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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F品牌歷史悠久，時至今日，SKF
已不僅是代表廣為人知的優質滾動軸承，

對廣大的用戶們，更有多重意義；SKF在
全球的軸承業，保持領導地位的同時，

多年來努力不懈地開發多個領域的技術、

產品和服務，已經演變成為真正以提供解

決方案作主導的企業，為用戶創造更大的

價值。這些解決方案可以幫助用戶提高整

體的生產力，除了通過提供特殊應用的創

新產品以外，還有尖端的類比系統、諮詢

服務、設備效率最佳化服務，以及業界最

先進的供應管理技術等。今天SKF依然標
誌著最優質的滾動軸承，但現在真正的意

義，已遠比以往多更多。

SKF — 一家知識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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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衡名稱 單位 換算

長度 英寸 (in) 1 mm 0,03937 in 1 in 25,40 mm
 英尺 (ft) 1 m 3,281 ft 1 ft 0,3048 m
 碼 (yd) 1 m 1,094 yd 1 yd 0,9144 m
 英里 (mile) 1 km 0,6214 mile 1 mile 1,609 km

面積 平方英寸 (sq.in) 1 mm2 0,00155 sq.in 1 sq.in 645,16 mm2

 平方英尺 (sq.ft) 1 m2 10,76 sq.ft 1 sq.ft 0,0929 m2

體積 立方英寸 (cub.in) 1 cm3 0,061 cub.in 1 cub.in 16,387 cm3

 立方英尺 (cub.ft) 1 m3 35 cub.ft 1 cub.ft 0,02832 m3

 英制加侖 (gallon) 1 L 0,22 gallon 1 gallon 4,5461 L
 美制加侖 (gallon) 1 L 0,2642 U.S. 1 U.S. 3,7854 L
   gallon gallon

速度， 英尺/分鐘 (ft/s) 1 m/s 3,28 ft/s 1 ft/s 0,30480 m/s
速率 英里/小時 (mile/h) 1 km/h 0,6214 mile/h  1 mile/h 1,609 km/h
   (mph) (mph)

質量 盎司 (oz) 1 g 0,03527 oz 1 oz 28,350 g
 英磅 (lb) 1 kg 2,205 lb 1 lb 0,45359 kg
 美噸 (short ton) 1 tonne 1,1023 short ton 1 short ton 0,90719 tonne
 英噸 (long ton) 1 tonne 0,9842 long ton 1 long ton 1,0161 tonne

密度 磅/立方英寸  1 g/cm3 0,0361 lb/cub.in  1 lb/cub.in 27,680 g/cm3

 (lb/cub.in)

力 磅-力(lbf) 1 N 0,225 lbf 1 lbf 4,4482 N

壓力  磅/平方英寸   1 MPa 145 psi 1 psi 6,8948 ×103 Pa
應力 (psi)

力矩 英寸磅-力(in.lbf) 1 Nm 8,85 in.lbf 1 in.lbf 0,113 Nm

功率 英尺-磅/秒(ft lbf/s) 1 W 0,7376 ft lbf/s 1 ft lbf/s 1,3558 W
 
 馬力(HP) 1 kW 1,36 HP 1 HP 0,736 kW

溫度 度 攝氏 tC = 0,555 (tF – 32) 華氏 tF = 1,8 tC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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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SKF綜合型錄的前版在1989年推出，
並翻譯成16種文字，全球發行量達到100
多萬冊。在前版的型錄中，SKF提出了「新
壽命理論」，這個在當時嶄新的理論後來逐

步發展成業界的新標準。SKF綜合型錄應用
廣泛，是業界公認的權威參考文獻。

SKF後來更推出了電子版的綜合型錄，
以方便更多用戶閱讀和參考，電子版的綜合

型錄命名為SKF互動工程型錄，以光碟形式
提供， 也可以通過訪問www.skf.com網站查
閱。

新版的SKF綜合型錄也同時提供電子版
和印刷版，並在內容上作出了許多增補和修

改，以求更實用和更具參考價值。本型錄是

用途廣泛的參考工具，建議用戶詳細閱讀本

前言及各章節內的注釋，以求充分利用文中

的資訊。

前言部分簡要介紹型錄中各章節的主要

技術部分和產品部分的內容，以及其他幫助

用戶瞭解SKF能供應的產品和服務範圍的相
關資訊。

SKF綜合型錄的概述

在這本最新的SKF綜合型錄中，包括
了最常用的標準滾動軸承和附件，可以滿足

工業設備製造商和維修用戶大部分的需要。

SKF致力於推廣設備製造商使用其標準範圍
內的產品，以確保有及時的供貨，並可在在

全球各地隨時取得現貨，以便於維修用戶。

本型錄中所列舉的資料，是根據SKF至
2005年中的生產工藝和技術所訂。由於設
計的更新，技術的發展和計算方法的改進等

原因，部分資料可能有異於之前的版本。

在材料、設計和製造方法等方面不斷

作出改善，並隨著技術的發展而作出相對應

的改進工作，SKF保留在無個別通知的情況
下，修改其產品規格及資料的權力。

本型錄中使用的單位符合 ISO(國際標

準化組織)1000:1992標準及SI(國際度量
單位系統)標準。

技術部分 - 
軸承選擇和應用的基本原理

技術部分中採用簡便的索引，便於用戶

查閱所需的資訊。技術部分內的章節主要介

紹軸承配置設計時所需的基本知識，所有章

節根據一定的順序編排，基本上是按照一般

設計的程式來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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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技術部分中主要的創新內容
• 有關滾動軸承摩擦的全新數學模型。
• 根據最新的摩擦模型，修訂了與溫升相關的 
 額定參考轉速。
• 根據表面粗糙度對潤滑條件的影響，以及潤 
 滑膜彈性變形的最新研究成果，修訂了潤滑 
 劑所需黏度的數學模型。      
• 確定潤滑劑工作壽命和脂潤滑下補充潤滑 
 時隔的新方法。
• 根據近年來滾動軸承的最新技術發展，和實 
際應用中累積的經驗，在技術部分中提供了 
相關的資訊。

• SKF能提供與軸承、機器設備，甚至整個工
廠相關的的工程技術服務，包括軸承型式的

選用和計算、安裝、監測、維護和更換等，

在其它章節中有詳細的介紹。

產品部分—軸承的型號、說明和資料
產品部分採用了在書邊加上軸承圖形作

為索引，便於用戶查找所需的軸承類型。產

品章節中提供了一般在軸承選型和應用的相

關資料。讀者可於在該產品章節之前的介紹

部分，看到個別類型產品相關的資訊。

產品部分中主要新增的內容
以下是首次放入綜合型錄中的產品：

• ICOS™ 油密封軸承單元
• 不銹鋼深溝球軸承
• 密封球面滾子軸承
• CARB® 曲面滾子軸承

• 混血陶瓷深溝球軸承
• INSOCOAT® 電絕緣軸承

• 高溫球軸承和 Y - 軸承單元
• NoWear® 無磨損軸承

• 固態油軸承

根據近年的研究結果，軸承的安裝、潤

滑和維護等因素對軸承工作壽命的影響，比

過去假設的要大很多。因此，在本型錄中增

加了以下的產品：

• SKF維護和潤滑產品
• SKF狀態監測產品和系統

有些SKF創新的產品尤其值得注意，這
些產品因有多種特性，可以幫助改善設備的

性能和提高生產力。

例如：SKF某些經過改進的產品，可以
幫助把機器設備的整體尺寸縮小，並能保持

或甚至提高原來的性能。把設備的整體尺寸

造得更小，可以降低重量、減少摩擦、更低

的工作溫度、使用更少的潤滑劑和減少能耗

等好處，使用戶得到更好的成本效益。

本型錄內包涵大量的資訊，為了便於用戶

查閱，這些創新的產品可以分類如下：

• SKF 探索者軸承(Explorer)- SKF最新的性
能等級。

• 適用於特殊應用條件的軸承 - 基於標準軸承
增加某些特性，以滿足特定應用的需要。

• 機電整合產品 - 結合軸承與電子感測器的單
元裝置。

以上是本型錄中最主要的創新產品，在

其個別的產品部分中有更詳細的說明。為便

於用戶瞭解這些產品的主要特性，以下作出

簡要的介紹：

SKF 探索者軸承(Explorer) —
SKF 最新的性能等級

SKF探索者是滾動軸承最新的性能等級，
現時能夠提供的軸承類型包括；深溝球軸承、

角接觸球軸承、圓柱滾子軸承、球面滾子軸

承、CARB曲面滾子軸承，以及球面滾子止
推軸承等。在同類型的軸承和一些常見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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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這種軸承在各關鍵工作參數方面都有

顯著的改進。這最新的性能等級，是SKF結
合了摩擦學、材料應用、設計最佳化和生產

工藝等多方面的專有知識得到的成果。

SKF的工程技術人員利用先進的分析和
數學模型技術，以及進行嚴格的測試，驗證

了SKF探索者軸承各種關鍵工作參數所提高
的水平。根據不同的軸承類型和其應用，這

些參數包括異音、振動、工作壽命、尺寸穩

定性、動負荷和靜負荷承載能力，以及產生

的熱量(由於摩擦力矩導致的溫升)。由於在

標準壽命計算中並沒有全面考慮這些參數，

因此，在SKF探索者軸承的壽命計算中，加
入了相關的調整係數，以具體化這些關鍵參

數所帶來的影響。

SKF探索者軸承可以完全替換過去SKF
相同類型和尺寸的標準軸承，探索者軸承列

在相關的產品表中，軸承型號旁標有“ * ＂
號以作識別。

SKF 探索者軸承的製造過程
SKF探索者軸承是基於SKF軸承優良的設

計，加上最新改善的生產工藝，才能達到其

卓越的性能等級。經過詳細和深入地研究軸

承內各個零件相互之間的關係，SKF工程技
術人員掌握了潤滑、摩擦、磨損和污染等對

軸承的影響。並通過SKF全球的研究隊伍，
細微地檢視每一個零件，發展出新的生產工

藝和程式，以確保製造的軸承能達到新訂的

標準和維持一致的品質。

SKF探索者軸承包含了多方面的技術改
進，以下列舉了部分的例子。根據不同的軸

承類型，探索者軸承採用以下部分或所有方

面的改進：

• 經過改進的優質軸承鋼
 SKF探索者軸承採用極純淨、均質和含極少
雜質的鋼材。這些經過改進的鋼材，比現在

分級方法中最高等級的鋼材，其純度還要高

出許多。SKF是採用本身研發的計算方法，
以分辨鋼材的純度。

• SKF獨特的熱處理技術
 SKF是採用其獨特的熱處理技術，才能充分
發揮出這些純度極高的鋼材的特點。這種獨

特的熱處理技術，最佳化了軸承的抗損傷特

性，而不影響其在高溫下的穩定性。由於軸

承的耐磨損性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使用原

來的壽命計算方法，無法準確預測軸承的工

作壽命。

• 改進表面粗糙度
 SKF探索者軸承的所有接觸表面(即滾動體

和滾道之間的接觸面)，其表面粗糙度都經

過改進，可以最佳化潤滑劑的作用，並能減

少振動和異音。使軸承的運轉更穩定、溫升

更低和只需要使用更少的潤滑劑。因此可以

減少對整個軸承配置，包括密封件的維護工

作。

深溝球軸承和圓錐滾子軸承
自前版的綜合型錄面世之後，SKF對深溝

球軸承和圓錐滾子軸承作了多方面的改進。部

分尺寸的深溝球軸承和圓錐滾子軸承，已經有

足夠的設施進行各種改進，並且達到探索者軸

承的品質標準。這些深溝球軸承在許多方面得

到改進，包括，密封效果、尺寸精度、表面粗

糙度、異音、振動和運轉精度等。同樣地，

對於經過改進的圓錐滾子軸承，接觸表面之

間有更佳的潤滑效果，並且降低了異音和振

動的水平，加上純度極高的鋼材經過特殊的

熱處理後，大幅延長了軸承的工作壽命。由

於以上提及的各種運行參數並沒有考慮在標

準的壽命計算中，與其它的SKF探索者軸承
一樣，必須應用相關的調整係數，以具體化

這些參數對軸承壽命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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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特殊應用條件的軸承 — 特別製
造的軸承

這些軸承的尺寸與標準軸承的相同，但

根據具體應用的加上所需的特性。只要適當

地應用，可以完全替代一些成本極高的特製

軸承，並可以縮短訂貨至交貨的時間，部分

型號更能提供現貨供應。這些特殊應用的SKF
軸承包括：

• 混血陶瓷深溝球軸承 – 由陶瓷球和一般軸
承鋼製成的軸承圈組成，在潤滑不良的情

況下，仍可保持良好的性能，而且能在極

端工作條件和高轉速下運行。由於陶瓷材

料本身具有極佳的電絕緣特性，因此非常

適用於電機和其他電動工具的應用中。

• INSOCOAT 電絕緣軸承 - 在內圈或外圈的外
表面上加工了一層氧化鋁的絕緣塗層，適

用於一些可能有電流通過軸承的電氣設備

應用中。在設計時沒有特別的要求，並可

以隨時取代目前應用中的標準軸承。

• 用於極端溫度的軸承和軸承單元 - 工作溫
度範圍在-150至+350℃ 之間，因此特別
適用於烘爐、輥底爐、焙烤設備和冷藏室

的運輸設備中。

• NoWear 無磨損軸承 - 表面經過特殊的加工
處理，能承受惡劣的工作條件，例如粘合

磨損、零負荷或邊界潤滑等的條件。

• 固態油軸承 - 適用在無法採用一般潤滑方
法，或以油潤滑和脂潤滑方式不能提供充

分潤滑的情況下。

機電整合產品 — 結合軸承與電子感測
器的單元裝置

SKF的機電整合產品，是屬於「即插即
用」的機電裝置，可以用於監測或控制機電

設備的運行順序、運動方向或轉向系統等。

在本型錄中簡要介紹了這些產品和SKF在這
方面的發展情況，這些成果已得到實際應用

的驗證，包括汽車和其他多種行業。有關

SKF機電整合產品的詳細資訊和應用，請向
SKF查詢。

感應器軸承現在已是SKF標準供應範圍
內的產品，在本型錄中有提供其詳細說明和

相關的資料。

其他SKF產品
其他沒有列在本型錄中的產品，包括其

他的滾動軸承、平面軸承、直線運動產品，

以及密封件等，在從1100頁開始的「其他
SKF產品」中作了簡要的介紹。有關更詳細
的資訊，在這部分中提供了SKF相關產品型
錄的名稱或網站，以便於用戶查找。

SKF 的系統解決方案
SKF運用對各工業應用和要求的多年經

驗，開發出適用於特定應用或行業的系統解決

方案，以幫助用戶取得更佳的成本效益。

其中一些解決方案甚至不包括軸承，表

明了SKF正致力拓展其產品和服務範圍，從
軸承應用延伸到其他技術領域，例如機電整

合和電子技術等。以下是部分SKF現時能提供
的系統解決方案：

• 用於振動篩的 Copperhead 系統解決方案
• 用於連鑄設備的系統解決方案
• 用於造紙設備的系統解決方案
• 用於印刷設備的系統解決方案
• 用於汽車傳動的系統解決方案
• 用於鐵路車輛的系統解決方案
• 用於風力發電設備的系統解決方案

其他 SKF 產品型錄
雖然本型錄包含了1100多頁的內容，並 

列舉了多種主要產品和其他相關資訊，但仍 
未能全面包括 SKF 的所有產品和服務。許多 
其他沒有列在本型錄中的產品，以獨立型錄 
的形式，提供詳細的產品說明和相關資訊，

包括：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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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針軸承(Needle roller bearings)
• 精密軸承(High-precision bearings)
• Y - 軸承和  Y - 軸承單元
  (Y-bearings and  Y-bearing units)
• 球面平面軸承及關節軸承
  (Spherical plain bearings and rod ends)
• 軸承附件(Bearing accessories)
• 軸承座(Bearing Housings)
• 密封件(seals)

在本型錄中的第1081頁「其他SKF產
品」部分中，對以上產品作了簡要的介紹，

用戶也可以利用www.skf.com網站查閱更詳
細的資訊。

有關SKF直線運動產品，包括滾珠及滾
柱螺桿、直線驅動器等產品的說明，可以

參閱「直線運動產品」型錄(Linear Motion 
Product Range)，如有需要，請向SKF索
取。

SKF 互動工程型錄
互動工程型錄以光碟形式提供，也可利用

www.skf.com 網站查閱。型錄中包括了以下
產品的詳盡技術說明：

• SKF 滾動軸承及附件
• SKF 軸承單元
• SKF 軸承座
• SKF 平面軸承
• SKF 密封件

採用電子媒體形式的互動工程型錄，便

於瀏覽和查閱，並提供一些基本的計算工具，

可計算以下關鍵的設計因素：

• 基本額定壽命及SKF額定壽命(L10和Lnm)

• 潤滑劑的所需黏度
• 等效負荷
• 最小負荷
• 圓柱滾子軸承的軸向動負載能力
• 摩擦力
• 軸承損壞頻率
• 密封軸承的滑脂壽命
• CARB 曲面滾子軸承的軸向位移
• 軸心公差與配合結果
• 軸承座公差與配合結果

此外，通過SKF網站，可以下載 50多種不
同格式的電子圖像，包括二維或三維圖形。

SKF — 用戶首選的供應商
內容廣泛的綜合型錄是SKF為用戶提供的

實用參考工具。SKF還有許多產品和服務，包
括售前和售後服務，以及整體的服務能力，

可以為用戶增加價值，使SKF成為用戶首選
的供應商：

• 簡便的軸承選擇
• 交貨時間短
• 全球供貨
• 不斷開發創新的產品
• 先進的應用解決方案
• 擁有大部分行業的應用和技術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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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SKF 一百多年發明自動調心球軸承
以來，SKF 已經逐步成為一家知識工程公司，
能使用5個平台為客戶創造獨特的解決方案。
這些平台當然包含了軸承、軸承組件與油封，

並延伸到其他區域，包含：潤滑油脂與潤滑

系統，針對長久的軸承壽命關鍵的應用；機

電整合產品(mechatronics)結合機械與電子
的知識進入到系統裡面，針對線性移動與感

應化的解決方案；服務的範圍完整，從設計

與物流支援到狀況監控與可靠度系統。

經由這些已經擴大的領域，SKF不但持續
保持在滾動軸承設計、製造與運銷在全球的

領導地位，同時相關的產品，例如徑向密封

件，也是如此。在線性軸承、高精度的航太

軸承，工具機主軸與工廠維護服務方面，SKF
持續保持在市場上逐漸重要的地位。

SKF — 一家知識工程公司

SKF集團獲得 ISO 14001環境管理的全
球性認證。許多下屬部門、公司或工廠也通

過了ISO 9000 品質管理認證或相關的行業標
準認證。

SKF在全球擁有100多家工廠，在70多
個國家設有銷售公司，是名副其實的跨國企

業。此外，SKF在世界各地的15000多家授
權經銷商及分銷商、電子商貿市場和全球性

的供貨系統，使SKF更貼近用戶，並能及時
提供所需的產品和服務，並能隨時隨地提供

滿足用戶需要的解決方案。

簡言之，SKF品牌如今已不僅代表優質
的軸承，還包括更多的領域。SKF是像徵著
一家知識工程公司，以世界一流產品的製造

能力、專有的知識和集團長遠的發展目標，

產全球用戶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

Seals
密封件

Bearings
and units
軸承與附件

Lubrication
systems
潤滑系統

Mechatronics
機電整合產品

Services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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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線控技術

在發展一日千里的線控技術領域，從航太到汽車，以及到各個行業的應用，SKF皆擁有獨特的
專業知識和技術。SKF開發的線控飛行技術，在多年前已開始了實際應用，是所有知名航空工
業企業的緊密合作夥伴。例如，空中巴士(Airbus)大部分機型的客機，都配備了SKF為駕駛艙
飛行控制設計的線控系統。

在汽車的線控駕駛技術方面，SKF也同樣擁
有領導的地位。SKF與汽車製造廠家合作開
發了革命性的兩種概念車，裝備了SKF機電
整合的轉向和制動系統。通過對線控技術的

進一步研究，SKF還製造出一種全電氣堆高
機，以機電整合的裝置，全面取代了傳統的

液壓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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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風力
增長中的風力發電機提供乾淨的資源，環保的

電力。SKF 正與一些國際知名的製造商緊密合
作，開發高效能且免維護的渦輪機。SKF運用
專業的知識和經驗，提供大型廣泛範圍的高品

質軸承和狀態監測系統，以延伸即使位於需要

遙距控制與氣候不佳的風電設備壽命。

在極端惡劣的環境工作
在嚴寒的冬天，特別是在北方的國家，極

端的零下低溫可能導致在鐵道輪軸(railway 
axleboxes)的軸承因為潤滑不良而卡住，SKF
創建一組新合成的滑脂，即使在極端的溫度

下，用以維持他們的滑脂黏度。SKF 的知識
使製造廠與最終使用客戶得以戰勝起因於極

端溫度的性能問題，不論是炎熱或是寒冷，例

如，SKF的產品應用在不同的環境工作，比如
在食品工廠的烘培爐與極速冷凍製程。

開發更清潔的清潔機
電機和其使用的軸承是許多家用電器的心

臟。SKF與家用電器製造商緊密合作，致力
提高產品的性能、降低生產成本，和減輕產

品的重量。其中一項最新的合作成果，是開發

了一款抽吸力特強的新一代真空吸塵器。SKF
在小型軸承方面的技術和專業知識，還廣泛地

應用在電動工具和辦公設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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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速350 km/h飛馳的實驗室
SKF除了在歐洲和美國各地設立的科研中心進
行研究和開發以外，一級方程式賽車提供獨特

的高速環境，讓SKF將軸承科技推向極限。在
過去50 多年中，SKF的產品、工程技術和應用
知識幫助法拉利賽車隊在一級方程式賽車中保

持雄厚的實力(每部法拉利賽車平均使用超過

150 個的 SKF 零件)。SKF 將從賽車上取得的
經驗應用到其他產品的中，為全球汽車製造

廠及汽車配件市場提供優良的產品。

實現資產效率最佳化
經由SKF可靠度系統，SKF提供廣泛範圍的資
產效率產品與服務，從設備監控硬體與軟體

到維護戰略，工程協助與機器可靠度程式，

到最佳化的效率與推升產能，一些工業的設

施選擇了綜合維修解決方案 IMS(Integrated 
Maintenance Solution)，就是採用保證達到

共同設定目標的合約形式，SKF 在單筆固定
費用下，實現所有的服務。

致力保護自然環境
從軸承的本質而言，在保護自然環境方面是

有一定貢獻的。軸承可以減少摩擦，提高機

器的效率，並減少能耗和潤滑劑的使用。SKF
不斷提高在性能方面的指標，以製造出新一

代高效率的產品和設備。放眼未來，SKF製
造工藝的全球性政策，是為努力保護和保留

有限的天然資源而制定和實施。SKF堅守承
諾，在可持續發展的策略下，同時執行保護

環境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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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完整的軸承配置不僅涉及軸承，還

有其他相關零件，如軸和軸承座等，全是整

個軸承系統的主要組成部分。此外，潤滑劑

和密封件等也是相當關鍵的因素。要全面發

揮一個軸承應有的性能，必須要使用合適的

潤滑劑和一個有效的密封系統以防止污染物

進入軸承內。經過多年驗證，清潔度對軸承

的工作壽命有著重大的影響，這些也是SKF
多年前把業務範圍擴展至潤滑和密封產品的

主要原因。

要設計出一個理想的軸承配置，需要做

以下的工作：

• 選擇合適的軸承類型
• 確定合適的軸承尺寸

除此之外，還要考慮以下因素：

 
• 配置中其他零件的結構和設計 
• 適當的公差配合和軸承的間隙或預壓
• 支撐的裝置
• 適當的密封系統
• 潤滑劑的類型和用量
• 安裝和拆卸的方式

以上每一項都會影響到整個軸承配置的

性能、可靠性和成本效益。

選擇軸承所涉及的時間和工作量，取決

於用戶是否具備類似軸承配置的經驗。如果缺

乏這些經驗、應用方面有特殊的要求、或軸承

配置的成本以及其他一些相關的因素需要作詳

細的考慮，那在選型時就必須要做更詳盡的工

作，包括更精確的計算或測試等。

SKF作為全球其中一家最主要的軸承製
造商，能提供多種不同類型、系列、設計和

尺寸的軸承。最常用的軸承和相關產品列在

從1121頁開始的「產品索引」中。由於軸
承的類型繁多，尚有多種軸承沒有包括在本

型錄中，但大部分的軸承都列在一些其他專

門的產品型錄中，或可以通過「SKF互動工
程型錄」光碟或訪問 www.skf.com 網站找到
更詳細的資訊。

在以下的技術部分中，提供了在設計軸

承配置時所需要的基本資訊，這些資訊按一

定的順序排列，可以便於用戶查閱。但軸承

的應用和相關的範圍甚廣，在本型錄中無法

提供每一種軸承具體應用所需的資訊。因此

在許多章節中，建議用戶向SKF查詢有關更
詳細的資訊。SKF的應用工程師能根據具體
應用，提供各種技術支援，包括選擇正確的

軸承類型和尺寸，以及對整個軸承配置進行

計算等。對軸承配置的技術要求越高、或對

相關軸承應用的經驗越少的情況下，更應在

設計的前期與SKF聯繫。
在技術部分中提供的資訊，通常適用於

大部分的滾動軸承，或針對某些指定類型的

軸承。僅適用於某一軸承類型的資訊，可以

在相關產品的介紹部分中查閱。如果需要介

紹某些產品的專門型錄或刊物，可以向SKF
索取。此外，在「SKF互動工程型錄」光碟
或通過www.skf.com網站，應能查閱到大部
分的SKF滾動軸承、軸承單元、軸承座、平
面軸承、密封件等產品的詳細資訊。

需要注意的是，在產品表中列出額定負

荷、額定轉速和疲勞極限負荷的數值，都是

取其近似值。

軸承術語
為了讓用戶更容易理解一些常用的軸承

術語，可參見在20和21頁中的圖表。在  ISO 
5593:1997標準中，用戶可以查閱到更多有關
滾動軸承使用的專用辭彙和其定義。

軸承選擇和應用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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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索引
列在本型錄中的產品大概有10 000多

種，包括軸承、軸承附件和軸承座等。用戶

可以根據產品的型號，在相對應的產品表中

找出該型號的技術參數。在查閱某具體型號

時，可以先從1121頁的索引中找出其所屬
的系列，例如6208-2RS1，相對應的系列
為62-2RS1。索引排列的方式是按照數字及
字母的順序，所提示的頁數，是產品表中該

系列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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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承選擇和應用的基本原理

圖 1

圖 2

軸承配置(†圖1)
1   圓柱滾子軸承
     (Cylindrical roller bearing)
2   四點接觸球軸承
     (Four-point contact ball 
      bearing)
3   軸承箱(Bearing housing)
4   軸(Shaft)
5   軸肩
     (Shaft abutment shoulder)
6   軸徑(Shaft diameter)
7   鎖定板(Locking plate)
8   徑向軸密封
     (Radial shaft seal)
9   間隔環(Distant ring)
10 軸承箱孔徑
     (Housing bore diameter)
11 軸承箱孔(Housing bore)
12 軸承箱端蓋
     (Housing cover)
13 扣環(Snap ring)

徑向軸承(†圖 2 和圖 3)
1   內圈(Inner ring)
2   外圈(Outer ring)
3   滾動體(Rolling element)：
     滾球、圓柱滾子、滾針、圓錐
     滾子、球面滾子
4   保持架(Cage)
5   密封裝置(Capping Device)    
     密封圈(Seal)-用橡膠製                    
     造，接觸式或非接觸式(圖中 
     為接觸式)防塵蓋(Shield)- 
     用鋼板製造，非接觸式
6   外圈外圓
    (Outer ring outer diameter)
7   內圈內孔(Inner ring bore)
8   內圈肩部直徑
     (Inner ring shoulder diameter)
9    外圈肩部直徑
     (Outer ring shoulder diameter)

軸承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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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圖 4

10 扣環槽(Snap ring groove)
11 扣環(Snap ring)
12 外圈側面
      (Outer ring side face)
13 密封凹槽
      (Seal anchorage groove)
14 外圈滾道
      (Outer ring raceway)
15 內圈滾道(Inner ring raceway)
16 密封槽(Sealing groove)
17 內圈側面(Inner ring sideface)
18 倒角(Chamfer)
19 軸承平均直徑
      (Bearing mean diameter)
20 軸承總寬度
      (Total bearing width)
21 引導擋邊(Guiding flange)
22 擋邊(Retaining flange)
23 接觸角(Contact angle)

止推軸承(†圖4)
24 軸圈(Shaft washer)
25 滾動體-保持架組件
      (Rollling element an 
      cage assembly)
26 座圈(Housing washer)
27 球面調心墊圈
      (Housing washer with sphered       
       seating surface)
28 座墊圈
      (Seating support wa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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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軸承類型

徑向軸承

深溝球軸承
單列，具或無填珠孔(filling slots)
開放型設計(1)
具防塵蓋
具接觸式密封圈(2)
具扣環槽，具或無扣環

單列固定截面

開放型設計(3)

具接觸式密封圈
雙列(4)

角接觸球軸承
單列
萬向搭配的設計(5)
單個安裝的基本設計

單列精密1)

單個安裝的標準設計(6)
萬向搭配的設計
配組軸承

雙列
具一個內圈(7)

        開放型設計
        具防塵罩
        具接觸式密封圈
具剖分式內圈

補充說明 † 31頁

p1-31.indd   23 2010/5/20   9:42:25 AM



24

軸承類型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四點接觸球軸承(8)

自動調心球軸承
具圓柱孔或圓錐孔

   開放型設計(9)

   具接觸式密封圈(10)

具加長內圈(11)

圓柱滾子軸承
單列

  NU 型(12)

  N 型(13)

  

  NJ 型(14)

  NUP 型(15)

角圈(16)

  用於 NU 和 NJ 型軸承

 

徑向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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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圓柱滾子軸承
雙列1)

  具圓柱孔或圓錐孔
      NNU 型(17)

      NN 型(18)

       NNUP 型

四列2)

  具圓柱孔或圓錐孔
        開放型設計(19)

        具接觸式密封圈

滿圓柱滾子軸承
單列

  NCF 型(20)

  NJG 型(21)

雙列

  內圈具擋邊(22)

  內圈和外圈具擋邊
  具接觸式密封圈(23)

滾針 - 保持架組件3)

單列(24)

雙列(25)

衝壓外圈滾針軸承，開口型3)

單列和雙列

  開放型設計(26)

    具接觸式密封圈(27)

補充說明† 31頁

徑向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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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承類型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衝壓外圈滾針軸承，封閉型3)

單列和雙列

  開放型設計(28)

  具接觸式密封圈(29)

具擋邊的滾針軸承3)

單列和雙列

  無內圈(30)

  具內圈
        開放型設計
        具接觸式密封圈(31)

無擋邊的滾針軸承3)
單列和雙列

 具內圈(32)

 無內圈(33)

調心滾針軸承3)

 無內圈
 具內圈(34)

組合滾針軸承3)

滾針/角接觸球軸承
 單向(35)

 雙向(36)

滾針/止推球軸承
  無保持架的滿滾球止推軸承(37)

  具保持架導引的球軸承
      具或無(38)外蓋

補充說明 † 31頁

徑向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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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滾針/圓柱滾子止推軸承
  無外蓋(39)

  具外蓋(40)

圓錐滾子軸承
單列

  單個軸承(41)

  配對軸承
        面對面配置(42)

        背對背配置、串聯配置

雙列2)

  TDO 型(背對背)(43)

  TDI 型(面對面)(44)

四列2)

  TQO 型(45)

  TQI 型

球面滾子軸承
具圓柱孔或圓錐孔

  開放型設計(46)

  具接觸式密封圈(47)

CARB 曲面滾子軸承
具圓柱孔或圓錐孔
  開放型設計
       具保持架(48)
       滿滾子設計
       具接觸式密封圈(49)

補充說明 † 31頁

徑向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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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承類型

5150

5352

5554

5756

5958

60

止推球軸承
單向

  具平面座圈(50)

  具球面調心座圈
      具(51)或無座墊圈

雙向 
  具平面座圈(52)

  具球面調心座圈
      具(53)或無座墊圈

角接觸止推球軸承1)

精密軸承

  單向
      單個安裝的標準設計(54)

      萬向搭配的設計
      配組軸承(55)

雙向

  標準設計(56)

  用於高轉速的設計(57)

圓柱滾子止推軸承
單向
  單列(58)
  雙列(59)
零件

  圓柱滾子 - 保持架止推組件
  軸圈和座圈

滾針止推軸承3)

單向(60)

  滾針-保持架止推組件 
 滾道墊圈、止推墊圈

 補充說明 † 31頁

止推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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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362

球面滾子止推軸承
單向(61)

圓錐滾子止推軸承2)

單向

  具或無(62)外蓋
  螺旋式下壓軸承(screw down bearing)
雙向(63)

補充說明 † 31頁

止推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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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承類型

6564

66

6968

67

70

71

凸輪滾子
單列球軸承凸輪滾子(64)

雙列球軸承凸輪滾子(65)

支撐滾子3)

無軸向引導

  具或無接觸式密封圈
      無內圈
      有內圈(66)

具止推墊圈作軸向引導

  具或無接觸式密封圈
       具保持架(67)

       滿滾子設計

具圓柱滾子作軸向引導

   具迷宮式密封(68)

   具接觸式密封圈(69)

   具薄片型密封

凸輪隨動滾子3)

具止推墊圈作軸向引導

  具或無接觸式密封圈
        具同心外圈(70)

        具偏心外圈
        具保持架、滿滾子設計

具圓柱滾子作軸向引導

  具迷宮式密封(71)

  具接觸式密封圈
  具同心外圈、 具偏心外圈
 
補充說明 † 31頁

滾輪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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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2

75

76

77

74

78

Y - 軸承 4)

具埋頭螺釘

  內圈一端加長(72)

  內圈兩端加長(73)

具偏心套

  內圈一端加長(74)

  內圈兩端加長(75)

具圓錐孔

  內圈兩端加長(76)

  配用緊定套安裝

具標準內圈

  以緊配合固定在軸上(77)

具六角型內孔(78)

具方角型內孔

1) 參閱 SKF「精密軸承」(High-precision bearings)型錄或「SKF 互動工程型錄」
2) 參閱「SKF 互動工程型錄」
3) 參閱 SKF「滾針軸承」型錄或「SKF 互動工程型錄」
4) 參閱 SKF「Y - 軸承單元」型錄或「SKF 互動工程型錄」

Y - 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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