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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滑

注意：

表面上看來完全相同的潤滑劑，尤

其是潤滑脂，從不同的原生產地在潤滑

特性上可能存在一些差異。因此SKF對

任何潤滑劑或其性能均不負賠償損失責

任。建議用戶在選擇潤滑劑時，必須詳

細列出潤滑劑所需的特性，以確保在某

具體應用中選出最合適的潤滑劑。

為確保滾動軸承能有效及可靠地運行，

其必須有充分的潤滑，以防止滾動體、軌道

和保持架之間發生直接的金屬與金屬接觸。

潤滑劑同時能防止磨損和保護軸承的表面免

受腐蝕。因此，根據各種軸承的具體應用情

況來選擇合適的潤滑劑和潤滑方法，與正確

的維護是同樣重要的。

適用於滾動軸承的潤滑脂和潤滑油有很

多不同的種類，還有適用於極高溫工作條件

下的固體的潤滑劑。潤滑劑的選擇主要取決

於軸承的工作條件，例如溫度範圍和轉速，

以及周圍環境的影響。

以最少量的潤滑劑，並能保持軸承運行

的可靠性，可以達到最理想的工作溫度。但

如果需要潤滑劑有其他方面的功能，例如密

封或帶走熱量等，就有可能需要使用更多的

潤滑劑。

由於機械功能老化和污染物的積聚，

軸承配置中的潤滑劑會逐漸失去其潤滑的功

能。因此需要定期補充或更換潤滑脂；如果

是以油潤滑，則必須有合適的過濾系統和定

時更換潤滑油。

本章的內容和建議方法只適用於沒有密

封圈或防塵蓋等嵌入式密封件的軸承。兩側

裝有嵌入式密封圈或防塵蓋的SKF 軸承和軸

承單元，在軸承中已預裝有潤滑脂。SKF 在

這些軸承中使用何種潤滑脂及其規格，在相

關的產品介紹部分中有詳細的說明。

密封軸承中的潤滑脂的工作壽命，在大

部分情況下要比軸承的工作壽命長，因此除

了某些特殊情況之外，這些軸承不需要再補

充潤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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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潤滑

在正常工作條件下，大部分使用滾動軸

承的應用，都可以採用脂潤滑的方式。

潤滑脂相對於潤滑油，優點在於其更容

易保留在軸承配置中，尤其是在垂直軸或軸

傾斜成某角度的應用下。潤滑脂還有密封的

作用，可以防止污染物、濕氣或水分對軸承

的影響。

過量的潤滑脂，可能會導致軸承的工作

溫度迅速上升，尤其是在高轉速的情況下。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只有在開始的階段可以

把軸承完全填滿潤滑脂，在軸承箱中則只應

填充適量的潤滑脂並留有一定的自由空間。

在完全達到工作轉速之前，必須讓過量的潤

滑脂在磨合階段時排出軸承以外，使適量的

潤滑脂留在軸承中。當工作溫度明顯下降，

表示潤滑脂已經與軸承磨合，並且均勻地分

佈在軸承配置中。

但如果軸承的工作轉速非常低，而且需

要在污染和潮濕或有水分的環境下工作，最

好是在軸承箱中填滿潤滑脂。

使用脂潤滑

潤滑脂的成份包含欲礦物油或合成油及

結合稠化劑。稠化劑一般為金屬皂，但也有

其他如聚尿基等的稠化劑，用於一些要求較

高的工作條件，例如在較高工作溫度。為了

增加潤滑脂的某些特性，可以在潤滑脂中加

入添加劑。潤滑脂的稠度主要取決於稠化劑

的類型和濃度，以及在應用中的工作溫度。

在選擇潤滑脂時，稠度、工作溫度範圍、基

油的黏度、防銹特性和負載能力等，是最重

要的考慮因素。這些特性在以下有詳細的說

明。

基油黏度
基油黏度對於油膜的形成以把軸承內接

觸表面分開的重要性，以及其對軸承壽命的

影響，在59頁的「潤滑條件 – 黏度比 k」一

節中有詳細的說明，這些說明對潤滑脂基油

的黏度同樣適用。

用於滾動軸承的潤滑脂，基油在40˚C
時的黏度，通常是在 15 至500 mm2/s之

間。如果潤滑脂基油在40˚C時的黏度高於

1 000 mm2/s，其泌油率會非常低，軸承不

能得到充分的潤滑。假如因為轉速很低，

計算出來在40˚C時的黏度大大高於1 000 
mm2/s，最好使用黏度在 1 000 mm2/s或

以下，並且有良好泌油特性的潤滑脂，或

採用油潤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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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滑

使用某給定潤滑脂的軸承，其最高推薦

轉速是取決於潤滑脂的基油黏度。潤滑脂的

允許轉速也受到其剪切強度的影響，而剪切

強度則取決於所用的稠化劑。潤滑脂製造商

通常是用一個所謂「速度係數」的參數，以

表示潤滑脂承受轉速的能力。

A = n dm

式中

A    = 速度係數，mm/min 
n    = 轉速，r/min
dm  = 軸承平均徑

          = 0,5 (d + D)，mm

對於轉速極高的應用，如球軸承在 A > 
700 000 時，應使用基油黏度較低的潤滑

脂。

稠度
潤滑脂按照 NLGI (National Lubricating 

Grease Insititue，國家潤滑潤滑脂研究所)所

定的標準，分成不同的稠度等級。應用在軸

承的潤滑脂，在其規格內的溫度範圍內工作

一段時間後，潤滑脂的稠度不可以有太大的

變化。假如潤滑脂因高溫而變得太軟，可能

會漏出軸承以外。或潤滑脂因低溫而變得

太硬，又可能會影響到軸承的轉動或泌油不

足。

適用於滾動軸承的潤滑脂，是以金屬皂

作為稠化劑，稠度為 1、2 或 3 級，以 NLGI 
稠度 2 最普遍使用。較低稠度的潤滑脂適用

於低溫的應用，或用於需要較好泵送性能

的情況。在垂直軸的軸承配置，最好使用 
NLGI 稠度3的潤滑脂，並在軸承下方加一塊

擋板以防止潤滑脂從軸承流走。

在有振動的應用中，潤滑脂工作負荷很

重，因為在振動的作用下，潤滑脂會被連續

地甩回軸承內。在這種情況下，使用稠度較

高的潤滑脂會有一定的幫助。但硬度本身並

不表示能提供充分的潤滑，因此，應使用機

械穩定性較好的潤滑脂。

聚尿基潤滑脂在應用中不同的剪切速

率，可能會變軟或變硬。在垂直軸的應用

中，這種潤滑脂在某些工作條件下可能會出

現流失的問題。

溫度範圍 – SKF 的紅綠燈概念
潤滑脂可以使用的溫度範圍，主要取決

於所用的基油、稠化劑和添加劑。圖表1是

以「雙紅綠燈」的示意圖方式來表現相關的

溫度範圍。

溫度的限值，即低溫限值或高溫限值，

其定義在以下有詳細的說明。

• 低溫限值(LTL) - 是潤滑脂讓軸承能輕易起

動的最低溫度，主要取決於基油的類型和

黏度。

• 高溫限值(HTL)- 即潤滑脂的滴點，滴點是

指皂基的潤滑脂失去稠度並液化的溫度，是

取決於稠化劑的類型。

潤滑脂顯然不能在低溫限值或高溫限

值以外的溫度下工作，如圖表1中的紅色的

區域。一般潤滑脂製造商在其產品資料中提

供的是低溫和高溫限值，但真正重要的溫度

值，是能保證潤滑脂能可靠持工作的溫度， 
SKF 提出以下兩個值：

• 低溫性能限值(LTPL)

• 高溫性能限值(HTPL)

只有在這兩個限值之內，即圖表1中的

綠色的區域，潤滑脂才能可靠地發揮作用、

以及準確地預計其工作壽命。由於目前還沒

有高溫性能限值的國際標準定義，因此在閱

讀供應商的說明書時必須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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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

      SKF紅綠燈概念

不應使用

性能不可靠（只能短時間使用）

性能可靠（可預計潤滑脂的壽命）

                 溫度

LTL 低溫限值

LTPL 低溫性能限值

HTPL 高溫性能限值

HTL 高溫限值

 LTL LTPL HTPL HTL

當溫度高於高溫性能限值(HTPL)時，

潤滑脂的老化和氧化會迅速加快，而氧化的

副產物可能會對潤滑情況造成不良的影響。

因此，應該儘量縮短潤滑脂在黃色區域內工

作的時間，即儘量保留在高溫性能限值與高

溫限值(HTL)之間的溫度。

低溫部分也同樣有一個黃色的區域。

在溫度下降時，潤滑脂的泌油量會減少，而

且硬度(稠度)會增加，最終會導致滾動體與

軌道的接觸表面潤滑不足。這個溫度值在圖

表1中是以低溫性能限值(LTPL)表示。由於

球軸承較滾子軸承更容易潤滑，因此兩者有

不同的低溫性能限值。低溫性能限值對於球

軸承的重要性相對較小。但假如滾子軸承在

限值以下的溫度連續工作，將會導致嚴重損

壞。在低溫區域中短時間工作，例如在低溫

下起動，是不會有問題的，因為由於摩擦而

產生的熱，軸承的溫度會上升到綠色的區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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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滑

圖表 2

SKF紅綠燈概念 – 標準潤滑脂

–50  0 50 100 150 200 250

                溫度，˚C

稠化劑           基礎油

鋰皂                        礦物油

鋰皂                        雙酯油

複合鋰皂            礦物油

複合鋰皂            聚α-烯烴（PAO）

複合鈣皂            礦物油

複合鋁皂            礦物油

聚尿皂            礦物油

注意：

SKF的紅綠燈概念適用於任何潤滑脂，

但不同的潤滑脂有不同的溫度限值，而且需

要通過以軸承試驗來確定相關的數值。

• 圖表 2 所示的是一般用於滾動軸承的各種

潤滑脂

• 圖表 3 所示的是 SKF 的潤滑脂

圖中的數值是根據SKF在實驗室中大

量試驗的結果，可能與其他潤滑劑製造商

提供的數值有差異。這些數值適用於一般

沒有極壓(EP)添加劑的 NLGI 稠度 2 的潤滑

脂。圖中的溫度值是關係到試驗中觀察到

的軸承運轉自行產生的溫度(通常是在不轉

動的軸承環上測量)。列在圖表2中每種潤

滑脂的資料，是由許多成份相似的潤滑脂歸

納而成，因此每一組資料的不同區域都沒有

一個清晰的分界線，而是一個過渡區域，但

一般的範圍都小。

防銹性能，在有水份下的特性
潤滑脂應有一定的防銹性能，以保護軸

承被銹蝕，且不應在有水份進入時被沖洗出

軸承配置外。潤滑脂的抗水性完全是取決於

稠化劑的類型，複合鋰基、複合鈣基和聚尿

基潤滑脂通常有極佳的抗水性。潤滑脂的防

銹性能主要取決於防銹添加劑的類型。

在很低轉速時，以潤滑脂完全填滿軸

承，有助於防腐蝕和防止水分進入。

負載能力：
極壓(EP)和抗磨(AW)添加劑

如果潤滑膜的厚度不足以防止接觸表面

高點之間的金屬與金屬接觸，將會縮短軸承

的壽命。解決這個問題的其中一個方法是使

用所謂的極壓(EP)添加劑。表面局部高點

之間的接觸引起的高溫，使這些添加劑產生

作用，緩和接觸點上的磨損，使表面更為平

滑，接觸應力降低，並延長工作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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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

     SKF紅綠燈概念 – SKF潤滑脂

–50  0 50 100 150 200 250

工作溫度在 150˚C以上時，建議使用 SKF  LGET 2

SKF潤滑脂
型 號

LGMT 2

LGMT 3

LGEP 2

LGWM 1

LGFP 2

LGHB 2

LGEM 2

LGEV 2

LGLT 2

LGWA 2

LGGB 2

LGHP 2

溫度，˚C

許多現代的極壓添加劑 (EP additives)
是硫 /磷型的。但這些添加劑可能對軸承鋼

結構的強度有負面影響。其化學反應可能不

僅僅作用在高點之間的接觸。當工作溫度和

接觸應力達到一定程度，即使表面沒有高點

之間的接觸，添加劑也會產生化學反應。這

樣會促使接觸部位產生腐蝕或擴散的反應，

並可能由細微的孔蝕開始，最後導致軸承提

前失效。因此，工作溫度在80˚C以上的應

用，SKF建議使用反應較低的極壓添加劑。

而工作溫度高於100˚C的應用，則不應使用

含極壓添加劑的潤滑劑。對於轉速很低的應

用，可採用石墨和二硫化鉬(MoS2)等固體

添加劑，以增強極壓的效果。這些添加劑應

具有很高純度和極小的顆粒尺寸，否則由於

顆粒被碾壓而造成的凹痕，可能會縮短軸承

的疲勞壽命。

抗磨(AW)添加劑與極壓添加劑有著相

似的功效，即防止嚴重的金屬與金屬接觸。

因此極壓和抗磨添加劑一般沒有具體區分，

但是兩者的工作原理是不同的。主要的區別

是；抗磨添加劑在表面形成一個保護層並附

著在表面之上，使表面的高點不會發生剪

切，因此表面粗糙度不會改變。需要特別注

意的是，抗磨添加劑可能會含有某些作用如

極壓添加劑般，在某些條件下會滲入軸承鋼

內並降低其結構的強度。

某些稠化劑(如硫酸鈣複合基)也具有

EP/AW的效果，但沒有化學活性，也不會影

響軸承的疲勞壽命。因此，對於極壓添加劑

的工作溫度限值不適用於這些潤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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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滑

如果潤滑膜可以有足夠的厚度，SKF一

般不建議使用極壓和抗磨添加劑。但在某

些情況下，極壓和抗磨添加劑是有一定用途

的，例如當滾子和軌道之間有過量的滑動

時。有關更詳細的說明，請向SKF查詢。

可混性
如果需要轉換另一種潤滑脂，就必須

考慮兩者是否可以混合，並且不會產生不良

的影響。如果把互不相容的潤滑脂混合在一

起，稠度可能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潤滑脂更

可能因此而大量流失，最後導致軸承損壞。

具有相同稠化劑和類似基油的潤滑脂，

一般可以混合且不會有不良的反應，例如某

種鋰基礦物油潤滑脂通常可與另一種鋰基礦

物油潤滑脂混合。但某些具有不同稠化劑的

潤滑脂也可以互相混合，例如複合鈣基和複

合鋰基的潤滑脂。

在某些軸承配置中，如果低稠度可能

會導致潤滑脂漏失，在補充潤滑時應清除所

有原來配置中的潤滑脂和管道中的潤滑脂，

而不是按一般方法來補充潤滑脂(†參見從

237 頁開始的「補充潤滑」一節)。

SKF用來保護軸承的防銹劑，與大部分

用於滾動軸承的潤滑脂是相容的，但有些聚

尿基潤滑脂可能是例外(†參見258頁的「

安裝和拆卸的準備工作」一節)。以聚四氟

乙烯(PTFE)為稠化劑和以氟化合成油為基

油的潤滑脂，例如SKF潤滑脂 LGET 2，與標

準的防銹劑並不相容，在使用這種潤滑脂之

前，必須先去除軸承上的防銹劑。如需要有

關這方面更詳細的資訊，請向 SKF 查詢。

SKF 潤滑脂

SKF能提供多種專門用於滾動軸承的潤

滑脂，可以滿足大部分應用的需要。這些

潤滑脂是根據對滾動軸承潤滑的最新研究製

成，並經過在實驗室和現場的全面試驗。並

持續監控SKF潤滑脂的品質。

       SKF潤滑脂最主要的技術規格可見於246
頁和247頁中的表 2，表中還包括一個快速

選擇指南。根據SKF的紅綠燈概念，SKF潤

滑脂的相關的工作溫度範圍可見於 235 頁的

圖表 3。

有關SKF潤滑脂的更多資訊，可以參見

「SKF 維護和潤滑產品」(SKF Maintenance 
and Lubrication Products) 型錄或 www.ma-
pro.skf.com 網站。

若需要根據軸承的類型和應用，更準確

地選擇合適的潤滑脂，可使用SKF網站上的

潤滑脂選擇工具“LubeSelect＂，這個程式

可在 www.aptitudexchange.com 網站內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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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潤滑

如果潤滑脂的工作壽命短於滾動軸承預

計的工作壽命，軸承就需要進行補充潤滑。

補充潤滑應在原來的潤滑劑還保持一定功能

時進行，以確保對軸承的潤滑。

補充潤滑的間隔時間取決於許多因素，

包括軸承的類型和大小、轉速、工作溫度、

潤滑脂的類型、軸承箱內的空間和工作環

境。因此，補充潤滑時隔只能基於統計學上

提出建議，SKF將補充潤滑的間隔時間定義

為；在這段時間內，不少於99%的軸承仍然

有充分和可靠的潤滑，這表示潤滑脂的壽命

L1。

本型錄提供補充潤滑時隔的估算方法僅

供參考，SKF建議結合實際應用的經驗和試

驗資料等來定出更可靠的間隔時間。

補充潤滑間隔時間
水平軸上的軸承，在正常和清潔條件

下的補充潤滑時隔 tf，是以下相關變數的公

式，可從圖表 4 得出：

• 速度係數 A 乘以相應的軸承係數 b f，式中

    A    = n dm

   n     = 轉速，r/min
   dm  = 軸承平均徑

            = 0,5 (d + D)，mm
 bf    = 關係軸承類型和負荷條件的軸承

              係數(†239 頁的表 1)

• 負荷比 C / P

補充潤滑時隔 tf是一個估算值，適用於

工作溫度在70˚C以下，並使用優質的鋰基

礦物油潤滑脂的條件下。如果軸承的工作條

件不同，可以根據在從240頁開始的「根據

不同工作條件和軸承類型的調整」一節中的

說明，對從圖表4得出的補充潤滑時隔進行

調整。

如果速度係數A超過了表1中參考限值

的70%，或環境溫度很高，建議使用從107
頁開始的「轉速和振動」一章中提供的計算

方法，以檢查工作溫度和正確的潤滑方法。

使用高質量或高性能的潤滑脂有可能延

長補充潤滑時隔和潤滑脂的壽命。有關更多

的資訊，請向SKF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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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滑

圖表 4

補充潤滑間隔時間 - 工作溫度在70˚C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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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軸承係數和速度係數 A 的參考限值

軸承類型 1) 軸承 不同負荷比之下速度 
 係數 係數 A 的參考限值 
 bf C/P ≥ 15 C/P ≈ 8 C/P ≈ 4

– – mm/min 

深溝球軸承 1 500 000 400 000 300 000

角接觸球軸承 1 500 000 400 000 300 000

自動調心球軸承 1 500 000 400 000 300 000

圓柱滾子軸承    
– 活動端軸承 1,5 450 000 300 000 150 000
– 固定端軸承，無外部軸向負荷或  

在輕負荷和交替在兩個方向作用的軸向負荷 2 300 000 200 000 100 000
– 固定端軸承，在恒定和較輕的軸向負荷作用下 4 200 000 120 000 60 000
– 滿滾子軸承2) ，無軸承保持器 4 NA3) NA3) 20 000
    
圓錐滾子軸承 2 350 000 300 000 200 000
    
球面滾子軸承    
– 當負荷比 Fa/Fr ≤ e 且 dm ≤ 800 mm 時 

系列 213, 222, 238, 239  2 350 000 200 000 100 000  
系列 223, 230, 231, 232, 240, 248, 249  2 250 000 150 000 80 000  
系列 241 2 150 000 80 0004) 50 0004)

– 當負荷比 Fa/Fr ≤ e 且 dm > 800 mm 時  
系列 238, 239 2 230 000 130 000 65 000  
系列 230, 231, 240, 248, 249 2 170 000 100 000 50 000  
系列 241 2 100 000 50 0004) 30 0004)

– 當負荷率 Fa/Fr > e 時 
所有系列 6 150 000 50 0004) 30 0004)

    
CARB曲面滾子軸承     
– 帶保持架 2 350 000 200 000 100 000
– 滿滾子軸承2) ，無軸承保持器 4 NA3) NA3) 20 000
    
推力球軸承  2 200 000 150 000 100 000
    
圓柱推力滾子軸承 10 100 000 60 000 30 000
    
球面推力滾子軸承    
– 軸圈轉動 4 200 000 120 000 60 000

          1) 軸承係數和實際速度係數 A 的參考限值僅適用於標準內部幾何設計和帶標準保持架的軸承。如果軸承有不同的
           內部設計和帶其他保持架，請向 SKF 查詢。
          2) 從圖表 4 得出的 tf 值需要除以 10
          3) 不適用，在這些 C/P 值之下，建議使用帶保持架的軸承
          4) 在更高的轉速下，建議採用油潤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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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滑

根據不同工作條件和軸承類型的調整

工作溫度
由於潤滑脂會因溫度上升而加速老化，

在工作溫度高於70˚C時，建議將從圖表 4
中得出的補充潤滑間隔時間按每增15˚C減

半，但這方法必須在溫度保持在潤滑脂的高

溫性能限值(†請參見233頁圖表 1，HTPL)

下才適用。

外圈轉動
在外圈轉動的應用中，速度係數 A 有不

同的計算方法，式中的 dm 應以軸承的外徑 
D 代替，而且必須使用良好的密封件或密封

系統以防止潤滑脂的流失。

如果外圈的轉速很高(即大於產品表中

參考轉速的40%)，應選用泌油率較低的潤

滑脂。

在球面推力滾子軸承的應用中，如果是

座圈在轉動，建議使用油潤滑的方式。

污染
如果軸承配置有污染物進入的可能，應

考慮縮短補充潤滑的間隔時間，以減少污染

顆粒對潤滑脂的影響，也可以減少因顆粒的

被碾壓而可能造成的損壞。在有流體污染物

(水或其他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的流體)的情況

下，也應縮短補充潤滑時隔。如果污染的情

況很嚴重，應考慮採用連續潤滑的方法。

極低轉速
如果軸承在很低轉速和輕負荷的條件下

運行，應使用稠度較低的潤滑脂；但在低轉

速和重負荷的條件下運行，則應使用基油黏

度較高的潤滑脂，在有可能的情況下，最好

使用極壓特性較好的潤滑脂。

在速度係數A < 20 000的應用，可以考

慮使用石墨和二硫化鉬(MoS2)等固體添加

劑。在低轉速的應用中，使用正確的潤滑脂

和填充量是非常重要的。

高轉速
在高轉速的應用中，即轉速高於239

頁的表 1 中速度係數A的參考值時，補充潤

滑時隔只適用於特殊的潤滑脂或一些特殊的

軸承，如混血陶瓷球軸承。在這些情況下，

採用連續潤滑的方法，如循環油潤滑或油氣

潤滑等，比脂潤滑的方法更為合適。

如果工作溫度跟低溫性能限值（†請參

見233頁圖表1，LTPL)尚有一段距離，在溫

度低於70 C̊時，補充潤滑間隔時間 tf可稍為

延長，但總延長時間不應超過原來的兩倍。

在使用滿滾子軸承和推力滾子軸承的應用，

從圖表 4 得出的 tf 值不應作任何調整增長。

此外，在大部分的情況下，補充潤滑時

隔不應超過 30 000小時。

對許多應用來說，脂潤滑實際上是有一

定的限制。當軸承圈的最高溫度超過100˚C
時，應考慮使用特殊的潤滑脂。在高溫下，

還應考慮軸承尺寸的穩定性和密封件提前失

效的可能性。

對於高溫的工作環境，請向SKF查詢有

關的應用問題。

垂直軸
如軸承是使用在垂直軸的應用，從圖表

4 中得出的補充潤滑時隔應該減半。並必須

確保有良好的密封或一些類似擋板的裝置，

以防止潤滑脂從軸承配置中流失。

振動
中等程度的振動不會對潤滑脂的壽命有

影響，但強烈的振動和衝擊，如在振動篩應

用中的振動，可能會導致潤滑脂攪動，在這

些情況下，應縮短補充潤滑的時隔。如果潤

滑脂變得太軟，就應使用機械穩定性較好的

潤滑脂，如SKF潤滑脂 LGHB 2，或 NLGI
稠度3的潤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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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重負荷
在速度係數A>20 000和負荷比C/P<4

的工作條件下，應縮短補充潤滑的間隔時

間。在這樣重負荷的條件下，建議採用連續

脂潤滑或油浴潤滑的方法。

在速度係數A<20 000和負荷比C/P=1 
至2之間的應用中，應參照240頁中「極低

轉速」一節的說明。在重負荷和高轉速的工

況下，建議採用帶冷卻系統的循環油潤滑方

法。

極輕負荷
在負荷很輕(C/P=30至50)的情況下，

一般可以把補充潤滑的間隔時間延長。為了

保證軸承的運行良好，軸承需要承受一定的

最小負荷，具體數值可參見相關產品的介紹

部分。

不對中
對於球面滾子軸承、自動調心球軸承或

CARB曲面滾子軸承，在允許的角度誤差範

圍內，如果誤差角度保持不變，不會對潤滑

脂壽命有不良的影響。

大型軸承
對於使用在連續性生產設備的滾子軸

承，尤其是在關鍵設備中的大型軸承(d 
>300 mm)，必須定出合適的補充潤滑時

隔，以保證軸承的可靠運行。補充潤滑時隔

可以通過一個互動式的方法定出；在開始階

段把補充潤滑的時隔縮短，並嚴格遵循建議

的潤滑脂補充量(†參見242頁的「補充潤

滑的方法」一節)。

在補充潤滑之前，應小心檢查原來潤滑

脂的外觀和因顆粒或水等造成的污染程度。

對密封件也應作全面的檢查，例如其磨損和

損壞的程度以及有沒有滲漏的情況。假如潤

滑脂和相關零件的狀況良好，補充潤滑的時

隔可以逐步延長。

對於球面滾子推力軸承、原型機、經過

改進把整體尺寸縮小的機械、或沒有足夠應

用經驗的設備等，建議使用類似的方法來定

出合適的補充潤滑時隔。

圓柱滾子軸承
對於圓柱滾子軸承，從238頁的圖表 4

得出的補充潤滑時隔僅對帶以下保持架的軸

承有效：

• 玻璃纖維增強的尼龍 6,6 保持架，

   型號後綴 P
• 滾子引導的二片式機削黃銅保持架，

   型號後綴 M

對於圓柱滾子軸承

• 帶衝壓鋼保持架，型號後綴  J
• 帶內圈或外圈引導的黃銅保持架，

   型號後綴 MA、MB、ML 和 MP

應將從圖表4中得出的補充潤滑時隔減

半。此外，應使泌油特性較好的潤滑脂，

工作轉速不能超過速度係數 A = n×dm =
250 000，如果超過此數值，請與SKF工程應

用部門聯繫。對於帶MA、MB、ML或MP保

持架的軸承，最好是採用油潤滑的方法。

觀察
如果覺得定出的補充潤滑時隔tf對某應

用來說太短，建議進行以下的步驟：

• 檢查軸承的工作溫度

• 檢查潤滑脂是否受到固體顆粒或流體污染

• 檢查軸承應用條件，如負荷或不對中等

最後也是很重要的一點，還應考慮採用

更合適的潤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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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滑

圖 1 圖 2

補充潤滑的方法

補充潤滑的方法的一般是取決於應用條

件以及所定的補充潤滑間隔時間 tf ：

• 如果補充潤滑時隔短於六個月，最好是採

用補給潤滑脂的方法，這種方法較為簡便，

不會中斷設備的運作。與連續潤滑的方式比

較，更可以保持較低的穩定溫度。

• 當補充潤滑時隔長於六個月時，一般建議

採用更新潤滑脂的方法。更新潤滑脂通常

也是定期維護軸承的一部分工作，例如在

鐵路的應用。

• 如果由於不同的原因，需要更頻繁的進行補

充潤滑，例如污染的問題、或因不容易接近

軸承的位置而不便採用其他補充潤滑的方法

等，則可以考慮採用連續潤滑的方法。連續

潤滑並不適用於高轉速的應用，因為潤滑脂

經過過度的攪動可能會導致工作溫度上升，

而且會破壞潤滑脂稠化劑的結構。

如果在軸承配置中使用不同的軸承時，

通常是根據較短的補充潤滑時隔。以下是有

關三種補充潤滑方法的指引和潤滑脂量的說

明。

補給潤滑脂
在前文的脂潤滑章節中曾提及過，軸承

在開始時應填滿潤滑脂，而軸承箱中的自由

空間則只加入適量的潤滑脂。根據不同的補

給潤滑脂的方法，建議在軸承箱中的自由空

間加入潤滑脂量的百分比以下：

• 如果潤滑脂是從軸承的側面補給，40%
   (†圖1)

• 如果潤滑脂是通過軸承外圈或內圈中的潤

滑槽和潤滑孔補給，20%(†圖2)

從軸承側面補給充的潤滑脂量可根據以下公

式估算

Gp = 0,005 D B

通過軸承外圈或內圈補給的潤滑脂量可根據

以下公式估算

Gp = 0,002 D B

式中

Gp = 補給的潤滑脂量，g
D   = 軸承外徑，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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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圖 4

圖 5

B  = 軸承總寬度

       (對於推力軸承，使用高度H)，mm

為了便於補給潤滑脂，可以使用潤滑脂

槍，但軸承箱必須配置油嘴。如果軸承配置

中使用接觸式的密封件，在軸承箱應有一個

洩脂孔，使過量的潤滑脂不會積聚在軸承周

圍的空間(†圖1)，否則會導致軸承的溫度

持續上升。當用高壓水進行清洗時，應把洩

脂孔堵塞，以免水進入軸承箱。

過量潤滑脂留在軸承周圍的空間會使軸

承的溫度上升，對潤滑脂和軸承同樣會造成

不良的影響，尤其是在高轉速的應用。在這

些情況下，使用洩脂閥的效果會被洩脂孔要

好。這種方法可以防止過度潤滑，並允許機

器在運行時補給潤滑脂。洩脂閥的基本結構

是一個與軸一起轉動的圓盤，並與軸承箱的

端蓋形成一個狹窄的間隙(†圖3)。過量和

使用過的潤滑脂會被圓盤拋出一個圓環形的

凹槽，並通過端蓋下的開孔排出軸承箱外。

如過需更多有關潤滑脂洩脂閥設計和尺寸的

說明，請向SKF查詢。

為了確保補給的潤滑脂能進入軸承並把

原來的潤滑脂排出，輸送潤滑脂的管道最好

是在軸承外圈的側面(†圖1 和 圖4)，如可

能的話，更好是直接通過軸承補給潤滑脂。

為了有更好的潤滑效果，某些軸承類型，如

球面滾子軸承，在外圈或內圈上帶有潤滑溝

和/或潤滑孔(†圖2 和 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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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滑

要更有效地把原來的潤滑脂替換，應在

機器運行時進行補給潤滑脂。如果機器不在

運行中，在補給潤滑脂時應不斷轉動軸承。

通過軸承內圈或外圈直接補給潤滑脂是更有

效的方法，因此所需的潤滑脂量，比從側面

補給潤滑的方式要小。建議的潤滑脂量，是

假定輸送管道已經充滿潤滑脂，否則在第一

次補給時，必須增加潤滑量以將管道填滿。

如果輸送潤滑脂的管道很長，應檢查潤

滑脂是否能在常態環境溫度下輸送到所需的

位置。

當軸承箱中的自由空間不再能容納補給

的潤滑脂時，例如當潤滑脂已經占了軸承箱

中超過約75%的自由空間時，應把全部潤滑

脂更換。如果補給潤滑脂是從軸承的側面進

行，而且軸承箱最初填充量是由40%開始，

那大概在補給潤滑脂五次之後，便應更換全

部的潤滑脂。如果補給潤滑脂是直接通過軸

承內圈或外圈進行，由於軸承箱的初始填充

量較少，而且補給潤滑脂所需的量較少，所

以一般不需要經常更新潤滑脂。

更新潤滑脂
在經過原先設定的更新潤滑脂時間或

經過數次補給潤滑脂後，便應把軸承和軸承

箱內的潤滑脂完全清除，並填入全新的潤滑

脂。

重新在軸承和軸承箱加入潤滑脂時，請

按照「補給潤滑脂」一節中的說明進行。

要更方便把潤滑脂更新，軸承箱應在

易於接近和打開的位置，剖分式軸承箱的頂

蓋和一體式軸承箱的端蓋通常可以拆下以把

軸承外露出來。在除去原來的潤滑脂之後，

應把新的潤滑脂填入滾動體之間。在加入新

的潤滑脂時，必須防止污染物進入軸承或軸

承箱，同時還要防止污染物進入潤滑脂的容

器。以防止皮膚發生過敏反應，建議使用防

護手套以避免皮膚直接與潤滑脂接觸。

如果軸承箱在難以接近的位置，但有

配備油嘴和洩脂孔，可以在短時間內連續進

行幾次補給潤滑脂，直到有足夠把握所有原

來的潤滑脂已經被擠出軸承箱外為止。這個

做法比打開軸承箱需要更大量的潤滑脂。此

外，這種方法受到一定的限制，在高轉速的

工況下，可能會因為潤滑脂過度攪動而導致

軸承的溫度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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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潤滑
如果由於某些原因，使計算出的補充

潤滑時隔很短，例如在污染的環境下、軸承

不容易接近、或不便採用其他補充潤滑方法

時，可以採用連續潤滑的方法。

由於潤滑脂過度攪動可能會導致溫度過

高，連續潤滑一般比較適合在轉速較低的應

用，例如

• 對於球軸承，速度係數 A < 150 000
• 對於滾子軸承，速度係數 A < 75 000

在這些情況下，軸承箱的初始潤滑脂填

充可以是100%，每一時間單位的補給潤滑

脂量，可以根據「補給潤滑脂」一節中估算

出的Gp，以相應的補充潤滑時隔來平均分

配。

採用連續潤滑時，應檢查潤滑脂是否能

在常態環境溫度下輸送到所需的位置。

連續潤滑可通過單點或多點自動潤滑器

來進行，例如使用 SKF SYSTEM 24(自動注

油器)或 SYSTEM MultiPoint(多點自動潤滑

器)等。有關這些產品更詳細的說明，請參

見從1069頁開始的「維護和潤滑產品」一

章。客製化的自動潤滑系統，例如透過SKF
單線或多線的總損失中央潤滑系統，可實現

用極少量的潤滑脂取得可靠的潤滑效果。更

多關於SKF潤滑系統的資訊，請訪問SKF網

站 www.skf.com/portal/skf_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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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滑

表 2

SKF潤滑脂 – 技術規格和特性
第 1 部分：技術規格

型號 說明 NLGI 稠化劑/ 基油黏度 溫度限值  
  等級 基油
    40 °C 100 °C LTL1) HTPL2)

– – – – mm2/s  °C

LGMT 2 適用於一般工業和汽車  2 鋰皂 / 礦物油  110 11 –30 +120
   

LGMT 3 適用於一般工業和汽車  3 鋰皂 / 礦物油  120 12 –30 +120
   

LGEP 2 極壓、重負荷 2 鋰皂 / 礦物油  200 16 –20 +110
   

LGLT 2 低溫、輕負荷和高速  2 鋰皂 / 雙酯油 18 4,5 –50 +110
   

LGHP 2 高性能、高溫   2–3 雙脲皂 / 礦物油 96 10,5 –40 +150
   

LGFP 2 適用於食品加工機械 2 複合鋁皂 / 醫用白油   130 7,3 –20 +110
   

LGGB 2 生物可分解、低毒性 2 鋰鈣皂 / 酯油   110 13 –40 +90
    

LGWA 2 寬溫度範圍 2 複合鋰皂 / 礦物油 185 15 –30 +140
       峰值： +220

LGHB 2 高黏度、高溫   2 磺化複合鈣皂 / 礦物油 400 26,5 –20 +150
      峰值： +200

LGET 2 極高溫 2 聚四氟乙烯 / 合成油 400 38 –40 +260
   （氟化聚醚）   

LGEM 2 高黏度、含固體潤滑劑  2 鋰皂/礦物油  500 32 –20 +120
   

LGEV 2 極高黏度、含固體潤滑劑  2 鋰鈣皂/礦物油  1 000 58 –10 +120
   

LGWM 1 極高壓、低溫 1 鋰皂/礦物油 200 16 –30 +110
   

1）LTL：低溫限值，安全工作溫度的說明，參見從第232頁開始的「溫度範圍－SKF交通燈概念」。
2）HTPL：高溫性能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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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KF潤滑脂 – 技術規格和特性

第 2 部分：特性

型號 高溫 低溫1) 高轉速 低轉速 低扭矩 強烈 重負荷           防銹性         耐水性             
 高於    或擺動 低摩擦 振動
 +120℃        
     

LGMT 2   o - + + o                     +                     +

LGMT 3   o - o + o                     o                     +

LGEP 2   o o - + +                     +                     + 

LGLT 2  + + - + - -                     o o

LGHP 2 + o + - o + o                     +                    + 

LGFP 2   o - o o                        +                    +

LGGB 2  o o o o + +                     o                     +

LGWA 2 +  o o o + +                     +                     + 
 

LGHB 2 +  o + - + +                     +                     + 

LGET 2                                                                              請與 SKF 聯繫

LGEM 2   - + - + +                     +                    + 

LGEV 2  - - + - + +                     +                    + 
 

LGWM 1  + o o o - +                     +                    + 
 

符號： + 推薦
              o 合適 
              - 不合適

如未有標出符號，表示該潤滑脂或可使用 – 但不推薦。
如需要更詳細資訊，請向SKF查詢。
1）安全工作溫度的說明，參見從第232頁開始的「溫度範圍－SKF交通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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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滑

圖 6 油潤滑

油潤滑一般是使用在；當軸承的轉速或

工作溫度很高而不適合使用脂潤滑、需要把

摩擦而產生的熱或外熱從軸承帶走、或聯接

零件(如齒輪)是以油潤滑等的情況下。

為了軸承有更長的工作壽命，無論採用

那一種油潤滑的方法，都必須確保潤滑油的

清潔。例如採用循環油潤滑時，潤滑油應經

過過濾；採用噴油潤滑或油氣潤滑時，則空

氣和潤滑油都應經過過濾。在採用循環油潤

滑和油氣潤滑時，必須有合適尺寸的管道，

使經過軸承後的潤滑油可以流出軸承配置之

外。

油潤滑的方法

油浴潤滑
最單純的油潤滑方法是油浴潤滑(†圖

6)。軸承中轉動的零件把油帶到軸承的其他

部分，然後再流回油浴中。油位高度應該在

當軸承於靜止時，比軸承最下部滾動體的中

心稍低的位置。要有效維持正確的油位，建

議使用油位平衡器，例如SKF LAHD 500。

在高轉速運行時，油位可能會明顯降低，

軸承箱內可能會因為油位平衡器過度補充

而有過量的油，有關詳細情況，請向SKF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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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圖 8

拋油環
如果是高轉速和高溫度的原因而需要採

用油潤滑，而且要求很高的可靠性，建議採

用拋油環的潤滑方法(†圖7)。拋油環的作

用是帶動油的輸送。拋油環是懸在軸承一側

的軸套上，並浸在軸承箱底部的油池中。拋

油環隨著軸的轉動，會把油從底部送到一個

集油槽，油會流過軸承並回到油池。SKF標

準軸承座中的SONL系列，就是根據拋油環

的潤滑方法設計的。有關更詳細的資訊，請

向SKF查詢。

循環油潤滑
高轉速會導致軸承的溫度上升，並因

此加速潤滑油的老化。為了避免頻繁更換潤

滑油，且讓軸承達到完全浸潤的狀況，可以

使用循環油潤滑的方法(†圖8)。油的循環

流動通常需要以泵浦來輔助。潤滑油通過軸

承之後，一般回到油箱中並經過過濾，或如

果有需要，加以冷卻才再流回軸承。潤滑油

經過有效的過濾，有助提高污染係數ηc的

值，從而延長軸承的工作壽命(†參見從52
頁開始的「SKF額定壽命」一節)。

對潤滑油進行冷卻，可以使軸承的工作

溫度保持在較低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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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滑

圖 9

圖 10

噴油潤滑
在轉速非常高的應用中，軸承必須要有

足夠但又不能過量的潤滑油，以保證軸承能

充分潤滑而又不會導致工作溫度過高。在這

情況下，使用噴油潤滑(†圖9)是一種特別

有效的方法。潤滑油通過高壓從一側噴進軸

承，噴油必須有相當的速度(至少15 m/s)，

以穿過軸承在高速旋轉下周圍引起的紊流。

滴油潤滑
滴油潤滑(†圖10)又稱為油氣潤滑，

是利用壓縮空氣把極少量、經過精確計量的

潤滑油直接傳送到每個軸承。這種方法以最

少的油量來潤滑軸承，可以比其他任何潤滑

方法達到更高的轉速和更低的工作溫度。

潤滑油是通過一個計量裝置，如圖示加上

空氣系統，根據設定的時間把油定時供至

管道。潤滑油通過壓縮空氣輸送，覆蓋在

管道的內側，並沿著管道「蠕動」，再通過

噴嘴射向軸承，或只通過表面張力的作用流

向軸承的軌道。壓縮空氣用來冷卻軸承，同

時在軸承配置中產生壓力，以防止污染物進

入。

有關空氣油潤滑系統的更多資訊，請參

閱網站 http://www.skf.com/portal/skf_lub。

油霧潤滑
油霧潤滑方法在過去一直不推薦使用，

因為這種方法可能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新一代的油霧潤滑裝置可以造出只含5 
ppm潤滑油的油霧。新設計的特殊密封件也

能更有效將油霧的擴散降低。如果使用無毒

的合成油，對環境的影響可以進一步減少。

油霧潤滑現在一般只用於非常特殊的應用，

例如石油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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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類型潤滑油的特性
特性 基油類型               聚 α-烯烴                      醚類                                         聚乙二醇醚酯
 礦物油 PAO Ester PAG

傾點  ( ℃ ) –30 .. 0 –50 .. –40 –60 .. –40 約  –30

黏度指數 低 中等 高 高

壓力 - 黏度係數  高 中等 低至中等 高
 

潤滑油
不含任何添加劑的純礦物油一般更適用

於潤滑滾動軸承。含極壓、抗磨以及其他

用來改進某些特性的添加劑的潤滑油，通

常只用於特殊的應用或工作條件。在234
頁「負載能力：極壓和抗磨添加劑」一節

中有關極壓添加劑的說明也同樣適用於油

潤滑的應用。

常用的潤滑劑中有許多不同等級的合

成油，但對於軸承的潤滑，合成油通常只

用於對在極端的環境、如在極高或極低工

作溫度下運行的應用。實際上，合成油一

詞的範圍很廣，包含許多不同基質的油，

主要有聚α-烯烴(PAO)、酯類和聚乙二醇

醚酯(PAG)等。這些合成油與礦物油有著不

同的特性(†表3)。

油膜的實際厚度對軸承的疲勞壽命有著

顯著的影響，而在接觸部位被完全浸潤的情

況下，油的黏度、黏度指數和壓力-黏度係

數等對實際油膜厚度也會有影響。大部分以

礦物油為基油的潤滑劑，其壓力 - 黏度係數

是很接近的，使用產品說明中得到的相關數

值不會有很大的誤差。由於黏度對壓力升高

的回應是取決於基油的化學結構，因此，不

同類型的合成基油的壓力 - 黏度係數也可能

有較大的差異。由於合成油與礦物油的黏度

指數和壓力 - 黏度係數有不同的關係，相同

黏度的合成油和礦物油，油膜形成的過程也

有所不同。用戶應向潤滑劑供應商索取具體

的資料。

此外，添加劑對油膜形成過程中也有一

定的影響。由於溶解性的不同，合成油與礦

物油通常是使用不同的添加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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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滑

潤滑油的選擇
潤滑油的選擇主要是根據在正常工作溫

度下，對軸承能提供充分潤滑所需的黏度。

潤滑油的黏度會隨著溫度上升而降低。而潤

滑油的黏度與溫度之間的關係，是與黏度指

數VI有關。對於滾動軸承的潤滑，建議使

用黏度指數較高(隨溫度變化較小)的潤滑

油，一般應至少為95。

為了在滾動體和軌道之間的接觸部位

能形成足夠厚的油膜，潤滑油必須在工作溫

度下保持一定的最低黏度。如果使用的是礦

物油，在工作溫度下能提供充分潤滑所需的

最低運動黏度n1，可以從254頁的圖表5中

找出。如果可以通過其他方法或根據經驗確

定工作的溫度，可以從255頁的圖表6中得

出到在國際標準參考溫度40˚C時的相應黏

度，即 ISO VG潤滑油黏度級數，該圖是根

據黏度指數95而繪製的。在可相互比較的

工作條件下，某些類型的軸承，如球面滾子

軸承、CARB曲面滾子軸承、圓錐滾子軸承

和球面止推滾子軸承，工作溫度通常比其他

類型的軸承要高，如深溝球軸承和圓柱滾子

軸承等。

在選擇潤滑油時，應考慮以下各個因素：

• 選擇實際工作黏度 n 高於從圖表 5 中找出

的所需最低黏度 n1 的潤滑油，可能有助於

延長軸承的壽命。選擇 ISO  VG 黏度級數較

高，或黏度指數更高的潤滑油，在至少擁

有相同的壓力 - 黏度比的情況下，即可以

達到 n > n1。由於黏度的增加同時可能提高

軸承的工作溫度，因此實際上在利用這種

方法來改進潤滑條件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 如果黏度比 k = ν/n1 小於 1，建議採用含極

壓(EP)添加劑的潤滑油，但如果 k 小於 0,4
，就必須使用含極壓添加劑的潤滑油。在中

大型滾子軸承的應用中，如果 k 大於 1，採

用含極壓添加劑的潤滑油可能有助提高運行

的可靠性。但必須注意，某些極壓添加劑

可能會帶來反效果(†參見234頁 「負載能

力：極壓和抗磨添加劑」一節)。

• 在極高或極低轉速、極重或極輕負荷、或非

正常潤滑等的條件下，請向 SKF 查詢。

計算示例
軸承的內徑d = 340 mm，外徑D = 420 

mm，轉速n = 500 r/min。因此dm = 0,5(d 
+ D)= 380 mm。從圖表 5得出，在工作溫

度下得到充分潤滑所需的最小運動黏度n1

約為11 mm2/s。假定軸承的工作溫度為

70˚C，從圖表 6 看出，需要黏度級數相當

於 ISO VG 32的潤滑油，即在參考溫度40˚C
時的運動黏度 n ，最小為32 mm2/s 的潤滑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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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潤滑油
更換潤滑油的時隔主要取決於工作條件

和油量。

採用油浴潤滑時，只要工作溫度不超過

50˚C，而且受到污染的機會很小；通常一

年更換一次已經足夠。在較高的溫度下，應

縮短更換潤油的時間，例如當工作溫度約在

100˚C 時，就應每三個月更換一次潤滑油。

在惡劣的工作條件下，也需要更頻繁地更換

潤滑油。

採用循環油潤滑的方法時，更換潤滑

油的時隔是取決於總油量的循環頻率、以及

系統中有沒有對潤滑油進行冷卻。通常需要

通過實際運轉和對潤滑油的狀況進行定期檢

查，包括有否受到污染、氧化程度等，以確

定合適的更換時隔。噴油潤滑也應採用相同

的方法。在油氣潤滑中，潤滑油只會通過軸

承一次，而並非循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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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滑

 圖表 5

工作溫度下估計的所需最低運動黏度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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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 6

在參考溫度時的運動黏度 n ( ISO VG 黏度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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