成本。

润滑脂的加注方法

从脂嘴等加脂装置充分注入润滑脂，直到排出旧润滑脂为止。加注

后进行磨合运行，多余的润滑脂会被排出直线导向设备，将要排出的润

滑脂去除后再开始运行。

润滑脂的加注量标准为直线导向设备内部空间容积的1/3到1/2左
右的比例，初次从脂嘴加注润滑脂时，会有一部分损失在加注路径内，

因而有必要考虑该损失因素。

一般加注润滑脂后，运动阻力有增大的倾向。排出多余的润滑脂后，

再进行10～20往复的磨合运行，运动阻力会变小，达到稳定。

此外，对于运动阻力大会成问题的用途，也可减少润滑脂的加注量，

但是要保证所加注的量不影响润滑性能。

不同种类润滑脂的混合使用

将不同种类的润滑脂混合，基础油、皂基、添加剂的性状会发生变

化，使润滑性能极度下降，并可能因添加剂的化学变化等引起故障，所

以请将旧的润滑脂完全去除后再加注新的润滑脂。

润滑油润滑　　

用润滑油润滑时，负荷越大，越应选择高稠度的润滑油；速度越高，

越应选择低稠度的润滑油。常常有重负荷作用的直线导向设备一般使用

68mm2/s左右的润滑油，而对于轻负荷高速运动的直线导向设备则使

用13mm2/s左右的润滑油。

“C-Lube”自润滑部件

C-Lube自润滑滚珠花键G内置有“C-Lube”自润滑部件。

C-Lube自润滑部件是将粒度极小的树脂粉末经过烧结成形制成多

孔连通的烧结树脂，利用内部空间产生的毛细管现象，浸含大量润滑油

的润滑部件。

润滑油不是供给花键轴，而是直接供给滚珠(钢球)。滚珠接触内置

于外筒循环通道的C-Lube自润滑部件时，润滑油会粘附在滚珠的表面，

再通过循环输送到负荷区域。因此，负荷区域能够始终确保最佳油量，

长期保持润滑性能。

C-Lube自润滑部件表面始终有润滑油。滚珠接触C-Lube自润滑

部件表面后，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润滑油不断地被供给到滚珠表面。

表7　用于直线导向设备的润滑脂品牌

品牌 基础油 增稠剂
工作温度范围(2)

用途
℃

Alvania EP润滑脂2 [昭和壳牌石油株式会社] 矿物油 锂 – 20～110 一般用途 · 添加极压添加剂

Alvania S2润滑脂 [昭和壳牌石油株式会社] 矿物油 锂 – 25～120 一般用途

Multemp PS No.2 [协同油脂株式会社] 合成油 · 矿物油 锂 – 50～130 一般用途

あ 洁净环境用
低发尘润滑脂CG2

[日本东晟株式会社] 合成油 尿素基 – 40～200
洁净环境用
长寿命

あ 洁净环境用
低发尘润滑脂CGL

[日本东晟株式会社] 合成油 · 矿物油
锂

/钙
– 30～120

洁净环境用
低滑动

DEMNUMTM润滑脂L-200(1) [大金工业株式会社] 合成油 四氟乙烯 – 60～300 洁净环境用

FOMBLINVAC3(1)
[苏威苏莱克斯(Solvay 
Solexis)公司]

合成油 四氟乙烯 – 20～250 真空用

あ 耐打滑磨损
润滑脂AF2

[日本东晟株式会社] 合成油 尿素基 – 50～170 耐打滑磨损

6459润滑脂N [昭和壳牌石油株式会社] 矿物油 聚尿素基 － 耐打滑磨损

注(1) 请将补给间隔设定得短一些。
　(2) 工作温度范围是引用润滑脂厂家产品目录中的数值，并不能保证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使用。
备注1. FOMBLIN是苏威苏莱克斯(Solvay Solexis)公司的注册商标。
　　2.  使用时请对照所选择的润滑脂生产厂家的产品目录。 

关于所列用途以外的润滑脂，请向あ 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