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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3 的优势

简介 — GV3
线性引导和
传动系统

GV3 线性引导和传动系统设计了种类丰富的规格和选件供

客户选择，以满足几乎所有线性运动的要求。

在设计 GV3 的过程中，Hepco 不仅保留了倍受欢迎的第 

2 代和 CM 滑道系统的最佳功能，而且极大地扩展了产品

的能力范围。新系统中增添了许多新的组件，包括单沿滑

道、平轨道和传动装置选件。

现在，客户可以选择 3 个精度级别的滑道，并配合使用对

轴承、双列轴承或低成本的单列轴承。这样可以在有限的

预算内打造出性能最佳的理想系统。

近 50 年的时间考验最终证明，Hepco 所有钢制滑道和 V 

形轴承概念的可靠性值得信赖。这种稳若磐石的设计经过

持续不断改进，如今已真正进化为一套面向 21 世纪的革

命性系统。

选择 GV3 系列产品，客户可以放心享受超越想象的品质

和性能。

平稳： l	 高度精确和精细加工的组件  提供无振动的恒定传动力。
 l	 无摩擦运动  允许选择更小、成本更低的电机。
快速： l	 经过优化的轴承和滑道接触面设计  在实现极高速度的同时保持较低磨损。
 l	 较低的粘滞摩擦和较低的轴承旋转惯性  允许为最短行程快速加速。
精确： l	 极高的滑道平行度和最小的轴承间隙  使摆动几乎为零。
 l	 精确控制重要尺寸  使系统达到可靠的高程精度和位置精度。
安静： l	 经过特别设计的轴承和滑道几何形状  构成目前市面上最安静的滑道系统之一。
耐用: l	 全部为钢制滑道  刚度比复合铝制滑道系统高三倍。
 l	 结构坚固  适合高负荷应用场合和恶劣环境。
 l	 可提供润滑装置  在大多数场合下无需再次润滑即可最大限度地延长使用寿命。
 l	 独特的擦刮动作  可在令其他系统发生故障的环境中排除碎屑。
 l	 合规的轴承设计  可容许错位。  
 l	 测试证明性能可靠  选择 Hepco 产品充满信心。
简单： l	 容易理解、久经考验的技术  故障率低且维护简单。
多用途： l	 丰富的规格、类型和辅助组件可供选择  为大多数设计难题提供解决方案。
 l	 大多数规格的长度最长可达 4 m  节省装配时间。
 l	 可选择组装式单元或组件两种形式  提供最大的设计灵活性。
 l	 可在任何平面内或方向上工作  不受限制地应用于机械构造中。
 l	 可在无润滑的情况下操作  非常适合食品机械和需要洁净的应用场合。
 l	 可提供传动系统  从一家供应商即可获得整套解决方案，节省设计和管理时间。
经济： l	 自主选择滑道精度和轴承设计  充分满足成本/性能方面的要求。
 l	 设计上最大限度地缩短安装时间  使成本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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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本产品目录
GV3 产品系列非常庞大，因此为了帮助用户在产品目录中找到需要的产品，我们设计了以下辅助手段：

密封盖 蓝色“超文本”

在整个产品目录中，关键字以蓝色“超文本”突出显示。当出现此类蓝色超文本时，可查
阅页面图标转向其他相关页面。

页面图标位于页边以外区域，按字母表顺序排列。图标中包含与当前讨论的主
题相关的组件图画或产品目录小节，同时显示页码。这可以作为一种快速索引方法。

页面图标
密封盖
36 页

目录 页码

系统构成 2-7

应用示例 8-16

系统选择表 17

各个组件的数据和尺寸

承载滑座、承载滑座锁定装置和减震器固定块 18-23

V 形滑道 24-29

滑道梁 30-31

V 形轴承 32-35

密封盖、盖擦刮器和润滑装置 36-38

法兰夹具 39

平轨道 40

轨道滚轮 41-43

齿条 44

小齿轮 45

皮带传动承载滑座、皮带和皮带轮 46-47

齿条传动承载滑座 48-49

齿轮箱、AC 齿轮传动电机和法兰 50-51

AC 速度控制器和辅助组件 52-53

组装式系统的数据和尺寸

V 形滑道系统 54-55

带有轨道滚轮、齿条和小齿轮的系统 56-57

技术数据
载荷/寿命的计算和示例 58-62

自承式滑道的弯曲 63

齿条传动承载滑座的传动计算 64-65

系统的装配和调节 66-67

技术规格 68

有关修订和更新内容请访问 www.HepcoMotion.com 并选择 “Literature”（文献）按钮



系统构成

线性运动系统搭配标准轴承方案
第 2-7 页对综合的 GV3 线性运动系统进行了概述。下面所示为可搭配 Hepco 标准对轴承和双列轴承的基本滑道和组件系
列。另外还有一个可搭配 Hepco 单列轴承

密封盖 &36 页
n	润滑接触面，增大载荷能力和寿命。
n	在大多数应用中都是“全期润滑”。
n	通过密封避免碎屑侵入。
n	提高了操作安全性。
n	改善了系统外观。
n	同时包含通孔和螺纹孔固定装置。

润滑装置 &38 页
n	润滑接触面，增大载荷能力和寿命。
n	可从承载滑座任意一侧安装。
n	略带弹性的毛毡擦刮器可确保摩擦较低。
n	可提供法兰型和紧凑型版本。
n	延长润滑间隔。

小齿轮 &45 页
n	可提供钻孔型和整体轴型。
n	轮齿进行了硬化处理，以延长使用寿命。
n	钻孔型小齿轮中提供了键槽。
n	轴型小齿轮兼容 Hepco 齿条传动承载滑座。
n	轴型小齿轮兼容 Hepco 电机齿轮箱。

单沿垫片滑道 &26-27 页
n	直接安装至平坦表面。无需垫片。
n	可间隔一定距离安装，以获得较高的弯矩载荷能力。
n	键槽和基准边可用于定位和校直。
n	可选择沉孔固定、螺纹孔固定或无钻孔方案。
n	提供塑料孔塞以避免碎屑进入。
n	提供齿条形制选件以用于传动。
n	背面提供安装配准器或适合轨道滚轮的跑合面。
n	有 5 种截面可供选择。

所有滑道（共同特性） &24-29 页
n	整体式结构可确保平行度和刚度。
n	采用高质量轴承钢制成。
n	V 形面经过高度硬化处理，具有极强的耐磨性。
n	中心较软，允许客户自行定制。
n	有多种规格系列可供选择。
n	3 种精度等级适应不同的成本/性能要求。
n	提供不超过 4 米的任意长度，未研磨等级最长可达 6 米。
n	通过对接可实现无限长度。
n	未研磨面进行了美观且耐腐蚀的黑色表面处理。
n	通用的 70° V 形角允许组合使用多款轴承/滑道。

双沿垫片滑道 &24-25 页
n	直接安装在平坦表面。无需垫片。
n	键槽和基准边可用于定位和校直。
n	可选择沉孔固定、螺纹孔固定或无钻孔方案。
n	提供塑料孔塞以避免碎屑进入。
n	每种基本截面有多个宽度，提供11 种截面选择。

n	单沿平滑道/双沿平滑道 &28-29 页 l
n	l	重量更轻，在滑道作为移动组件时可减小惯性。
n	l	当客户的机械结构中使用垫片时，有助于降低成本。
n	l	顶面平整，并提供平孔或沉孔固定方案。
l	每种基本截面有多个宽度，提供 11 种截面选择。
n	可间隔一定距离安装，以获得较高的弯矩载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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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构成

的相似系列，下页对该系列的详细信息进行了介绍。组件尽可能以出厂组装式的形式提供，也可按客户需要单独提供。Hepco 组件的许多尺
寸和类型可以互换，以获得可能的空间与性能的绝佳组合。

GV3 的产品理念是为所有线性运动问题提供出色的解决方案。

所有轴承（共同特性和选件） &32-33 页
n	特殊的滚道紧密配合性和极小的径向游隙，适合滑道应用。
n	对轴承具有偏心率容限并可平稳运转。
n	双列轴承耐碎屑并具有较高载荷能力。
n	可选择 5 种实用规格系列。
n	金属防护罩可抵御碎屑并降低运行摩擦。
n	丁腈橡胶密封版本可避免液体侵入。

同心轴承 &32-33 页
n	可为系统提供基准参考。
n	短固定螺柱用于较薄的承载滑座板。
n	长固定螺柱用于较厚的承载滑座板。
n	可控高度选件可改善系统
 的高程精度。

偏心轴承 &32-33 页
n	可通过中心内六角或两端其他形状的凹槽简单地进行调节。
n	短固定螺柱用于较薄的承载滑座板。
n	长固定螺柱用于较厚的承载滑座板。
n	 可控高度选件可改善系统的高程精度。

双偏心轴承
&32-33 页
n	具有足够的偏心距以直接将
 承载滑座从滑道上取下。
n	标准偏心轴承的
 所有属性均适用。

n	盲孔同心轴承
l	盲孔偏心轴承
n	l	 用于安装在厚板中或无法接近对面的安装情况。
l	可从操作端调节，易于检修维护。

承载滑座/承载滑座板 &18-21 页
n	出厂时可针对选定滑道进行调整，或作为成套部件提供。
n	可仅配备轴承，也可附带密封盖或润滑装置。
n	实用尺寸的平台，平整的表面便于安装组件。
n	方便的位置处提供螺纹孔，以便连接组件。
n	侧面的凹槽可为开关支架等提供配准线。
n	可提供适合全部 11 种滑道截面的各个精度等级的承载滑座。
n	每种尺寸规格和大多数类型可提供 3 种长度。
n	防篡改选件。
n	可拆卸式选件，便于直接与滑道脱离。
n	可控高度选件可满足特殊的精度要求。

定位销 &25 和 27 页
n	提供简单的定位
 和校直方法。

n	对轴承/双列轴承 l
&32-33 页
n	对轴承具有容忍错位的特性，并可平稳运行。
l	双列轴承耐碎屑并具有较高载荷能力。
n	l		特殊的滚道紧密配合性和极小的径向游隙， 

适合滑道应用。
n	l	一般质量符合 ISO 4 类。某些方面达到2 类。
n	l	由获得下列认证的 Hepco 
  工厂制造：- ISO 9001
  航空航天部门认证 TS 157

&32-33 页}



系统构成

线性运动系统搭配单列轴承方案
第 2-7 页对综合的 GV3 线性运动系统进行了概述。下面所示为可搭配 Hepco 单列轴承的基本滑道和组件系列。此外，还有
一个相同的滑道系列可搭配 Hepco 标准轴承，详细信息已在之前页中介绍。组件尽可能以出厂组装式的形式提供，也可按客
户需要单独提供。Hepco 组件的许多尺寸和类型可以互换，以获得可能的空间与性能的绝佳组合。

双沿平滑道 &28-29 页
n	请参阅上一页了解详细特性。

所有滑道（共同特性） &24-29 页
n	所有滑道均同时适合单列和标准轴承。请参阅上一页了解详细特性。
n	整体式结构可确保平行度和刚度。
n	采用高质量轴承钢制成。
n	V 形面经过高度硬化处理，具有极强的耐磨性。
n	中心较软，允许客户自行定制。
n	有多种规格系列可供选择。
n	3 种精度等级适应不同的成本/性能要求。
n	提供不超过 4 米的任意长度，未研磨等级最长可达 6 米。
n	通过对接可实现无限长度。
n	未研磨面进行了美观且耐腐蚀的黑色表面处理。
n	通用的 70° V 形角允许组合使用多款轴承/滑道。

润滑装置 &38 页
n	润滑接触表面，可增加荷载能力和寿命。
n	略带弹性的毛毡擦刮器可确保摩擦较低。
n	可从承载滑座/安装面的任意一侧安装。
n	延长润滑间隔。

单沿垫片滑道 &26-27 页
n	请参阅上一页了解详细特性。

双沿垫片滑道 &24-25 页
n	请参阅上一页了解详细特性。

单沿平滑道 &28-29 页
n	请参阅上一页了解详细特性。

小齿轮 &45 页
n	可提供钻孔型和整体轴型。
n	轮齿进行了硬化处理，以延长使用寿命。
n	钻孔型小齿轮中提供了键槽。
n	轴型小齿轮兼容 Hepco 齿条传动承载滑座。
n	轴型小齿轮兼容 Hepco 电机齿轮箱。

盖擦刮器 &37 页
n	润滑接触面，增大载荷能力和寿命。
n	在大多数应用中都是“全期润滑”。
n	通过密封避免碎屑侵入。
n	提高了操作安全性。
n	改善了系统外观。
n	同时包含通孔和螺纹孔固定装置。

轴承属性 &34-35 页
n		特 殊 的 滚 道 紧 密 配 合 性 和 极 小 的 径 向 游 隙 ， 

适合滑道应用。
n	一般质量为 ISO 4 类。某些部位质量可以为 2 类。
n	由获得下列认证的 Hepco 
 工厂制造：- ISO 9001
 航空航天部门认证 TS 157。

盲孔偏心轴承
&34-35 页
n		用于安装到厚板中或无法从另一面接触的

板中。
n	可从操作端进行调节，易于检修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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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构成

GV3 的产品理念是为所有线性运动问题提供出色的解决方案。

承载滑座/承载滑座板 &22-23 页
n		出厂时已针对选定滑道进行调整，或作为成套部

件提供。
n	可仅配备轴承，也可附带盖擦刮器或润滑装置。
n	实用尺寸的平台，平整的表面便于安装组件。
n	方便的位置处提供螺纹孔，以便连接组件。
n	侧面的凹槽可为开关支架等提供配准线。
n		可提供适合全部 11 种滑道截面的各个精度等级

的承载滑座。
n	每种尺寸规格和大多数类型可提供 3 种长度。
n	防篡改选件。

定位销 &25 和 27 页
n	提供简单的定位和校直。

单列轴承（共同特性和选件） &34-35 页
n	特殊的滚道紧密配合性和极小的径向游隙，适合滑道应用。
n	较窄的外形轮廓可让系统高度更加紧凑。
n	能够构建低成本系统，特别是与 P3 等级（未研磨）滑道搭配使用。
n	载荷能力足以满足多种应用需要。
n	单片轴承设计耐碎屑。
n	可选择 4 种实用规格系列。
n	金属防护罩可抵御碎屑并降低运行摩擦。
n	丁腈橡胶密封版本可避免液体侵入。

同心轴承 &34-35 页
n	可为系统提供基准参考。
n	短固定螺柱用于较薄的承载滑座板。
n	长固定螺柱用于较厚的承载滑座板。

偏心轴承 &34-35 页
n		提供通过中心内六角凹槽进行调节的简

便手段。
n	短固定螺柱用于较薄的承载滑座板。
n	长固定螺柱用于较厚的承载滑座板。

盲孔同心轴承
&34-35 页
n		用于安装到厚板中或无法从另一面接触的板中。

法兰夹具 &39 页
n	允许滑道成为自承重梁。
n		两种可能的安装方式：表面固定或

底座固定。
n		易于拆下滑道和进行正确的重新定

位。
n		提供长款和短款，以支撑滑道的一

端或两端。



包含平轨道和滚轮的线性运动系统
第 2-7 页对综合的 GV3 线性运动系统方案进行了概述。下面介绍了众多兼容 Hepco 线性运动系统的平轨道和轨道滚轮。请
参阅第 16 页了解这些平轨道和滚轮的各种使用方式。
GV3 的产品理念是为所有线性运动问题提供出色的解决方案。

轨道滚轮（共同特性） &41-43 页
n	尺寸规格和荷载能力与 Hepco V 轴承相同。
n	特殊的滚道紧密配合性和极小的径向游隙。
n	可选择 4 种实用规格系列。
n	柱形跑合面，对错位有容忍特性。
n	金属防护罩可抵御碎屑并降低运行摩擦。
n	丁腈橡胶密封版本可避免液体侵入。
n	设计运行在轨道或单沿垫片滑道背面之上。
n	一般质量为 ISO 4 类。某些部位质量可以为 2 类。
n	由获得下列认证的 Hepco 工厂制造：
 ISO 9001 - 航空航天部门认证 TS 157。

窄轨道滚轮
（同心）
&41 页
宽滚轮（同心）
&41-43 页
n	可为系统提供基准参考。

小型滚轮（偏心）
宽滚轮（偏心）
&41-43 页
n	提供简单的调节手段。

l	盲孔式同心宽滚轮
n	盲孔式偏心宽滚轮
&41-43 页
nl用于安装在厚板中或无法接近对面的安装情况。
n	可从操作端调节，易于检修维护。
l	可为系统提供基准参考。

平轨道 &40 页
n	可选择整体研磨、两个相对面研磨或未研磨版本。
n	未研磨面进行了美观且耐腐蚀的黑色表面处理。
n	各个面经过高度硬化处理，具有极强的耐磨性。
n	采用高质量碳素钢制成。
n	提供偏置固定孔，便于进行灵活安装。
n	提供 4 种实用规格兼容 Hepco V 形滑道。
n	针对多数尺寸规格的轨道，提供不超过 4 米的任意长度。
n	通过对接可实现无限长度。

系统构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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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道梁 &30-31 页
n	可用作机械构件。
n	高强度截面 – 适用于大跨度应用。
n	单件长度最长可达 8 米。
n	可选择 2 种梁截面、5 种滑道宽度。
n	可提供 3 种精度等级的滑道。
n	可提供轻量型版本。
n	可提供带沉孔的滑道版本，以支持使用皮带。
n	中空区域适合安排皮带、伸缩或链条的回程。
n	T 形槽位便于连接组件。
n	可提供塑料 T 形槽盖、T 形螺母和固定夹具。

带传动装置/支承结构的线性运动系统
第 2-7 页对综合的 GV3 线性运动系统方案进行了概述。下面所示的 GV3 系列产品可配备多种增强特性来构成一套完整的工
程设计方案。
GV3 的产品理念是为所有线性运动问题提供出色的解决方案。

齿条传动承载滑座装置 &48-49 页
n		承载滑座包括传动小齿轮和 AC 齿轮传动电机

或齿轮箱。
n		可提供适用于 7 种齿条-滑道规格的承载滑

座。
n		可根据您的需求订制尺寸、形状和驱动位

置。
n		提供的承载滑座可配备所有标准轴承和润滑

装置。
n		用于小齿轮的精调装置可确保低背隙。
n		可针对您自己的设计，单独提供齿轮箱、法

兰、小齿轮和电机；或者提供齿条形制的单
沿滑道或单独的齿条。

皮带传动承载滑座 &46-47 页
n	可搭配各种精度等级的平滑道、垫片滑道或滑道梁。
n	5 个尺寸规格可供选择，每个规格有两种实用长度。
n	自带皮带张紧器，易于调节。
n	可拆卸式安装平台，易于定制。
n	螺纹孔用于连接组件。
n	可配备大多数 Hepco 标准轴承变体和润滑装置。

同步皮带轮 &46-47 页
n	低反作用外形，可提供高定位精度。
n	宽度适合皮带传动承载滑座。
n	直径允许皮带通过滑道梁回转。

同步皮带 &46-47 页
n	高强度、钢芯增强、
 AT 型面开口长度皮带。
n	定长最长 50 米。
n	宽度适合 Hepco 皮带
 传动承载滑座和皮带轮。

齿条-滑道组装件 &24-25 页
n		提供已接合的齿条–滑道组装件，可随时固定到安装

面。
n		可提供 10 种实用尺寸规格和 3 种精度等级的滑道。
n		可提供最长达 4 米的复合齿条滑道， 对于未研磨等

级的滑道，最长达 6 米。
n	通过对接可实现无限长度的齿条–滑道组装件。
n		未研磨的滑道面和齿条进行了美观且耐腐蚀的黑色

表面处理。
小齿轮 &45 页
n	请参阅上一页了解详细特性。

单独齿条 &44 页
n	与齿条–滑道组装件所用齿条相同。
n	可提供 4 种尺寸规格。
n	长度最长可达 1.83 米，通过对接
 可实现更长的长度。

系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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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滑道固定到管架
Hepco 单沿平滑道设计用于连接到许多尺寸
的方形或矩形管材边缘，并带有足够突起的滑
道 V 形跑合面，以便为 Hepco 轴承和润滑装
置提供间隙。固定孔位置已经过调整，避开了
管材的外角半径，并允许使用标准尺寸的内六
角扳手进行连接。另外，滑道还可以通过“流
钻”(Flowdrilling) 或焊接的方式连接。

低高度系统
使用 Hepco 平轨道搭配单列轴承，并选择薄
剖面材料支承承载滑座和滑道，可以构建出非
常紧凑的滑道系统。

可拆卸式承载滑座
本示例展示了如何将一个包含双偏心轴
承的承载滑座从滑道的任意位置取下，
而无需将其滑至滑道末端。对于滑道两
端采取“封闭式”设计的应用，这种构造可
以避免拆卸机器部件。

防篡改承载滑座
Hepco 承载滑座可以提供“防篡改”保
护。轴承螺柱在出厂时针对滑道做好调
整，之后便以销钉锁住，然后在沉孔中
填充树脂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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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示例

全部使用偏心轴承可轻松实现校直
示例表明，可以在一个平面调节 Hepco 
GV3 滑道系统，从而不必进行高精度钻孔
和装配。

轻型应用
当预计载荷非常轻时，可使用 3 个轴承来代替
常规的 4 轴承配置。这样可以节省组件成本和
装配时间。

重型载荷需要
要获得更高的载荷能力，可以在最外侧轴承之间额外安装
若干偏心轴承。安装多个轴承的好处是，可以使用可控高
度轴承来确保载荷得到更好的分布。密封盖也能实现载荷
能力的最大化（参阅“载荷/寿命”一节）。对于预计载荷极
高的情况，请查阅 Hepco 的重型滑道系统产品目录。

宽平台应用
通过并排安装滑道使宽平台四端具有一定刚
度；这样可为宽而短的平台提供最大程度的支
承。对于宽而长的平台，应考虑使用单沿滑道（参阅第 26-27 
页）。或者，可以将 Hepco 平轨道及轨道滚轮与一个双沿滑道彼
此相对安装，这样可以不必设定平行（参阅第 41-43 页）。

偏心 (E)

(E)

(E)

(E)

同心 (C) (C)(E)

偏心 (E)

(E)
(E)

密封盖
(E) (E)

(E)

(E)

(E) 同心 (C)

偏心 (E)
(C)



简易双轴连接
Hepco 短系列法兰夹具➀是连接相向的承
载滑座、组建可轻松拆装的第二轴的理想
方法。连接时应谨慎操作，以确保滑道间
的平行。使用 Hepco 平轨道和轨道滚轮
代替其中一个滑道，则可以不必设置平行
（参阅第 16 页）。

悬臂式线性导轨
使用 Hepco 长系列法兰夹具➀，仅从一端即可支撑
短程滑动。法兰夹具可通过螺栓固定在支撑框架的
任意一侧，并且提供通孔或螺纹孔。

➀

➀

➁ ➂
➀

多通道分行器
Hepco 法兰夹具➀可用于在多个位置支撑双沿垫片滑道➁（利用底座安装机构）。
本例中不允许使用油脂，因此轴承➂未带密封盖或润滑装置。GV3 系统很适合在 
“无润滑”的情况下运行，尤其是工作负荷较轻的应用场合。

应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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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镀槽浸渍系统
零部件吊篮通过齿条传动承载滑座➀和装有齿条的滑
道➁（可作为成套装置从 Hepco 获得）下降到电镀槽
中。该系统包括 AC 电机齿轮箱和小齿轮，并带有微
调装置以调节合适的齿轮啮合度。系统可以承受高传
动力，并提供成本低廉且可靠的、能够在有害环境下
工作的解决方案。

适合曲线应用的卷曲滑道
Hepco平滑道➀可根据截面以及是否硬化卷曲为  
500 mm 以上的任意直径（可特别订购非硬化滑
道）。不仅如此，展开状态下的滑道还可以通过螺
栓固定至轻微弯曲的表面。承载滑座上的轴承安装
面应进行机械加工，以便每对轴承都能垂直于滑
道。请联系 Hepco 获取应用方面的建议。

赛车整流罩式设计的气流测试
Hepco 滑道系统能够以超高速度持续运

转。限制速度的因素往往是轴承中不断累
积的热量。在实际应用中，间歇式的使用能

够使热量散去，从而达到更高的运转速度。
此应用展示了一个很长的系统，其中使用了 Hepco 

双沿平滑道➀，并在皮带传动承载滑座上安装了一个赛
车整流罩模型。润滑装置➁用于在不引起明显摩擦的情况

下向滑道的“V”形面涂敷油膜。承载滑座上安装的测力传感器
对空气动力进行测量。

➀ ➁

➀

➁

➀

应用示例



遥控摄像机
Hepco 滑道广泛应用于剧场和
电影院中摄像机或照明设备
的位置控制。本例展示了一
根 Hepco 滑道梁➀，其具
有平整的滑道表面，以便
与摩擦传动辊啮合。滑道
梁连接到吊顶构件，以提
供牢固的基础和起到减震
作用。

磨碎机
Hepco 滑道梁➀连同皮带传动承载滑座
➁可以实现简单的往复运动。滑道梁的
高刚度有助于结构的坚固性和减震。承
载滑座内独特的皮带张紧装置使磨
碎梳的调节和定位变得非常简
单。Hepco 密封盖➂可确保
设备在该应用场合下无需进
一步重新润滑即可实现很长
的使用寿命，并能够防止碎屑
进入轴承。

伸缩臂式取放门架
横梁从邻近生产线的路线收回，可以实现在不中断

生产的情况下将组件从一条生产线移至另一条生产
线。
主 X 轴：双沿垫片滑道➀背靠背安装，将 Hepco 
齿条➁的支承板夹在中间，提供紧凑的设计和坚固
的横梁。
辅助 X 轴：机械爪机构由电机和辅助齿条上啮合的

小齿轮传动，沿横梁从一端到另一端运动。
Z 轴：一条带齿条的宽度为 120 mm 的 Hepco 垫片
滑道➂用于立轴，以承受高力矩下产生的力。

➀

➂

➁

➀

➁

➀

➂

Z

X1 X2

应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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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缩臂式装载机
Hepco 平滑道➀配合单列轴承➁可以
组成薄型滑道系统，从而能够设计出
紧凑型的伸缩臂式系统。Hepco 齿条
➂可以轻松加入系统，通过具有合适
传动比的小齿轮提供高效率的传动工
具。

➀

紧凑型齿条传动 X-Z 运动
X 轴：朝外的单沿垫片滑道➀相隔足够远的距离安装，

以提供需要的刚性和容纳传动小齿轮。通过在同时
支撑 Z 轴滑道的共用板上安装轴承，得以实现紧凑
的设计。

Z 轴：朝内的单沿垫片滑道使电机和传动小齿轮
贴近机械爪外壳而又不显拥挤。这里使用了盲孔
固定轴承➁，因为无法使用通孔固定方式。
润滑装置➂广泛使用在系统各处，无摩擦地涂敷

润滑油，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步进电机停转的风险。

高速贴标机
X 轴：带有齿条的 Hepco 双沿垫片滑道➀
可确保轮齿与滑道 V 形面之间保持
平行，提供低间隙的平稳运动。滑
道使用 Hepco T 形截面定位条➁
与专有框架结构系统相连（需
参阅 MCS 机器构造系统产
品目录）。
Y 轴：Hepco 单沿垫片滑道
相隔足够远的距离安装,以
提高刚度。下部齿条形制的
滑道➂可实现通过 Hepco 小
齿轮直接传动。
可承受高径向载荷的双列轴承和密封盖➃
提供长久润滑，适合用于这种高速应用场
合。

X

Y

➀

➁

➃

➂

➁

➂

X

Z

➀

➂

➁

应用示例



多工作台产品拾取与核对系统
X 轴：Hepco 单沿平滑道➀通过螺栓直接固
定至机架，从而实现一个简单的低成本设
计。Hepco 轴承被固定到横跨核对传送
带的承载滑座结构，并为传动装置留出
空间。由于不允许使用润滑油，因此
每侧安装了三个轴承，以弥补无润
滑情况下运行所导致的载荷能力降
低。
Y 轴：产品拾取装置的导引机构由
装有齿条的 Hepco 双沿垫片滑道➁ 
提供，以便能够通过 Hepco 小齿轮
进行传动。滑道在可控高度的对轴
承➂组成的“轨道”中运行，以确保滑
道啮合时的对准性和柔性。除了同侧最
深处的两个轴承以外，使用的全部是偏
心轴承。最深处的这两个采用同心轴承，
以提供基准。

压缩干粮整理机
X 轴：Hepco 垫片滑道通过 Hepco T 形
截面定位条➀连接到大多数品牌的框架
构造系统（需参阅 MCS 机器构造系统
产品目录）。
Hepco 皮带传动承载滑座➁加入了
简单的张紧机构，并为 Y 轴提供支
撑。
Y 轴：包括一个 Hepco DLS 单
元➂，该单元是一个整套线性运动
部件，包含皮带轮、开关组件和电
机齿轮箱（如果需要）。请订购 
DLS 产品目录。

多轴机械臂
通过将单沿垫片滑道➀间隔一定距离来容纳足以支撑
相邻轴的大尺寸平台，可以将多个轴紧凑组合在一
起。另外，使用 Hepco 环形滑道与轨道系统产品目

录中精选的组件，还可以轻松构造旋转式转位
台。 
支撑机械臂的立轴通过 Hepco 长系列法兰
夹具➁固定到旋转台。

➁

➀

➀

➂

➀

➁
X

Y

➀

➁
➂

YX

应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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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系统
Hepco GV3 系统的一个独特功能是滑道可以与
相邻滑道近乎完美地对齐，从而实现承载滑座
的平稳过渡。这使得切换通道和更改方向成为
可能。本例展示了承载滑座由摩擦皮带传动到
一个滑道之上，随后该滑道被提升到另一层。
承载滑座在系统中循环运行并保持相同朝向。
需要滑座朝向行进方向高速运转的客户应查阅 
Hepco 的 PRT2 精密环形及轨道系统产品目
录。

用于测试和装配的 8 回路系统图
本例为一套由直滑道与弯滑道组成的 Hepco 轨道系统，能够通过摩擦力传动液压歧管

至测试工作台，然后经过后续装配进入卸载工作台，或者被剔除并退回加载工作台。该 
Hepco 系统允许承载滑座从一条滑道旋转至另一条滑道，此独特功能使用户可以在交叉枢纽

处设计旋转盘。
对于希望构造“轨道式”回路的客户，可以参考 Hepco 的 PRT2 精密环形及轨道系统产品目录。

应用示例



应用示例

单列轴承及滚轮活动，滑道及轨道固定

平轨道和轨道滚轮应用
下面的示例展示了 Hepco 平轨道和轨道滚轮在线性系统中的多种多用途应用。它们作为相对部件，在两个导轨分离安装的系
统中尤其有用。这种构造使用户不必按照两个相对的 V 形滑道原本要求的那样为两个平面设定平行。

Y通孔固定型单列轴承（同心）
Y Y 窄轨道滚轮（同心“C”和偏心“E”）

u盲孔固定型标准轴承（偏心）
uu盲孔固定型宽滚轮（同心）

n通孔固定型标准轴承（同心）
nn通孔固定型宽滚轮（同心“C”和偏心“E”）

盲孔固定型宽滚轮
l偏心    ll同心

轴承及滚轮活动，
 滑道及轨道固定

滚轮固定，
轨道活动

轴承及滚轮固定，
滑道活动

nn(E)

n nn(C)

nn(E)

l

ll

u

uu

Y Y Y(C)

Y Y(E)
Y 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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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滑 碎屑  安全性和
  润滑 载荷能力 间隔 排除 摩擦 外观 价格
 方式

 轴承 载荷能力   容许  系统 容许

 类型  速度 平稳性 错位 刚度 高度 碎屑 价格

系统选择表

客户可以选择种类丰富的 Hepco GV3 组件来满足绝大部分线性运动方面的要求。为了便于选择组件，我们已经以表格形
式列出了基本滑道系统最常用的组件，以表明组件在整套系统中使用时的相对优势。
表中所列的只是通过比较可以体现的重要优势，并非巨细无遗。请参阅系统构成部分（第 2-7 页）和各个组件的相关页面
了解其他功能、优势和变化方案。

*Hepco 的“V”形支承原理具有自然的扫净作用，往往可以排出碎屑。
上面的信息为一般指南，仅供初步选择产品之用。

轴承
（标准）
32-33 页

轴承
（单列）
34-35 页

 

         

         

         

   

    

 

    

 

      

    

   

 滑道  一般 平稳性
  精度等级       = 磨削表面 精度 /静音程度 摩擦 价格
        

无润滑

润滑装置

密封盖或
盖擦刮器

滑道
24-31 页

*

*

 标准模型对式

 标准模型双列式

 单列式

润滑
装置

36-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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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P3



标准承载滑座

示例：位于平滑道上的短承载滑座（带润滑装置）

Hepco 标准承载滑座可供搭配各种精度等级的所有尺寸和类型的双沿滑道。每个承载滑座附带 4 个标准轴承，并提供 3 种
实用长度，以满足客户对组件尺寸和偏载的要求。承载滑座板采用铝合金全机加工而成，并经过阳极氧化处理。方便的位置
处提供螺纹孔，以便可以连接组件。
客户可以指定以组装式单元（AU 类型）形式购买承载滑座，组装式单元在出厂时已组装好并装配至滑道。对于希望自行组
装的客户，也可以指定以组件套装（K 类型）形式购买。
用户可以指定购买下列轴承和润滑装置类型或选件（另请参阅右下方的可订购情况表）。
对轴承类型为默认选择，包含两片单独的轴承和一个公共螺柱。这种类型提供一定程度的柔性、运行更平稳、易于调节，同
时提供更大的错位容许度。
双列式轴承类型 (DR) 包含单片带有双轴承滚道的轴承件。这种类型可提供更高的载荷能力（特别是径向载荷），并且不易积
留碎屑。

        请参阅第 10 和 15 页的应用示例

* 注释：

1. 此处给出的最大载荷能力以假设轴承与滑道的接触面使用润滑油为前提。实现这一点的最佳方法是使用密封盖或润滑装置。强烈建议使用“计算”部分介绍的
方法确定载荷和使用寿命。轴承的静载荷和动载荷能力（C 和 Co）通常由制造商给出，并非实践中计算使用寿命的最佳基准。“轴承”页面提供了 C 和 Co 的
数值以供比较参考。

2. 某些尺寸将按照选择滑道等级时所依据的磨削加工余量发生变化。所有承载滑座都兼容所有等级的滑道，但最小尺寸的除外（12-13 号）。因此需要两个尺
寸的 12-13 号承载滑座——AU 12P1/P2 13 和 AU 12P3 13。前者适合 P1 和 P2 级别的滑道，后者适合 P3 级别的滑道。

3. 尺寸为 AU 28 18 的承载滑座在下侧包含一个凹槽，以便在与尺寸为 V 28 的平滑道搭配使用时留出固定螺钉间隙。表中的尺寸 V 已将此凹槽计算在内。
4. 基准点确定了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基准边。同心轴承始终安装在这一侧。
5. 可在第 32-33 页上的 B1 尺寸  ± 0.010 毫米的范围内选择可控高度 (CHK) 轴承。标配一组最多 50 件，并可根据要求提供更大的组。客户如果需要一定数目

的承载滑座具有相同的CHK 轴承容差范围，应在订单中注明此项要求。
6. 承载滑座提供 3 种标准长度，因此轴承中心“D”以及组件安装孔“G”的数量和位置也将随之变化。Hepco 将应要求根据您的特殊长度要求制作承载滑座。
7. 承载滑座板的轴承中心已针对所有精度等级的滑道进行了优化。自己制造承载滑座的客户应当为所选的特定滑道等级计算轴承和润滑装置/密封盖的安装中

心。请参阅“组装式系统”部分或各个组件的页面了解有关计算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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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式承载滑座将根据滑道进行调节，以组成一套系统。
只需说明系统的数量和每个滑道的承载滑座数量：
示例：	 2	x	(3	x	AU6034	L200	CS	DR	+	NM60	L3056	P1)	 （2	套系统，均为每个滑道	3	个承载滑座）

T = 防篡改选件
如不需要，请留空

CHK	=	可控高度轴承 *5

如不需要，请留空
NS	=	丁腈橡胶密封轴承

如不需要，请留空
DR	=	双列轴承

如不需要，请留空

部件号
AU...=	组装式承载滑座
K...=	成套部件
CP...=	仅承载滑座板
承载滑座长度“L”=	180mm
润滑选件
CS（密封盖）*	或	LB（润滑装置）
如不需要，请留空

标准承载滑座

订购详细信息

示例：位于垫片滑道上的中长承载滑座（带密封盖）

丁腈橡胶密封轴承选件	(NS)：提供比默认的金属防护罩类型更强的防水防尘密封性。但可能导致摩擦小幅增加。

可控高度轴承选件	(CHK)	可最大限度地减小轴承间重要“Q”尺寸的偏差。这在高精度应用场合中是可取的*5。

防篡改选件	(T)：可防止对轴承总成进行任何调整或拆卸。如果设备要由未经培训的人员进行维护，此选件是可取的。

密封盖选件	 (CS)：确保	 V	 形接触面获得最理想的润滑，并防止碎屑侵入。操作安全性和系统外观也有所改进。润滑可极
大提高载荷能力和延长使用寿命。根据冲程、工作负荷和环境因素，不需要进一步的润滑。密封盖的固定螺钉可从承载滑
座顶部够到，便于用户轻松进行调节。

润滑装置选件	(LB)：通过略带弹性并浸满润滑油的毛毡垫将润滑油涂于	V	形接触面，以延长再次润滑的时间间隔。在需要
更大载荷能力和更长寿命、但摩擦与密封盖相比较低的情况下，润滑装置选件非常有用。

承载滑座选件的 
可订购情况

*短承载滑座上不可用。

AU4434 L180 (CS) (DR) (NS) (CHK) (T) + 滑道部件号

组装式
系统

54-57	页

计算
58-62	页

XYZ
+ABC
123

密封盖
36	页

润滑装置
38	页

防篡改
选件
8	页

滑道
（梁）

30-31	页

滑道
（平）

28-29	页

轴承
（标准）
32-33	页

滑道
（垫片）
24-25	页

19

L1

L2



承载滑座锁定装置

承载滑座锁定装置旨在为客户提供一种安全简便的方法将标准承载滑座锁定到位，以便在需要安全静止平台
时利于生产流程的进行。锁紧力分散作用于滑道彼此相对的	 V	 形面，并且与其他一些系统不同，即使施加了
很大的夹持力，也不会对轴承施加任何载荷或造成承载滑座弯曲。

承载滑座锁定装置用于手动锁紧静止的承载滑座，并且仅在	 AU25-25	 及以上尺寸的标准承载滑座中以出厂组
装式形式提供。该装置适用于全部	3	个精度等级的垫片滑道（如图所示）或平滑道。

标准承载
滑座

18-23 页

平
滑道

28-29 页

垫片
滑道

24-25 页

如需订购	-	将上述部件号添加到标准承载滑座参考即可。
示例：AU2525L180CS+BK2525

棘轮锁定杆
（可变位置）

由于锁定装置组件与滑道之间的间隙有限， 
所有带锁定装置的滑道必须提供沉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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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震器固定块

平
滑道

28-29 页

承载滑座
18-23 页

Hepco	SH	减震器是一种经济高效的方法，通过减小内部组件和固定件受到的应力和减轻滑道关键减速带的
磨损，可以显著延长	GV3	滑道系统的寿命。Hepco	减震器允许系统实现更高的运行速度、减少维护成本、
降低噪音水平以及提高控制系统发生故障时的安全性。预装配的减震器固定块可直接用来装配到垫片滑道，
提供可承受高减速力的牢固固定效果。这些减震器可与标准式、可拆卸式和小型承载滑座兼容。

较小尺寸的固定块（参阅下表）通过螺栓直接固定到滑道末端，较大尺寸的固定块通过螺栓固定到顶面。顶
面的安装位置通常位于如图所示的滑道末端，但也可以指定在任意位置。这对于多个承载滑座在同一滑道上
运行的情况可能有用。顶面安装固定块还可以用于平滑道。在这种情况下，滑道提供钻孔间隙以拧装螺钉，
而客户需要在设备的安装面提供螺纹固定孔。

有关减震器的详细资料，可以查阅 Hepco SH 减震器产品目录。减震器应连同软垫选件一起单独订购。

订购示例：NS35L1290P3	+	1	x	SHBS3520（1x	=	一端固定支架，2x	=	两端固定支架）

订购示例：NL120L1616P2	+	1	x	SHBL12036（1x	=	一端固定支架，2x	=	两端固定支架）

A

E

C

D

减震器
（采用螺纹式主体
以便可调节位置）

B

B

固定块

软垫
承载滑座

A 减震器
（采用螺纹式主体
以便可调节位置）E

C

F

C1
（平
滑
道）

G

D D1（平滑道）

固定块

软垫
承载滑座

垫片
滑道

24-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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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拆卸式承载滑座

示例：位于平滑道上的短承载滑座（带润滑装置）

Hepco	可拆卸式承载滑座可供搭配各种精度等级的所有尺寸和类型的双沿滑道。每个承载滑座附带	4	个标准轴承，并提供	3	
种实用长度，以满足客户对组件尺寸和偏载的要求。承载滑座板采用铝合金全机加工而成，并经过阳极氧化处理。方便的位
置处提供螺纹孔，以便可以连接组件。
可拆卸式承载滑座的关键特性是加入了双偏心轴承。通过使用活动扳手松开轴承螺柱的固定螺母并旋转偏心轮，可以将承载
滑座从滑道上取下（参见第	 8	 页上的示意图）。相比于标准和小型承载滑座必须沿滑道滑至末端取下或拆分后才能取下，这
是一个显著的优势。
客户可以指定以组装式单元（AU	 类型）形式购买承载滑座，组装式单元在出厂时已组装好并装配至滑道。对于希望自行组
装的客户，也可以指定以组件套装（K	类型）形式购买。
用户可以指定购买下列轴承和润滑装置类型或选件（另请参阅右下方的可订购情况表）。
对轴承类型为默认选择，包含两片单独的轴承和一个公共螺柱。这种类型提供一定程度的柔性、运行更平稳、易于调节，同
时提供更大的错位容许度。

        请参阅第	8	页的应用示例

* 注释：
1.	 此处给出的最大载荷能力以假设轴承与滑道的接触面使用润滑油为前提。实现这一点的最佳方法是使用润滑装置。强烈建议使用“计算”部

分介绍的方法确定载荷和使用寿命。轴承的静载荷和动载荷能力（C	和	Co）通常由制造商给出，并非实践中计算使用寿命的最佳基准。 
“轴承”页面提供了	C	和	Co	的数值以供比较参考。

2.	 某些尺寸将按照选择滑道等级时所依据的磨削加工余量发生变化。所有承载滑座均与所有等级的滑道兼容。
3.	 尺寸为	AU	28	18	R	的承载滑座在下侧包含一个凹槽，以便在与尺寸为	V	28	的平滑道搭配使用时留出固定螺钉间隙。表中的尺寸	V	已将

此凹槽计算在内。
4.	 基准点确定了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基准边。同心轴承始终安装在这一侧。
5.	 承载滑座提供	3	种标准长度，因此轴承中心“D”以及组件安装孔“G”的位置也将随之变化。Hepco	将应要求根据您的特殊长度要求制作承

载滑座。
6.	 可在第	32-33	页上的	B1	尺寸		±	0.010	毫米的范围内选择可控高度	(CHK)	轴承。标配一组最多	50	件，并可根据要求提供更大的组。客

户如果需要一定数目的承载滑座具有相同的CHK	轴承容差范围，应在订单中注明此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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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号
AU...= 组装式承载滑座
K...= 成套部件
CP...= 仅承载滑座板
承载滑座长度“L”= 180mm
R = 可拆卸式承载滑座

CHK = 可控高度轴承*6

如不需要，请留空
NS = 丁腈橡胶密封轴承

如不需要，请留空
DR = 双列轴承

如不需要，请留空
润滑选件：LB 表示润滑装置

如不需要，请留空

组装式承载滑座将根据滑道进行调节，以组成一套系统。
只需说明系统的数量和每个滑道的承载滑座数量：
示例： 2 x (3 x AU4434 L180 R LB NS + NM44 L3146 P2) （2 套系统，均为每个滑道 3 个承载滑座）

可拆卸式承载滑座

订购详细信息

AU4434 L180  R (LB) (DR) (NS) (CHK) + 滑道部件号

示例：位于垫片滑道上的中等长度承载滑座

承载滑座选件的可订购
情况

滑道
（梁）

30-31 页

滑道
（平）

28-29 页

滑道
（垫片）
24-25 页

计算
58-62 页

XYZ
+ABC

123

润滑装置
38 页

轴承
（标准）
32-33 页

对轴承类型为默认选择，包含两片单独的轴承和一个公共螺柱。这种类型提供一定程度的柔性、运行更平稳、易于调节，
同时提供更大的错位容许度。
双列式轴承类型 (DR) 包含单片带有双轴承滚道的轴承件。这种类型可提供更高的载荷能力（特别是径向载荷），并且不
易积留碎屑。
丁腈橡胶密封轴承选件 (NS)：提供比默认的金属防护罩类型更强的防水防尘密封性。但可能导致摩擦小幅增加。
可控高度轴承选件 (CHK) 可最大限度地减小轴承间重要“Q”尺寸的偏差。这在高精度应用场合中是可取的*6。
润滑装置选件 (LB)：通过略带弹性并浸满润滑油的毛毡垫将润滑油涂于 V 形接触面，以延长再次润滑的时间间隔。在需要
更大载荷能力和更长寿命同时希望摩擦较低的情况下，润滑装置选件非常有用。
润滑装置使用螺钉穿过承载滑座进行固定，因此当需要从滑道上卸下承载滑座时，这些润滑装置可以轻松取下。

L1

L2



小型承载滑座

* 注释：
1. 此处给出的最大载荷能力以假设轴承与滑道的接触面使用润滑油为前提。实现这一点的最佳方法是使用盖擦刮器或润滑装置。强烈建议使用“计算”部分介绍

的方法确定载荷和使用寿命。轴承的静载荷和动载荷能力（C 和 Co）通常由制造商给出，并非实践中计算使用寿命的最佳基准。“轴承”页面提供了 C 和 Co 
的数值以供比较参考。

2. 某些尺寸将按照选择滑道等级时所依据的磨削加工余量发生变化。所有承载滑座均与所有等级的滑道兼容。
3. 除了尺寸为 AU 76 580 和 AU 120 580 以外的所有承载滑座均在下侧包含一个凹槽，以便在与平滑道搭配使用时留出固定螺钉间隙。表中的尺寸 V 已将此凹

槽计算在内。
4. 基准点确定了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基准边。同心轴承始终安装在这一侧。
5. 承载滑座提供 3 种标准长度，因此轴承中心“D”以及组件安装孔“G”的数量和位置也将随之变化。Hepco 将应要求根据您的特殊长度要求制作承载滑座。
6. 承载滑座板的轴承中心已针对所有精度等级的滑道进行了优化。自己制造承载滑座的客户应当为所选的特定滑道等级计算轴承和润滑装置/盖擦刮器的安装中

心。请参阅“组装式系统”部分或各个组件的页面了解有关计算的详细信息。

示例：位于平滑道上的短承载滑座（带润滑装置）

Hepco 小型承载滑座可供搭配各种精度等级的所有尺寸和类型的双沿滑道。每个承载滑座附带 4 个单列轴承，以确保系统
整体高度达到最小化。小型承载滑座比对应尺寸的标准承载滑座载荷能力更低，但是能获得更低成本带来的好处。所有规格
尺寸都提供 3 种实用长度，以满足客户对组件尺寸和偏载的要求。承载滑座板采用铝合金全机加工而成，并经过阳极氧化处
理。方便的位置处提供螺纹孔，以便可以连接组件。

客户可以指定以组装式单元（AU 类型）形式购买承载滑座，组装式单元在出厂时已组装好并装配至滑道。对于希望自行组
装的客户，也可以指定以组件套装（K 类型）形式购买。

用户可以指定购买下列轴承和润滑装置类型或选件（另请参阅右下方的可订购情况表）。

丁腈橡胶密封轴承选件 (NS)：提供比默认的金属防护罩类型更强的防水防尘密封性。但可能导致摩擦小幅增加。

        请参阅第 10 页的应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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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防篡改选件
如不需要，请留空

NS = 丁腈橡胶密封轴承
如不需要，请留空

润滑选件
CW（盖擦刮器）* 或 LB（润滑装置）

如不需要，请留空

部件号
AU...= 组装式承载滑座
K...= 成套部件
CP...= 仅承载滑座板
承载滑座长度“L”= 180mm

组装式承载滑座将根据滑道进行调节，以组成一套系统。
只需说明系统的数量和每个滑道的承载滑座数量：
示例：  2 x (2 x AU35265 L200 CW + S35 L3146 P3)   （2 套系统，均为每个滑道 2 个承载滑座）

小型承载滑座

订购详细信息

AU44360 L180 (CW) (NS) (T) + 滑道部件号

示例：位于垫片滑道上的中等长度承载滑座（配备盖擦刮器）

防篡改选件 (T)：可防止对轴承总成进行任何调整或拆卸。如果设备要由未经培训的人员进行维护，此选件是可取的。

盖擦刮器选件 (CW)：确保 V 形接触面获得最理想的润滑，并防止碎屑侵入。操作安全性和系统外观也有所改进。润滑可
极大提高载荷能力和延长使用寿命。根据冲程、工作负荷和环境因素，不需要进一步的润滑。盖擦刮器的固定螺钉可从承
载滑座下侧够到。
润滑装置选件 (LB)：通过略带弹性并浸满润滑油的毛毡垫将润滑油涂于 V 形接触面，以延长再次润滑的时间间隔。在需要
更大载荷能力和更长寿命、但是摩擦与盖擦刮器相比较低的情况下，润滑装置选件非常有用。

承载滑座选件的可订
购情况

*短承载滑座上不可用。

计算
58-62 页

XYZ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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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擦刮器
37 页

润滑装置
38 页

防篡改
选件
8 页

滑道
（梁）

30-31 页

滑道
（平）

28-29 页

滑道
（垫片）
24-25 页

组装式
系统

54-57 页

轴承
（单列）
34-35 页

L1

L2



双沿垫片滑道

注释：
1. Hepco 可以提供不超过 L 最大尺寸的任意长度的滑道。但是，为了获得最佳的价格和发货速度，指定滑道长度时应遵循上表中给出的 C 和 D 尺寸。在所有情

况下，除非客户另外指定，否则将提供相等的 C 和 D 尺寸。对于装有齿条的滑道，各个齿相对于安装孔或滑道两端的位置会各有不同。Hepco 可以应用户要
求提供装有齿条、同时齿位经过调整的滑道。

2. 装有齿条的滑道的 C 和 D 尺寸小于普通版本的尺寸，以便为靠近其末端的齿条提供支撑。如果滑道的长度要求 C 和 D 的尺寸与此尺寸不同，可能需要以非
标准齿距钻制额外的孔。

3. 当需要的滑道超过最大长度时，可以从现有长度中选择适合的长度进行对接。
4. 表中给出了与每个滑道搭配使用的首选轴承。但是，也可以使用其他组合（请参阅“混合与搭配”页面）。
5. 未安装的滑道并不一定绝对平直。如果平直度非常重要，可使用螺栓紧贴配准器旋紧或者采用中央键槽来设定滑道的平直。如果使用 Hepco 定位销，应在滑

道每端与第一个孔的中间以及每对固定孔的中间各放置一个定位销，或按照应用场合认为有必要的方式放置。
6. NL120 的截面凹槽的容差要宽于其他截面中的键槽。仅当精确的平直度非常重要时，方可将一面作为配准面。
7. 低圆柱头螺钉 DIN 6912 并非普遍留有库存，因此为方便客户，Hepco 在提供这些螺钉时，针对每个螺纹尺寸提供一个单一长度（详情见表）。NL120 齿条

滑道组件（以及所有普通双沿垫片滑道）使用普遍库存的 DIN 912 圆柱头螺钉固定。

带沉孔的滑道 装配了齿条的滑道

Hepco 双沿垫片滑道可提供 11 个尺寸和 3 种精度等级，以充分满足几乎所有线性运动应用场合的要求。这些滑道的 V 形边
缘已经过区域硬化处理，其表面具有极强的耐磨性。P1 和 P2 精度等级对 V 形跑合面进行了精磨加工，使其达到高精度和平
行度；另外 P1 等级还对安装面做了研磨处理。P3 等级虽然未经过研磨处理，但也能为许多应用场合提供足够的精度。请参
阅系统选择表了解比较数据。
除如下所示的固定孔方案外，还可根据需要提供无孔滑道。滑道的固定孔定位精确，便于客户预钻安装孔。所有 Hepco 滑道
的中心部分均未进行硬化处理，以便必要时进行后续加工。
垫片滑道的整体式结构直接通过螺栓固定在设备的安装面，为轴承和润滑装置提供必需的运转间隙。滑道提供一个中央键
槽，以便通过 Hepco 定位销或客户的自制键轻松进行定位。对于不使用密封盖或润滑装置的情况，可使用滑道垫片部分的精
密基准边紧贴机械加工的配准器进行定位*5。

带螺纹孔的滑道

24



25

 NS35 L1290 P1 (R) (T) (C15) (D15)

双沿垫片滑道

订购详细信息

部件号
滑道长度“L”= 1,290 mm
精度等级：可选择 P1、P2 和 P3
R - 滑道上安装齿条（NMS12 上不提供）
如不需要，请留空

“C”和“D”尺寸的定制值
如果为标准，请留空*1,2

  固定孔样式：T - 螺纹固定孔；N - 无孔；留空表示 
为沉孔（仅特别订购的齿条选件可提供 T 和 N 选项）

与 Hepco 法兰夹具配合使用时，垫片滑道的高刚度使其可以作为设备的自承式组件或构件。滑道弯曲问题在“计算”部分予
以介绍。
所有双沿垫片滑道（最小尺寸的除外）均可提供通过定位销安装在顶面上的齿条。当通过螺栓紧固到安装面时，齿条将成
为一个具有充分操作性的组件，为线性运动提供便捷的驱动方式。齿条上的齿牙经过高精度机械加工，并符合 ISO 1328 8 
级标准。单个滑道上安装的齿条可能长短不一、精度相异。GV3 系列中包含与这些齿条相配的小齿轮，构成方式如齿条传
动承载滑座，可以直接安装在滑道上，并可以指定选配 AC 电机来提供完整的传动方案。
请注意，安装了齿条选件的双沿垫片滑道与使用单列轴承的承载滑座不兼容，因为缺少安装齿条的间隙。

请参阅第 9、10、11、12、13、14 和 15 页的应用示例

可提供的滑道等级

混合与
搭配
选件
54 页

法兰
夹具
39 页

小齿轮
45 页

示例：
1 x NM60 L480 P2 R       双沿垫片滑道，长度 480 mm，精度等级 2 级，并装配齿条。
7 x SDP10                 直径 10 mm 的定位销（选配）。
6 x FS630       低圆柱头内六角螺钉 M6，螺纹长度 30 mm（选配）。

驱动
承载滑座
46-49 页

系统
选择表
17 页

计算
58-65 页

XYZ
+ABC

123

组装式
系统

54-55 页

轴承
32-35 页

承载滑座
18-23 页

润滑
装置

36-38 页



单沿垫片滑道

Hepco 单沿垫片滑道有 5 种尺寸和 3 种精度等级可供选择。这些滑道的 V 形边缘已经过区域硬化处理，其表面具有极强的
耐磨性。P1 和 P2 精度等级对 V 形跑合面和基准边进行了精磨加工，使其达到高精度和平行度；另外 P1 等级还对顶面和底
面做了研磨处理。P3 等级虽然未经过研磨处理，但也能为许多应用场合提供足够的精度（请参阅“系统选择表”部分了解比较
数据）。
除如下所示的固定孔方案外，还可根据需要提供无孔滑道。滑道的固定孔定位精确，便于客户预钻安装孔*5。所有 Hepco 滑
道的中心部分均未进行硬化处理，以便必要时进行后续加工。
垫片滑道的整体式结构直接通过螺栓固定在设备的安装面，为轴承和润滑装置提供必需的运转间隙。滑道提供一个中央键
槽，以便通过 Hepco 定位销或客户的自制键轻松进行定位。对于不使用密封盖或润滑装置的情况，可使用滑道垫片部分的精
密基准边紧贴机械加工的配准器进行定位*4。

注释：
1. Hepco 可以提供不超过 L 最大尺寸的任意长度的滑道。但是，为了获得最佳的价格和发货速度，指定滑道长度时应遵循上表中给出的 C 和 D 尺寸。在所有情

况下，除非客户另外指定，否则将提供相等的 C 和 D 尺寸。对于带有齿条形制的滑道，各个齿牙相对于安装孔或滑道两端的位置会各有不同。Hepco 可以应
用户要求提供带有齿条形制、同时齿位经过调整的滑道。

2. 当需要的滑道超过最大长度时，可以从现有长度中选择适合的长度进行对接。对于某些尺寸的齿条形制滑道，最大长度并不总是有现货。这种情况下，将为
客户提供适合的长度以进行对接。

3. 表中给出了与每个滑道搭配使用的首选轴承。但是，也可以使用其他组合（请参阅“混合与搭配”页面）。
4. 未安装的滑道并不一定绝对平直。如果平直度非常重要，可使用螺栓紧贴配准器旋紧来设定滑道的平直。如果使用 Hepco 定位销，应在滑道每端与第一个孔

的中间以及每对固定孔的中间各放置一个定位销，或按照应用场合认为有必要的方式放置。
5. 对于 NVE 规格的滑道，齿条形制等级的沉孔直径“N”已经过调整，以适合内六角圆柱头螺钉 DIN912，其平头的直径要略小于滚花头的直径。这是为了最大

限度地增大沉孔与齿条齿根之间的强度。如果需要，Hepco 可提供适合的螺钉：部件号 PFS415（M4 x 15 长）。建议客户不要为这些螺钉预钻固定孔，除
非有方法精确控制孔的位置。

6. 此处给出的最大齿条传动力是充分润滑的齿条搭配适合的 Hepco 小齿轮可以保持的持续驱动力。

带沉孔的滑道 齿条形制的滑道带螺纹孔的滑道

26



27

单沿垫片滑道

单沿形制允许两个滑道 V 形在安装时彼此远离，从而使弯矩载荷能力、刚度和稳定性显著提高。无论使用滚珠螺杆、气
缸，还是其他类型的致动器，两个滑道之间都可以留出足够空间来居中放置驱动装置。
单沿垫片滑道的背面可装备齿条形制选件，提供便利的传动方式。齿条的齿牙经过高精度机械加工，并符合 ISO 1328 8 
级标准。齿条的齿面宽度很大，这使其成为需要高传动力的应用场合的最佳选择（参阅传动计算部分）。客户还可以选购
与齿条配合使用的小齿轮。轴型小齿轮可直接联结到 Hepco 齿轮传动电机或齿轮箱，电机或齿轮箱随后可使用传动法兰
安装到客户自备的承载滑座板。
虽然未经过硬化处理，但滑道背面的耐用程度足以充当 Hepco 轨道滚轮的轨道。

示例：
1 x N S E L2066 P3 N	                              单沿垫片滑道，精度等级 3 级，长度 2066 mm，无孔。
24 x SDP6           直径 6 mm 的定位销（选配）。

订购详细信息

部件号
滑道长度“L”= 930 mm
精度等级：可选择 P1、P2 和 P3
R - 齿条形制的滑道（如不需要，请留空）

C 和 D 尺寸的定制值
如果为标准，请留空*1

固定孔样式：T - 螺纹固定孔
N - 无孔，如为沉孔此处留空

请参阅第 13、14 和 16 页的应用示例

电机、齿轮
箱和法兰
48-49 页

可提供的滑道等级

轨道
滚轮

41-43 页

系统
选择表
17 页

计算
58-62 页

XYZ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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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齿轮
45 页

混合与
搭配
选件
54 页

组装式
系统

54-57 页

NME L930 P1 (R) (T) (C15) (D15)

轴承
32-35 页

润滑
装置

36-38 页



双沿平滑道

*注释：
1. Hepco 可以提供不超过 L 最大尺寸的任意长度的滑道。但是，为了获得最佳的价格和发货速度，指定滑道长度时应遵循上表中给出的 C 和 D 尺寸。在所有情

况下，除非客户另外指定，否则将提供相等的 C 和 D 尺寸。
2. 当需要的滑道超过最大长度时，可以从现有长度中选择适合的长度进行对接。
3. 表中给出了与每个滑道搭配使用的首选轴承。但是，也可以使用其他组合（请参阅“混合与搭配”页面）。
4. 未安装的滑道并不一定绝对平直。如果平直度非常重要，应使用螺栓旋紧至配准器，将滑道设定平直。
5. 平滑道的沉孔设计适合使用内六角圆柱头螺钉 DIN 6912。这些螺钉并非普遍留有库存，因此为方便客户，Hepco 在提供这些螺钉时，针对每个螺纹尺寸提供

一个单一长度（详情见表）。

对应于双沿垫片滑道，Hepco 提供 11 种规格尺寸的双沿平滑道。单沿平滑道也有 5 种补充截面可供选择。所有平滑道均有 3 
个精度等级，并且 V 形边缘已经过区域硬化处理，其表面具有极强的耐磨性。P1 和 P2 精度等级对 V 形面及相对面进行了精
磨加工，使其达到高精度和平行度；另外 P1 等级还对安装面进行了研磨处理*4。P3 等级虽然未经过研磨处理，但也能为许
多应用场合提供足够的精度（请参阅“系统选择表”部分了解比较数据）。
平滑道标配平固定孔，也可以选配沉孔以适合低圆柱头螺钉。如果需要，未经研磨处理的 P3 等级滑道可提供无孔版本。如
果双沿平滑道要搭配皮带传动承载滑座，则有必要选择沉孔方案，以便皮带的运行路径不受干扰。另外，当滑道与承载滑座
板之间的空间不足以容纳常规螺钉头时（在“混合与匹配”情况下或者客户使用自己的平承载滑座板搭配单列轴承的情况下可
能发生此问题），也有必要使用沉孔。

带标准孔的滑道 带沉孔的滑道

可提供的滑道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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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 x LE 2156 P3 C             单沿平滑道，长度 2156 mm，精度级别 3 级，未经研磨并带有沉孔。
24 x FS820       低圆柱头内六角螺钉 M8，螺纹长度 20 mm（选配）。

C 和 D 尺寸的定制值（单位 mm）
如果为标准，请留空*1

固定孔方案包括：
 C - 沉孔（MS12 和 MSE 上不提供）

N - 无孔（仅适用于 P3 等级），如为平孔此处留空

单沿平滑道

滑道的固定孔定位精确，便于客户预钻安装孔。所有 Hepco 平滑道除 V 形区域以外的部分均未进行硬化处理，以便必要
时进行后续加工。
在需要减轻重量或希望惯性最小化的情况下，以平滑道作为移动组件会很有用。另外，当在设备上设计一体式支撑型材来
为轴承和润滑装置提供运行间隙的做法切实可行时，也适合使用平滑道。
单沿形制允许两个滑道 V 形在安装时彼此远离，从而使弯矩载荷能力、刚度和稳定性显著提高。无论使用滚珠螺杆、气
缸，还是其他类型的致动器，两个滑道之间都可以留出足够空间来居中放置驱动装置。
单沿平滑道可以通过螺纹六角钢连接到常见的方形和矩形管材，以构造与线性导轨配套使用的低成本、高强度结构（参阅
第 8 页）。

订购详细信息

部件号
滑道长度“L”= 930 mm
精度等级：可选择 P1、P2 和 P3

请参阅第 8、9、11、13 和 14 页的应用示例

带标准孔的滑道 带沉孔的滑道

可提供的滑道等级 双沿垫片
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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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0 L930 P1 (C) (C15) (D15)

系统
选择表
17 页

混合与
搭配
选件
54 页

组装式
系统

54-57 页

承载滑座
18-23 页

轴承
32-35 页

润滑
装置

36-38 页



滑道梁

Hepco 滑道梁由一个平滑道安装到一根经过阳极氧化的铝挤压型材组成，以提供刚性的自承式梁体，该梁体可构成机械结
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参阅滑道弯曲计算）。滑道梁有两种基本尺寸，每种尺寸可提供不同的滑道宽度，以满足客户对于空
间和弯矩载荷的要求。较小尺寸的梁为轻型版本，这样可减小滑道梁在动态应用中的惯性。所有滑道梁单根长度最长可达 8 
米*1,3，并兼容所有 Hepco 轴承、承载滑座及润滑装置。客户可根据对成本、精度和性能的要求，任意指定三个可选精度等
级之一（参阅系统选择表）。
考虑以皮带、钢带、绳缆或链条传动的客户，将得益于大块中空区域，可利用其安排回程线路。如果需要以同步皮带传动，
请考虑使用专为此类应用设计的 Hepco 皮带驱动承载滑座。如果是这样，需要为滑道指定沉孔螺钉固定方案，以便为皮带提

注释：
1. 对于长度超过 4020 mm（P3 等级时为 6000 mm）的滑道梁，将提供 2 个或更多长度适宜的滑道，每个滑道都经过安装并以暗销连接，以形成精密接合部。

在邻近每个接合部的位置，通常会提供额外的固定螺钉。所提供的滑道梁可以应要求将短滑道固定在任意位置。
2. 为了获得最佳的价格和发货速度，指定滑道梁的长度时应遵循上表中给出的 C 和 D 尺寸。在所有情况下，除非客户另外指定，否则将提供相等的 C 和 D 尺

寸。
3. 如果需要的长度超过 8 米，可提供适合长度的滑道梁进行接合。有关详细信息，请与 Hepco 联系。
4. 表中给出了与每个滑道梁搭配使用的可选承载滑座。但是，也可以使用客户自制的包含其他尺寸轴承的承载滑座（请参阅可能的“混合与搭配”方案的详细信

息）。
5. 对于轻型梁和需要更加牢固固定的情况，建议使用重型 T 形螺母。T 形螺母节段还可以提供最长达 3000 mm 的未钻孔长度。请指明部件号 TN8S 后接所需

长度（单位 mm）。
6. T 形槽盖由黑色 UPVC 制成，长度最长可达 8000 mm。请指明部件号 TC8 后接所需长度（单位 mm）。

重型 T 形螺母*5

TN8M6（选配）

M6
19

15

8

M6 螺钉（不提供）
快装 T 形螺母 
RTN8M6（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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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道梁

订购详细信息

部件号
梁长度“L”= 1,346 mm
精度等级：可选择 P1、P2 和 P3
L - 轻型梁选件
（如不需要，请留空）

C 和 D 尺寸的定制值
 （单位 mm）- 如果为标准，请留空*2

X - 端盖选件（如不需要，请留空）
C - 沉孔螺钉固定方案

（如不需要，请留空）

辅助项：
请参阅图示了解 T 形螺母*5、T 形槽盖*6 和固定夹具的部件号。

供平整的跑合面。当滑道与承载滑座板之间的空间不足以容纳螺钉头时（在“混合与匹配”情况下或者客户使用自己的平承
载滑座板搭配单列轴承的情况下可能发生此问题），也需要指定沉孔螺钉固定方案。
对于需要皮带传动系统连同回程鼓单元的客户，Hepco 建议使用标准系列的传动线性系统，其详细信息可在 Hepco DLS 
综合产品目录中找到。DLS 产品目录中还包括兼容的电机、齿轮箱及开关设备，所有这些设备均可能适合客户利用 Hepco 
滑道梁自行设计系统。

请参阅第 12 页的应用示例

承载滑座
18-23 页

皮带传动
承载滑座
46-47 页

滑道
（平）

28-29 页

混合与
搭配
选件
54 页

系统
选择表
17 页

计算
63 页

XYZ
+ABC

123

SBS35 L1346 P1 (L) (C) (X) (C33) (D53)

轴承
（标准）
32-33 页

轴承
（单列）
34-35 页

润滑
装置

36-38 页



标准轴承

注释：
1. 建议将与轴承安装螺柱相配的螺孔扩孔至 F6 公差，以便于滑动配合。
2. 除 13 号轴承以外，所有偏心式通孔固定型轴承螺柱均提供如图所示的内六角调节孔。
3. 通孔固定型轴承的螺母有两种版本，同心版本以化学方式涂黑，偏心版本经过亮镀锌处理，以便于识别。
4. “R”尺寸既是调节螺母的偏心偏移距，又是调节螺母 360 度旋转在轴承中心线处能够进行的总调节量。
5. 双偏心轴承需要不同的安装孔中心（请参阅第 20 页的尺寸 H1）。
6. 盲孔偏心轴承不能安装密封盖，但是可以使用润滑装置代替。
7. 可在 B1 尺寸  ± 0.010 毫米的范围内选择可控高度 (CHK) 轴承。标配一组最多 50 件，并可根据要求提供更大的组。
8. 此处给出的静态和动态载荷能力基于行业标准计算。这些数据并不精确反映系统性能，仅供与其他系统进行比较之用。请使用最大工作载荷数据和第 58-61 页

上的载荷/寿命计算来确定系统性能。
9. 此处列出的是每个轴承的首选滑道。也可以使用“混合和搭配”表中列出的其他滑道。

通孔固定型 (SJ/LJ)
偏心 (E & DE) 同心 (C)

短螺柱
(SJ)

长螺柱
(LJ)

活动扳手
（有关部件号和拧紧
扭矩的信息，请参阅
第 67 页）

套筒工具
（有关部件号
和拧紧扭矩的
信息，请参阅
第 67 页）

所有 Hepco 标准轴承均与所有精度等级的滑道兼容，并且虽然某些设计用于特定尺寸的滑道，但在很多情况下也可以进行 
“混合和搭配”。以下轴承类型和固定方式可供满足大多数设计要求：

对轴承类型  为默认选择，包含在单个螺柱上的两片单独的深沟球轴承。这种结构提供一定程度的柔性，并可使运行更
平稳、易于调节，同时提供更大的错位容许度。

双列式轴承类型 (DR)  包含单片带有双轴承滚道的轴承件。这种类型可提供更高的载荷能力（特别是径向载荷），并且
不易积留碎屑。
两种类型的轴承均专为滑道系统应用设计，并且性能经过严格测试的证实。二者的外部尺寸相同。
两种轴承类型均可选择丁腈橡胶密封选件 (NS)，以提供比默认的金属防护罩类型更强的防水防尘密封性。但可能导致摩擦小
幅增加。
通孔固定类型有两种螺柱长度可供选择，涵盖承载滑座或安装板的大多数厚度，短螺柱版本兼容 Hepco 承载滑座板。两种版
本均可选择固定式的同心类型 (C)、可调式的偏心类型 (E) 以及具有足够调整空间以使承载滑座可从滑道上取下的双偏心类型 
(DE)*5（参阅第 8 页上的应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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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轴承均可选择可控高度版本 (CHK)，该版本可最大限度减小 B1 尺寸的偏差*7。这种版本在高精度应用场合中是可取
的。
盲孔固定类型 (BH) 允许将组件安装到无法使用通孔安装孔的实心机器底座位置，或安装板过厚的位置（参阅第 16 页的应
用图示）。另外，当首选从正面进行调节时，或者与安装孔相对的一侧难以够到时，盲孔固定类型也很有用。它们均可选
择固定式的同心类型 (C) 或者可调式的偏心类型 (E) *6。
所有轴承为一次性内部润滑。强烈建议客户在轴承与滑道之间提供润滑，为此可以选择 Hepco 密封盖安装在轴承上方，
或使用 Hepco 润滑装置。润滑可大幅增加载荷能力和寿命。

标准轴承

盲孔固定型 (BHJ)
偏心 (E)

“X”- 2 个圆柱头螺钉 
DIN 912（随附）

同心 (C)

订购详细信息

固定类型。选择：
SJ =短螺柱、LJ = 长螺柱
以及 BHJ = 盲孔固定
部件号（~ 轴承直径，单位 mm）
C = 同心（固定式）、E = 偏心（可调式）
或者 DE = 双偏心（便于脱离）

可控高度*7

如不需要，请留空
丁腈橡胶密封轴承

如需要金属防护罩，请留空
双列轴承

如需要对轴承，请留空

        请参阅第 8-16 页的应用示例

承载滑座
18-23 页

要计算所有类型的滑道的钻
孔中心，请参阅相关滑道页
面上的理论 V 形的顶点尺

寸 B 或 H。*5

密封盖
36 页

润滑装置
38 页

LJ 25 C  (DR) (NS) (CHK)

滑道
24-31 页

混合与
搭配
选件
54 页

系统
选择表
17 页

计算
58-62 页

XYZ
+ABC

123

组装式
系统

54-57 页



单列轴承

Hepco 单列轴承因为采用了单轴承滚道设计，因此外形非常小巧紧凑。滚珠与滚道紧密配合的组合保持了良好的刚度，同时
低径向游隙使轴承成本降低，从而使单列轴承成为许多滑道系统应用的理想选择。这些轴承的性能已经过严格测试的证实。
单列轴承与所有精度等级的滑道兼容，并且虽然某些设计用于特定尺寸的滑道，但在很多情况下也可以进行“混合和搭配”。
以下选件和固定方式可供满足大多数设计要求：
丁腈橡胶密封轴承选件 (NS)：提供比默认的金属防护罩类型更强的防水防尘密封性（虽然可能导致摩擦小幅增加）。
通孔固定类型有两种螺柱长度可供选择，涵盖承载滑座或安装板的大多数厚度，短螺柱版本兼容 Hepco 小型承载滑座板。两
种版本均可采用固定式的同心类型 (C) 或者可调式的偏心类型 (E)。

注释：
1. 建议将与轴承安装螺柱相配的螺孔扩孔至 F6 公差，以便于滑动配合。
2. 通孔固定型轴承的螺母有两种版本，同心版本以化学方式涂黑，偏心版本经过亮镀锌处理，以便于识别。
3. “R”尺寸既是调节螺母的偏心偏移距，又是调节螺母 360 度旋转在轴承中心线处能够进行的总调节量。
4. 盲孔偏心轴承不能安装盖擦刮器，但是可以使用润滑装置代替。
5. 此处给出的静态和动态载荷能力基于行业标准计算。这些数据并不精确反映系统性能，仅供与其他系统进行比较之用。请使用最大工作载荷数据和第 58-61 

页上的载荷/寿命计算来确定系统性能。
6. 此处列出的是每个轴承的首选滑道。也可以使用“混合和搭配”表中列出的其他滑道。

通孔固定型 (GSJ/GLJ)
偏心 (E) 同心 (C)

短螺柱
(GSJ)

长螺柱
(GLJ)

活动扳手
（有关部件号和拧紧
扭矩的信息，请参阅

第 67 页）

套筒工具
（有关部件号和拧紧
扭矩的信息，请参阅

第 67 页）

34



35

单列轴承

盲孔固定类型 (GBH) 允许将组件安装到无法使用通孔安装孔的实心机器底座位置，或安装板过厚的位置（参阅第 16 页上
的应用示意图）。另外，当首选从正面进行调节时，或者与安装孔相对的一侧难以够到时，盲孔固定类型也很有用。它们
均可选择固定式的同心类型 (C) 或者可调式的偏心类型 (E) *4。
所有轴承为一次性内部润滑。强烈建议客户在轴承与滑道之间提供润滑，为此可以选择 Hepco 盖擦刮器安装在轴承上
方，或使用 Hepco 小型润滑装置。润滑可大幅增加载荷能力和寿命。

盲孔固定型 (GBHJ)
偏心 (E)

“X”- 2 个圆柱头螺钉 
DIN 912（随附）

同心 (C)

订购详细信息

固定类型。选择：
GSJ = 短螺柱、GLJ = 长螺距
以及 GBHJ = 盲孔固定
部件号（~ 10x 轴承直径，单位 mm）

丁腈橡胶密封轴承
如需要金属防护罩，请留空

C = 同心（固定式）、E = 偏心（可调式）

润滑装置
38 页

小型承载
滑座

22-23 页

请参阅第 8-10 页和第 13、16 页的应用示例

要计算所有类型的滑道的钻孔中
心，请参阅相关滑道页面上的理

论 V 形顶点尺寸 B 或 H。

盖擦刮器
37 页

GLJ 265 C  (NS)

混合与
搭配
选件
54 页

系统
选择表
17 页

计算
58-62 页

XYZ
+ABC

123

组装式
系统

54-57 页

滑道
24-31 页



密封盖

注释：
1. 每个密封盖附带 2 个用于塑料的自攻丝螺钉。这些螺钉为 PT 螺纹形平头十字口。
2. 提供 2 个平头十字口机用螺钉 (~DIN84A) 和 2 个平垫圈 (DIN125A)。
3. 润滑间隔取决于行程的长度、工作负荷和环境因素。如有必要，使用 2 号稠度锂皂基润滑脂补充
 润滑剂。如果需要，可从 Hepco 订购润滑脂用外螺纹管接头（部件号 CSCHF4034）或整套润滑脂枪。
4. 与所有其他尺寸不同，CS18 的固定螺钉位置不在标称轴承位置的中线上。请在自行设计承载滑座板时确保考虑到这一点。

灵活的塑料密封盖安装在各个标准轴承上方，提供有效的密封性和保护，并将碎屑清扫出滑道面。V 形表面通过浸满润滑
油的毛毡擦刮器进行润滑。
内腔通过润滑点注入润滑脂，以进一步增强润滑效果和重新为毛毡擦刮器充油，因为设备运转时油脂会部分液化。多数系
统在机械使用寿命内不需要进一步润滑*3。密封附件可以增大载荷能力、延长使用寿命和增强线性速度能力，并提高操作
人员的安全性。
密封盖不可用于 12 号轴承。

        请参阅第 9、10、12、13 和 14 页的应用示例

订购示例

注明数量和部件号    4 x CS 34

组装式
系统

54-57 页

计算
58-62 页

XYZ
+ABC

123

轴承
（标准）
32-33 页

混合与
搭配
选件
54 页

滑道
24-31 页

系统
选择表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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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擦刮器

硬质塑料盖擦刮器安装在各个单列轴承上方，提供有效的保护，并将碎屑清扫出滑道面。V 形表面通过浸满润滑油的毛毡
擦刮器进行润滑。
内腔通过润滑点注入润滑脂，以进一步增强润滑效果和重新为毛毡擦刮器充油，因为设备运转时油脂会部分液化。多数系
统在机械使用寿命内不需要进一步润滑*3。盖擦刮器附件可以增大载荷能力、延长使用寿命和增强线性速度能力，并提高
操作人员的安全性。
盖擦刮器可使用如下所示的方法之一进行安装。如果使用通孔方法，请确保对安装孔进行开槽以便于调节。

 请参阅第 8 和 10 页的应用示例

注释：
1. 每个盖擦刮器附带 2 个平头十字口螺钉 (DIN 7985A) 和垫圈 (DIN 433)。
2. 盖擦刮器可使用下侧的盲孔“K”进行固定。这些可以为攻丝螺纹形“M”以使用机用螺钉，或将使用自攻丝螺钉。
3. 润滑间隔取决于行程的长度、工作负荷和环境因素。如有必要，使用 2 号稠度锂皂基润滑脂补充润滑剂。如果需要，可从 Hepco 订购润滑脂用外螺纹管

接头（部件号 CSCHF4034）或整套润滑脂枪。

订购示例

注明数量和部件号            4 x CW 360

滑道
24-31 页

混合与
搭配
选件
54 页

系统
选择表
17 页

组装式
系统

54-57 页

计算
58-62 页

XYZ
+ABC

123

轴承
（单列）
34-35 页



润滑装置

通常，滑道每侧的轴承对之间会各装一个塑料润滑装置。但是，也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在任意位置安装任意数量的润滑装
置。润滑装置以装有弹簧并浸满润滑油的毛毡擦刮器为储油器，为滑道工作表面提供可靠润滑。
系统载荷能力和使用寿命将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保持无润滑运行的低摩擦特点。润滑装置既可以作为任意 Hepco GV3 承
载滑座组装件的一部分购买，也可以单独用于客户自己的设计中。
一个尺寸的润滑装置将与单个尺寸的轴承配合使用，但有时可以适应多个尺寸的滑道（参阅表格）。润滑装置可同时适用
于标准轴承和单列轴承（设计稍有不同）。两种类型均附带合适的紧固件，并且可采用盲孔或通孔固定方式进行安装。

 请参阅第 8、11、13 和 15 页的应用示例

注释：
1. 每个法兰型和小型润滑装置附带 2 个 R 号平头十字口机用螺钉 (DIN7985A  ~ISO7045)。
2. 每个紧凑型润滑装置附带 2 个用于塑料的自攻丝螺钉（Q 号）。这些螺钉为 PT 螺纹形平头十字口。
3. 润滑间隔取决于行程的长度、工作负荷和环境因素。如有必要，使用 68 粘度的 EP 矿物油补充润滑剂。
4. 要计算所有类型的滑道的钻孔中心，请参阅相关滑道页面上的理论 V 形顶点尺寸 B 或 H。

订购详细信息

紧凑型 (...C) 法兰型 (...F)

单列轴承的润滑装置

标准轴承的润滑装置

组装式
系统

54-57 页

计算
58-62 页

XYZ
+ABC

123

滑道
24-31 页

混合与
搭配
选件
54 页

系统
选择表
17 页

轴承
（标准）
32-33 页

轴承
（单列）
34-35 页

LB360 F
部件号
润滑装置类型：
F = 法兰型，C = 紧凑型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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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夹具

法兰夹具使滑道系统可以充当机械设备的自承式构件。这些夹具由铝合金制成,并经过阳极氧化以使表面美观和耐腐蚀。它
们可用于 S 系列及更大尺寸规格的所有双沿垫片滑道。使用短法兰夹具（SFC 类型），可以将滑道支撑在两个相对面之
间。使用长法兰夹具（LFC 类型），仅从一端即可支撑短长度滑道。对于希望将滑道系统与安装面相分离的客户，可以使
用机械加工的底座安装机构。利用“计算”部分提供的数据，可以确定滑道的弯曲情况。

装配
装配过程中应格外小心，确保将法兰夹具置于滑道两端的突出部*1。在完全紧固夹紧螺钉“M”之前，应当放好并稍微紧固法
兰固定螺钉。建议渐进式地紧固每个螺钉“M”。然后可以完全紧固法兰固定螺钉。

注释：
1. 要将滑道安装在相对面之间，订购的滑道应比所需跨度短 2mm。
2. 图中显示了处于夹紧状态时距离滑道 V 形中心线的尺寸。给出的数字对于精度等级 P2 和 P3 有效。
 对于等级为 P1 的滑道，尺寸 D 和 E 将减小 0.2mm，尺寸 B 和 H 将减小 0.4 mm。
 键槽配准器可确保滑道位于中心位置。
3. 法兰夹具同时可供搭配 NM76 和 NL76 滑道。对于兼容 NM76 的法兰夹具，请按照表格注明 S/L FC M76。
4. 对于需要螺纹孔方案“Q”的客户，将为其重新加工标准的钻孔法兰夹具。

长法兰夹具 (LFC)短法兰夹具 (SFC)

订购详细信息

夹具长度
“S”= 短类型（滑道每端各用一个）
“L”= 长类型（用于悬臂式滑道的安装）

Q 表示需要使用螺纹孔方案。
如需要通孔固定方案，请将此处留空。

部件号（60 = 标称滑道宽度，单位 mm*3）

垫片滑道
24-25 页

 请参阅第 10 和 14 页的应用示例

计算
63 页

XYZ
+ABC

123

S FC60 (Q)



平轨道

Hepco GV3 平轨道由高质量碳钢制成，四面全部经过硬化处理，以提供极其耐用的跑合面。它们设计用于搭配 Hepco 轨
道滚轮系列产品。平轨道经常与 Hepco V 形滑道一起用于那些不需要精确地将滑道设定为平行的大型系统中。平轨道有 4 
种尺寸规格可以选择，并提供多种质量等级。P3 等级对各个面进行了商业级抛光处理，同时精度足以适合许多应用，而
其他级别则根据应用的要求，对不同面进行了精磨加工。
将平轨道固定到安装表面的标准方法是通过下图所示位置的沉孔式固定孔。另外也可应客户要求提供其他类型的固定孔。
未安装的轨道并不一定绝对平直，但是可以在安装过程中将其设定为需要的平直度。建议从平滑道以“定点穿过”的方式确
定安装面上固定孔的位置。

订购详细信息

部件号
轨道长度 “L”= 1830 mm
精度等级：可选择 P1、P2A、P2B 和 P3

“C”和“D”尺寸的定制值
如果为标准，请留空（参阅表格）

注释：
1. Hepco 可以提供不超过最大长度的任意长度的平轨道。但是，为了获得最佳的价格和发货速度，指定轨道长度时应当
 遵循上表中给出的 C 和 D 尺寸。在所有情况下，除非客户另外指定，否则将提供相等的 C 和 D 尺寸。
2. 当需要的轨道超过最大长度时，可以应要求在 P1、P2A 和 P2B 等级的轨道中匹配两个或更多适合的长度进行对接。在
 这类情况下，接合端将磨制为正方形。 

 请参阅第 16 页的应用示例

组装式
系统

56-57 页

轨道
滚轮

41-43 页

滑道
24-29 页

FT4020 L1830 P2A C15 D1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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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轨道滚轮

注释：
1. 建议将与轨道滚轮安装螺柱相配的螺孔扩孔至 F6 公差，以便于滑动配合。
2. 同心版本的螺母经过化学方式涂黑，偏心版本的螺母为亮镀锌色，以便于识别。
3. 所有偏心式窄轨道滚轮的固定螺柱均提供如图所示的内六角调节孔。
4. 此处给出的静态和动态载荷能力基于行业标准计算。这些数据并不精确反映系统性能，仅供与其他系统进行比较之用。请使用最大工作载荷数据和第 60 页

上的载荷/寿命计算来确定系统性能。
5. 每种尺寸的窄轨道滚轮均设计用于特定尺寸的平轨道，如表中所示。但是，根据设计的实际情况，可将任何轨道滚轮与任何尺寸的平轨道、单沿滑道或

其他跑合面搭配使用。

偏心 (E) 同心 (C)

Hepco 的窄轨道滚轮系列是对 GV3 方案中其他轴承系列的补充。这些滚轮可安装在同心式和偏心式两种通孔固定型螺柱
上，但不提供盲孔版本。
窄轨道滚轮可与 Hepco 平轨道、单沿垫片滑道以及几乎所有类型的跑合面搭配使用。每个滚轮使用高载荷单列深沟球轴
承，并具有结实坚硬的外环和隆起的外部轮廓。这种设计使滚轮尤其适合作为单沿垫片滑道背面上的保持滚轮，而较低的
成本则使其适用于任何不需要宽轨道滚轮高载荷能力的应用场合。
所有轨道滚轮均可配备丁腈橡胶密封选件，该选件能提供比默认的金属防护罩类型更强的防水防尘密封性。但可能导致摩
擦小幅增加。

订购详细信息

部件号
LRN 表示窄轨道滚轮
25 表示滚轮直径（单位 mm）

丁腈橡胶密封轴承
如需要金属防护罩，请留空

C = 同心（固定式）或 E = 偏心（可调式）

活动扳手
（有关部件号和拧紧
扭矩的信息，请参阅

第 67 页）

套筒工具
（有关部件号和拧紧
扭矩的信息，请参阅

第 67 页）

 请参阅第 16 页的应用示例

平轨道
40 页

*2

宽轨道
滚轮

42-43 页

计算
60-62 页

XYZ
+ABC

123

LRN25 C (NS)

组装式
系统

56-57 页

单沿
垫片滑道
26-27 页



宽轨道滚轮

注释：
1. 建议将与轨道滚轮安装螺柱相配的螺孔扩孔至 F6 公差，以便于滑动配合。
2. 同心版本的螺母经过化学方式涂黑，偏心版本的螺母为亮镀锌色，以便于识别。
3. 所有偏心式宽轨道滚轮的固定螺柱均提供如图所示的内六角调节孔。
4. “R”尺寸既是调节螺母的偏心偏移距，又是调节螺母 360 度旋转在滚轮中心线处能够进行的总调节量。
5. 此处给出的静态和动态载荷能力基于行业标准计算。这些数据并不精确反映系统性能，仅供与其他系统进行比较之用。请使用最大工作载荷数据和第 60 页

上的载荷/寿命计算来确定系统性能。
6. 每种尺寸的宽轨道滚轮均设计用于特定尺寸的平轨道，如表中所示。但是，根据设计的实际情况，可将任何轨道滚轮与任何尺寸的平轨道、单沿垫片滑道或

其他跑合面搭配使用。

通孔固定型 (SR/LR)
偏心 (E) 同心 (C)

短螺柱
(SR)

长螺柱
(LR)

Hepco 宽轨道滚轮系列包括众多安装方案，以满足大多数设计要求，并且可与 Hepco 平轨道、单沿垫片滑道以及几乎所有类
型的跑合面搭配使用。每个滚轮使用高载荷对列深沟球轴承，并具有结实坚硬的外环和隆起的外部轮廓。
通孔固定类型有两种螺柱长度可供选择，涵盖承载滑座或安装板的大多数厚度，并且可配备同心（固定式）和偏心（可调
式）固定螺柱。
盲孔固定类型允许将组件安装到无法使用通孔安装孔的实心机器底座位置，或安装板过厚的位置。另外，当首选从正面进行
调节时，或者与安装孔相对的一侧难以够到时，盲孔固定类型也很有用。它们均可选择固定式的同心类型 (C) 或者可调式的
偏心类型 (E)。
宽轨道滚轮可提供与 Hepco 标准 V 形轴承相同的基本尺寸规格。这样可确保使用 V 形轴承和轨道滚轮的系统能够在功能和
性能方面很好匹配。

活动扳手
（有关部件号和拧紧
扭矩的信息，请参阅

第 67 页）

套筒工具
（有关部件号和拧紧
扭矩的信息，请参阅

第 67 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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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轨道滚轮

多数情况下，轨道滚轮和 V 形轴承连同平轨道和单沿垫片滑道可以实现共用安装面，以简化客户的机械设计。
所有轨道滚轮均可配备丁腈橡胶密封选件，该选件能提供比默认的金属防护罩类型更强的防水防尘密封性。但可能导致摩
擦小幅增加。
由于轨道滚轮与轨道之间是纯粹的滚动接触，因此相比与 V 形轴承的接触，磨损基本不是问题。通常情况下不需要安装特
别的润滑装置，但是建议为滚轮和轨道稍微上油，以确保最大的耐用性。

订购详细信息

固定类型。选择：
SR = 短螺柱、LR = 长螺柱
以及 BHR = 盲孔固定
部件号（~ 滚轮直径，单位 mm）

丁腈橡胶密封滚轮
如需要金属防护罩，请留空

C = 同心（固定式）或 E = 偏心（可调式）

盲孔固定型 (BHR)
偏心 (E)

“X”- 2 个圆柱头螺钉 
DIN912（随附）

同心 (C)

 请参阅第 16 页的应用示例

LR 25 C (NS)

平轨道
40 页

计算
60-62 页

XYZ
+ABC

123

组装式
系统

56-57 页

轴承
32-35 页

单沿
垫片滑道
26-27 页



部件号
（与齿轮模数相关的数值）
齿条长度“L”= 845 mm

C 和 D 尺寸的定制值
如果为标准，请留空*1

固定孔样式：T - 螺纹固定孔
N - 无孔，如为沉孔此处留空

订购详细信息

注释：
1. Hepco 可以提供不超过 L 最大尺寸的任意长度的齿条。但是，为了获得最佳的价格和发货速度，指定齿条长度时应遵循上表中给出的 C 和 D 尺寸。在所

有情况下，除非客户另外指定，否则将提供相等的 C 和 D 尺寸。
2. 如果需要更长的齿条，将提供匹配的标准长度以适合端到端拼接安装。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钻制额外的固定孔，以便在接合部附近提供支撑力。在

安装此类拼接齿条时，必须谨慎操作，确保精确匹配跨接合部的齿条节线和齿间距。此类订单将随附齿条匹配工具。该工具为一件短齿条，可啮合到要
拼接安装的两件齿条之中。

3. 3 个最小号齿条上的标准沉孔要配合使用低圆柱头内六角螺钉 (DIN 6912)。这些螺钉并非普遍留有库存，因此为方便客户，Hepco 在提供这些螺钉时，
针对每个螺纹尺寸提供一个单一长度（详情见表）。最大的 R20 号齿条厚度足以容纳普遍使用的圆柱头螺钉 DIN912。

4. 未安装的齿条并不一定绝对平直。如果平直度非常重要，应使用螺栓将齿条背面紧贴配准器旋紧，设定齿条的平直。
5. 此处给出的最大齿条传动力是充分润滑的齿条搭配适合的 Hepco 小齿轮可以保持的持续传动力。

齿条

Hepco GV3 齿条在与 Hepco 小齿轮或其他优质硬齿小齿轮配合使用时，可以提供经久耐用而强劲有力的线性传动装置。
这些齿条由高质量碳钢制成，并且所有表面在切齿之前已经过研磨处理。目前 Hepco 提供 4 种标准尺寸的齿条，齿形的
米制模数从 0.7 至 2.0，压力角为 20 度， 并具有美观的黑色耐腐表面。
齿牙经过高精度机械加工，并符合 ISO 1328 8 级标准。齿条背面通过可控方式与齿条节线保持平行，使其可以作为对直
齿条的配准器。
Hepco 可提供带沉孔、螺纹通孔或无孔（便于客户根据需要自行钻孔）的齿条。所有孔的定位精确，便于客户预钻安装
孔。
安装齿条时，应谨慎操作，将齿条设定平直，并与相关的滑道平行*4。小齿轮应配有调节装置，以达到期望的啮合质量。
为达到最佳性能，应使用 2 号稠度锂皂基润滑脂对齿牙进行润滑。 

 请参阅第 12 和 13 页的应用示例

小齿轮
45 页

滑道
24-25 页

带沉孔的齿条 带螺纹孔的齿条 截面 Y-Y截面 X-X

R15 L845 (T) (C15) (D20)

组装式
系统

56-57 页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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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齿轮

订购详细信息

部件号
编号为 10 x 齿轮模数（尺寸）
~ 面宽度“W”= 13 mm
齿数“T”= 27

轴接合直径 D = 20 mm
如需凸台型小齿轮，请将此处留空

小齿轮轴长度（上面标注为“L”）（单位 mm）
如需凸台型小齿轮，请将此处留空

小齿轮样式：B = 凸台型；
BK = 带键凸台型；S = 轴型

Hepco 提供一系列可与齿条形制单沿垫片滑道、装有齿条的双沿垫片滑道以及单独的齿条兼容的小齿轮。小齿轮的轮齿压
力角为 20 度， 轮齿大小采取米制模数。它们按照 ISO 1328 10 级标准制造，并经过氮化硬化处理，具有很强的耐用性。
小齿轮有以下两种形式可供选择：凸台型和轴型。凸台型小齿轮配有精密镗孔、选配键槽*1 和平头螺钉，适合一般用途。
轴型小齿轮包含一个可与 Hepco 蜗杆齿轮箱/AC 齿轮传动电机和法兰的空心轴兼容的平键长轴。该组件可提供强劲有力并
且精确的线性传动系统。（请参阅“齿条传动承载滑座”页了解使用这些部件的成套系统。）
轴型小齿轮配备连接到蜗杆齿轮箱所必需的键、弹簧垫片和螺钉。
为获得最佳性能，应使用 2 号锂皂基润滑脂对齿条和小齿轮的齿牙进行润滑。

 请参阅第 11、12、13 和 14 页的应用示例

齿条传动
承载滑座
48-49 页

齿条
44 页

注释：
1. 小型凸台型小齿轮（孔小于 8 mm）标配不提供键槽。通常要利用其它方法来固定这些小齿轮（如使用固定螺钉固定在相配轴的板片上，或使用锥形销）。
2. 小齿轮轴的长度取决于具体的设计。轮轴型小齿轮使用有库存的加工件制成需要的长度，以确保快速交货和经济性。所示的 P15W8T28 和 P20W13T27 

长度是 Hepco 齿条传动承载滑座中使用的长度。可根据需要提供其他长度。

轴型小齿轮 凸台型小齿轮

轴型小齿轮配备钢键。

计算
64-65 页

XYZ
+ABC

123

垫片滑道
24-27 页

P20 W13 T27 S (68) (D20)

组装式
系统

56-57 页

齿轮箱、电
机和法兰
50-51 页



皮带传动承载滑座

* 注释：
1. 有关载荷能力的信息，请参阅“标准承载滑座”页。强烈建议使用“计算”部分介绍的方法确定载荷和使用寿命。
2. 某些尺寸将按照选择滑道等级所依据的磨削加工余量发生变化。所有承载滑座均与所有等级的滑道兼容。
3. 可在第 32-33 页上的 B1 尺寸  ± 0.010 毫米的范围内选择可控高度 (CHK) 轴承。标配一组最多 50 件，并可根据要求提供更大的组。客户如果需要一定数目的承

载滑座具有相同的CHK 轴承容差范围，应在订单中注明此项要求。
4. 承载滑座提供 2 种标准长度，因此轴承中心“D”以及组件安装孔“G”的数量和位置也将随之变化。Hepco 将应要求根据您的特殊长度要求制作承载滑座。
5. 标称的最大皮带张力与断裂载荷有关，仅供比较参考之用。皮带与 Hepco 皮带轮和夹具配合使用时，不应超出其工作张力。
6. 可拆卸式选件不可与密封盖配合使用。
7. IP 25 P15 空转轮配备了两个 6302 2RS 深沟球轴承（C = 11400N，Co = 5400N/每件轴承）。IP 20 P12 空转轮上配备了两个 6001 2RS 深沟球轴承（C = 

5070N，Co = 2360N）。

示例：位于垫片滑道上的短承载滑座（带密封盖）

Hepco 皮带传动承载滑座可供搭配各个精度等级的 10 个尺寸的双沿滑道。他们除了具有标准承载滑座的所有优点，还具有
许多附加特性：
承载滑座可以指定可拆卸式选件，这是可拆卸式承载滑座的关键特性。这使得承载滑座无需完全拆解即可沿其长度的任意位
置卸下。
每个皮带传动承载滑座都包含可按要求轻松取下和重新加工的底板和可拆卸式顶板。方便的位置处提供螺纹孔，以便可以连
接组件。
皮带传动承载滑座通常以组装式单元（AU 类型）的形式提供，组装式单元在出厂时已组装好并装配至滑道。有关轴承选
件、润滑装置和载荷能力的信息，请参阅标准承载滑座*1页上的内容。
皮带传动承载滑座的两端配有整体式皮带夹具和张紧器。夹具牢固夹住齿形皮带和固定螺钉，以实现可控的预张紧和调节。

可选配的齿形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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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BD4434 L200 (R) (CS) (DR) (NS) (CHK) (T) + 滑道部件号

皮带传动承载滑座

订购详细信息

部件号
AU...= 组装式承载滑座
承载滑座长度“L”= 200 mm
R = 可拆卸式承载滑座选件
如不需要，请留空*6

润滑选件 -
CS（密封盖）或 LB（润滑装置）
如不需要，请留空

T = 防篡改选件
如不需要，请留空

CHK = 可控高度轴承*3

如不需要，请留空
NS = 丁腈橡胶密封轴承

如不需要，请留空
DR = 双列轴承

如不需要，请留空

示例：位于平滑道上的短承载滑座（带润滑装置）

除承载滑座以外，Hepco 还将提供与系统配套的必要皮带和皮带轮。皮带由钢芯增强的聚氨酯制成，并带有高强度 AT 型
齿。带无齿隙 AT 型齿的有孔传动皮带轮采用单一尺寸，以便为大多数应用提供实用的传动比。空转轮平坦无齿，并提供
配套的深沟球轴承，易于装配在传动轴上。
客户如果希望在平滑道上运行承载滑座，必须选择沉孔式滑道固定孔方案，否则皮带会将螺钉头缠住。
客户如果需要安装在滑道梁上并配有皮带轮的皮带传动承载滑座，应当考虑订购 Hepco DLS 线性传动系统，这是一套随
时可以安装的定位系统，并可根据需要提供传动电机。请订购 DLS 产品目录。

滑道
（梁）

30-31 页

防篡改
选件
8 页

滑道
（平）

28-29 页

请参阅第 11、12 和 14 页的应用示例

可选配的
齿形

传动皮带轮

可选配的
无齿空转轮

皮带轮和皮带的订购详细信息
TP 20 AT5 T27 P12 0
TP 25 AT10 T20 P15 0
IP 20 P12
IP 25 P15
DB 20 AT5 L2345
DB 25 AT10 L3456

齿形传动皮带轮，适合 20 mm 宽 AT5 皮带，带 27 个齿和 12 mm 平孔。
齿形传动皮带轮，适合 25 mm 宽 AT10 皮带，带 20 个齿和 15 mm 平孔。

空转轮，适合 20 mm 宽皮带，配套轴承在直径 12 mm 轴上运行。
空转轮，适合 25 mm 宽皮带，配套轴承在直径 15 mm 轴上运行。

传动皮带，宽度 20 mm，带有 AT5 规格齿形。L2345 为需要的长度（单位为 mm）。
传动皮带，宽度 25 mm，带有 AT10 规格齿形。L3456 为需要的长度（单位为 mm）。

承载滑座
（标准）
18-19 页

承载滑座
（可拆卸式）

20-21 页

密封盖
36 页

润滑装置
38 页

滑道
（垫片）
24-25 页

轴承
（标准）
32-33 页



* 注释：
1. 标准和可拆卸承载滑座页给出的最大载荷能力以假设轴承与滑道的接触面使用润滑油为前提。实现这一点的最佳方法是使用密封盖或润滑装置。强烈建议使

用“计算”部分介绍的方法确定载荷和使用寿命。
2. 某些尺寸将按照选择滑道等级所依据的磨削加工余量发生变化。所有承载滑座均与所有等级的滑道兼容。
3. 可在第 32-33 页上的 B1 尺寸  ± 0.010 毫米的范围内选择可控高度 (CHK) 轴承。标配一组最多 50 件，并可根据要求提供更大的组。客户如果需要一定数目

的承载滑座具有相同的CHK 轴承容差范围，应在订单中注明此项要求。
4. 承载滑座轴承与密封盖固定中心 F1 已针对所有精度等级的滑道进行了优化。自己制造承载滑座板的客户应当为所选的特定滑道等级计算其钻孔中心。请参

阅“组装式系统”部分或各个组件的页面了解有关计算的详细信息。
5. 螺纹安装孔“M”可以设置在任何可用位置，数量和尺寸不限。客户可以在订购详细信息中指定这些安装孔，方法是在 M 标号后注明安装孔相对于基准点的 X 

和 Y 坐标，后接螺纹孔规格。示例：M - X10Y25M6 - X 坐标 = 10 mm，Y 坐标 = 25 mm，孔规格 = M6。钻孔时应格外小心，避免任何孔位横跨密封盖与承
载滑座板的接触区，因为这样会使润滑脂泄露。

6. 可拆卸式选件不可与密封盖配合使用。
7. 此处给出的齿条传动力由齿条和小齿轮的尺寸、齿轮箱轴承和齿轮以及工作负荷决定。请参阅第 64-65 页了解完整详情。

齿条传动承载滑座

Hepco 齿条传动承载滑座可供搭配各种精度等级的 5 个尺寸的双沿垫片滑道（带配套齿条）。它们除了具有标准承载滑座的
所有优点，还有许多额外的特性，包括用于使小齿轮与齿条正确啮合的微调装置。
齿条传动承载滑座包括 Hepco 蜗杆齿轮箱、传动法兰和合适传动比的传动轴小齿轮。Hepco 在提供齿轮箱时，可连接整体
式 Hepco AC 电机，这是产生点对点线性运动最经济的方法，并可通过从 Hepco 订购的 AC 速度控制器控制电机速度和加
速度。此外，还可为齿轮箱提供转接法兰和输入轴联轴器，以定制搭配其他品牌或类型的电机，包括可得益于 Hepco 齿轮箱
低背隙特性的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
对于要自备电机、齿轮箱和小齿轮的客户，可提供短时间内交货的定制承载滑座。

请参阅其他表格了解 C、D、E 和 L 尺寸

有关 AC 电机、蜗杆
齿轮箱和传动法兰的
尺寸和规格，请参阅

第 50-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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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D4434 L288 C36 D100 E228  (M) (R) (DR) (NS) (CHK) (CS) (T)

齿条传动承载滑座

订购详细信息

客户可以指定购买可拆卸式承载滑座，这类滑座包含双偏心轴承，并且无需完全拆解即可沿滑道长度的任意位置与滑道脱
离。
齿条传动承载滑座通常以组装式单元（AU	 类型）的形式提供，组装式单元在出厂时已组装好并装配至滑道。有关轴承、
润滑装置选件和载荷能力的更多具体信息，可在标准承载滑座和可拆卸式承载滑座的相关页面找到*1。	有关线性传动装置
的性能，请参阅“计算”部分。
为了达到最佳性能，应使用	2	号稠度锂皂基润滑脂对条齿进行润滑。

请参阅第	11	页的应用示例

齿轮箱
和法兰

50-51 页

部件号
AU...=	组装式承载滑座
承载滑座长度“L”=	288	mm
尺寸“C”=	36	mm
尺寸“C”=	100	mm
尺寸“C”=	228	mm
M	-	客户安装孔*5

如不需要，请留空
R	表示可拆卸式承载滑座选件
如不需要，请留空*6

T	=	防篡改选件
如不需要，请留空

润滑选件：
CS（密封盖）*	或	LB（润滑装置）

如不需要，请留空
CHK	=	可控高度轴承	*3

如不需要，请留空
NS	=	丁腈橡胶密封轴承

如不需要，请留空
DR	=	双列轴承	-	如不需要，请留空

L

C D
E E

C D

LL

D1

E
DC

指定承载滑座的样式和尺寸
目前提供	3	种样式的带电机安装位置的承载滑座，如下图所示。承载滑座的样式和尺寸可通过从图示下方的表格中选择需
要的	C、D、E	和	L	尺寸值来指定。用户可在表中建议的限制范围内选择任意尺寸值。如果为样式	2	的承载滑座指定了润
滑装置，彼此之间将如图中所示存在偏移。
电机和齿轮箱的安装朝向可以为	8	个方向中的任意一个。请参阅下页了解详细信息。

样式	1 样式	3样式	2

带	*	标志的数值是保证法兰不会覆盖轴承螺柱沉孔、密封盖或润滑装置固定件的情况下可以达到的最小值。如果客户接受部件之间发生重叠，也可以达到更
小的尺寸值。在指定此类有限制的尺寸时，客户应确保小齿轮不会妨碍轴承、密封盖或润滑装置。

AC 电机/蜗杆齿轮箱：第 50-51 页	-	请在订单第二行注明部件号。
双沿垫片滑道加齿条组装件：第 24-25 页	-	请在订单第三行注明部件号。

AC 速度控
制器
52 页

计算
64-65 页

XYZ
+ABC
123

小齿轮
45 页

滑道（垫片）
24-25 页

承载滑座
（可拆卸式）

20-21 页

承载滑座
（标准）
18-19 页

轴承
（标准）
32-33 页

密封盖
36 页

润滑装置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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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当需要输入电机法兰选件时，客户应告知	Hepco	图中标记为	*1	处的电机尺寸。
2.	 得到电机详细数据（见上）之后，Hepco	将告知客户图中标记为	*2	处的齿轮箱输入法兰尺寸。
3.	 标准	AC	齿轮传动电机套件的电机集成了齿轮箱，以节省空间、减轻重量和降低成本，用户无法自行拆卸。需要电机可与齿轮箱分离的客户应指定蜗杆齿轮

箱，并要求安装分离式电机。Hepco	可以提供一系列适合的电机来满足此类要求。
4.	 其他未列出的电机尺寸可以从	Hepco	获得，但可能与传动法兰不兼容。请咨询	Hepco	了解详细信息。

111 2 3 4 5 6
7

8 2

2

C

D

B

A

2
2 3 4

3 4

3 4

1

1
11

对于下面所示	8	种配置中的任意一种，AC	齿轮传动电机和蜗杆齿轮箱均可安装在齿条传动承载滑座上。端子箱可以位于	A	至	D	四个位置之一，并且出线口也
有	1	至	4	四个可能的位置。请以下图为指南进行选择。

端子箱位置	A1	是默认位置，快速交付产品时
通常提供该位置。

集成了	Hepco	齿条和小齿轮的线性运动系统需要一种手段来驱动小齿轮。Hepco	齿轮箱、AC	齿轮传动电机和传动法兰为齿
条传动承载滑座提供了该功能。相同的齿轮箱、AC	 齿轮传动电机和传动法兰还可以用于单独的齿条或齿条形制的单沿垫片
滑道，提供简单、易于调节的线性传动装置。

连接齿轮箱与承载滑座的传动法兰具有一个独特的微调装置，用于使小齿轮与齿条正确啮合。将传动法兰与自有机械结构的
承载滑座配合使用的客户需要提供一个键槽，以容纳滑动的键部分	P1（参阅齿条传动承载滑座了解原理）。

要使齿条和小齿轮传动装置发挥最佳性能，重要的一点是对啮合齿进行润滑。建议使用	 2	 号锂皂基润滑脂进行此类润滑。在
多尘环境中，最好采取保护措施防止碎屑进入。

蜗杆齿轮箱有传动比从	5:1	到	80:1	的多个型号可供选择。每个型号使用经过硬化和研磨抛光的蜗杆轴配合离心铸造的铜轮一
起运行，并经过了油浸润滑。轮轴支撑在以高强度铝铸件制成的高载荷滚动轴承上。这使得齿轮箱坚固、精确、安静并且持
久耐用。另外，该齿轮箱还比同类产品重量更轻，外形更紧凑，因此尤其适合动态应用场合。他们较低的

齿轮箱、AC 齿轮传动电机和传动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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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3 R30 (T)  (4)  M  56 (L) (2) (B) (A) (1) 

齿轮箱、AC 齿轮传动电机和传动法兰

AC 齿轮传动电机和蜗杆齿轮箱的订购详细信息

低背隙和高强度使其适合与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和 AC 电机配合使用。
单独订购时，蜗杆齿轮箱配备输入法兰和联轴器，它们将根据客户电机的传动轴和朝向进行定制。
如果需要，可为齿轮箱和齿轮传动电机指定可调节的转矩限制离合器。
对于 AC 电机，Hepco 提供符合 VDE 0530 标准和 DIN 42677 标准的三相鼠笼式电机。电机可提供 3 种尺寸的 IEC 机架
（从 56 到 71），每个尺寸可选择短的或长的励磁绕组以及 2 极或 4 极设计（运转速度分别约为 2800 rpm 和 1400 rpm）
。可选择的额定功率从 60W 到 0.55kW。电机额定电压 400/230V、达到 IP54 防护等级并且标配蓝色环氧漆表面处理。如
客户要求，可提供带配套碟刹、备用单相和三相绕组、特殊表面处理和增强 IP 保护等级的电机。
AC 齿轮传动电机可为简单的点到点应用提供非常经济高效的线性传动方案，并可以轻松搭配 Hepco AC 速度控制器组成
完整的驱动控制系统。
请参阅“计算”部分了解线性传动性能。

齿条传动
承载滑座
48-49 页

部件号
齿轮箱减速比 (R30 = 30:1)
T = 选配的扭矩限制器
如不需要，请留空
齿轮箱安装位置
选择 1-8，如不装配请留空*2

输入选件：F = 法兰*1,2；M = 配套 AC 电机

出线口位置：选择 1-4
端子箱位置：选择 A-D

B = 制动电机
如不需要，请留空

电机极数：2 =~2800RPM 或者 4 = 1400RPM
电机励磁绕组：S = 短或 L = 长

电机机架：56、63 或 71*4 仅
当

需
要

 A
C

 电
机

时
这

些
部

件
才

适
用

。

请参阅第 11 和 13 页的应用示例

AC 速度
控制器
52 页

传动法兰*       请在订单第二行注明部件号（参阅左上方表格）。
传动轴小齿轮*        请在订单第三行注明部件号（参阅第 45 页）。

* 需要使用齿轮传动电机或蜗杆齿轮箱搭配齿条传动承载滑座的客户不应指定传动法兰或传动轴小齿轮，因为这两个是标配件。

计算
64-65 页

XYZ
+ABC

123

齿条
44 页

小齿轮
45 页

垫片滑道
24-27 页



AC 速度控制器

除了可用于为齿条传动承载滑座和其他传动系统提供动力的 AC 电机以外，Hepco 还提供
必要的速度控制器和开关，以调节位置和动态地控制线性运动。这使得客户能够以有竞争
力的价格从一家供应商购买全套系统，并放心系统的设计可以考虑周到。
AC 速度控制器的型号和详细数据取决于具体应用场合。每种类型都经过精选，以满足 AC 
齿轮传动电机的行程要求以及使用齿条或皮带传送装置的点对点线性应用的功能需要。
Hepco 单独提供的一份技术目录中介绍了有关 AC 速度控制器每种型号的详细信息。控制器
单元的以下特点使其非常适合在 AC 线性定位系统中使用：

n	适合 Hepco 齿条和皮带传动系统的理想选择。
n	可从 Hepco 以有竞争力的价格购买。
n	单元由领先的国际厂商制造，所有主要市场均提供全面支持。
n	0.37 - 4.0 kW 的驱动力可支持众多三相 AC 感应电机。
n	可对速度、加速率、功率增强功能和电机制动装置进行编程。
n	环境防护等级达到 IP20 级。可置于外壳内以达到任何更高级别。
n	键盘编程、数字显示程序和运行参数。
n	易于安装和调试。
n	紧凑的外形可以面板式安装或固定到 DIN 滑轨。
n	选项允许通过电压输入或电位计，或者通过可以用外部开关或单独的 PLC 进行菜单编程或访问的数字预置

速度功能实现模拟控制。
n	传动装置可使用 230-250 V 单相供电或 380-460 V 三相供电运行。
n	控制器单元将配备滤波器，以符合欧盟 EMC 指令的要求。
n	可以为控制器单元指定兼容 Devicenet 的界面，以实现更高级的控制通信。
n	机上诊断功能易于查找故障。
n	简单经济的解决方案，非常适合基本的点到点线性定位应用。

AC 电机
50-51 页

AC 速度控制器
根据应用场合，控制器的型号可能会与此处所示的不
同。请联系 Hepco 获取完整的技术目录和应用建议。

除了 AC 速度控制
器，Hepco 还提供 
IP67 密封等级的机械
和感应限位开关。这些
通常是典型安装的控制
硬件必需的部分。

皮带传动
承载滑座
46-47 页

齿条传动
承载滑座
48-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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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建议

功能和性能
AC 系统可以停止、启动、翻转、加速和减速。电机还可以进行动态制动。搭配简单的 PLC，AC 系统可以在任意开关位置暂
停，并可以执行更复杂的加速，以及向其他设备发出输出命令信号。
启动基本功能的信号由 Hepco 提供的机械或感应开关发出（参阅第 52 页左侧的表格）。
停止位可重复性可以优于 1 mm，并且依赖于在到达停止开关之前减速至较低接近速度（如果接近速度对于所带动的载荷而
言过快，电机将超过停止开关位置）。
有若干单个预置速度可供选择，每个速度都有自己的加速度/减速度剖面。这些速度可以在很宽范围内变化，并且易于设定。
AC 系统是一种简单、可靠、低成本的传动和控制方法，但缺少提供持续反馈的装置来全程调节移动的准确位置。如果需要
监视和控制某个机械的两个或多个轴之间的精确动态关系，或者需要执行某个具有非常精确可重复性的特定动态剖面分析，
则持续反馈是必要的。持续反馈是伺服电机系统和某些步进电机系统的一个特性。

故障保险要求
在任何动力线性系统中，都有必要考虑系统故障引起的后果。行程结束时如果未能停止，有可能造成系统和其他设备损坏，
还可能引发安全危险。
因此，建议线性传动系统包含两个级别的安全装置：
行程限位安全开关 - 可以安装在普通行程结束开关外部，以便当线性传动行程超过设定的操作限位时切断电机电源。
碰撞保护装置 - 建议将该装置安装在物理行程的限位处，以吸收移动载荷在高速情况下超过限位开关时产生的能量。
碰撞保护装置可以是由吸能材料制成的简单缓冲器，但是在应用中需要高强度保护时，建议安装 Hepco 的减震器（请订购单
独的产品目录）。

其他的安全注意事项
在许多应用中，标准 AC 电机可用于对系统进行动态制动。有一些应用，特别是吊装作业，可能还需要恒速制动。这种方式
可提供额外的安全性，并且可用在正常操作中。在这些情况下，应指定选配制动 AC 电机。
所有 Hepco GV3 线性运动组件均设计用作更大型机械设备的一部分。根据应用场合，可能会有需要考虑和妥善解决的潜在
危险，如为高速移动提供防护以及消除触电或功能故障引起的风险。
如果传动力由强化的齿形带或其他可能使力超过特定载荷的传动手段提供，客户应确保载荷接近最大值，并且在任何情况下
不会超过此值，或者此类制动不会带来任何安全风险。

使用 Hepco AC 齿轮传动电机/AC 速度控制器传动和控制线性运动的方法通常在成本上远远低于使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系
统。
因此，建议客户在选择更昂贵的方案前，先考虑 Hepco 的 AC 传动设备是否能满足其应用场合需要的性能和复杂程度。为辅
助客户做出决定，下面提供的一般信息说明了使用 Hepco AC 齿轮传动电机和速度控制系统能实现的内容：

下图显示了一个已设置安全开关/碰撞保护装置的典型点到点线性运动的开关控制。在行程循环过程中，
通过添加更多开关并接线至控制器，可以实现提速。



组装式系统的数据和尺寸

Hepco GV3 滑道系统可按单独组件订购，也可按出厂组装式系统订购。有关出厂时组装式的各种标准型、小型、可拆卸式、
皮带传动和齿条传动承载滑座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页边图标指示的相关页面。
“组装式系统”页包含各类滑道、轴承和润滑装置的汇总数据。这些数据可以帮助客户计算出系统的整体尺寸（不含承载滑座
板），并提供包括钻孔详细信息在内的重要参考尺寸。按照“混合与搭配”表格所示，可以确定任意组件组合的相关信息，以
便于客户设计出切实符合其要求的系统。

带通孔固定
轴承的滑道

带盲孔固定
轴承的滑道

带密封盖
的滑道

带润滑装置
的滑道

标准轴承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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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式系统的数据和尺寸

滑道
（垫片）
24-27 页

滑道梁
30-31 页

滑道
（平）

28-29 页

*注释：
1 CS18 号密封盖的固定螺钉位置与轴

承位置不在同一中心线上（参阅第 36 
页）。当使用 CS18 时，请为 A+K 加上 
3.8 mm。

2 NL120 和 L120 滑道有两排平行排列的
孔。请参阅第 25 和 28 页。

3 钻孔中心 A+K 适用于除双偏心 (DE) 类
型以外的所有轴承。如果是为了便于拆
卸滑道而使用了双偏心轴承，则应使用
钻孔中心 A+K+W。 

 如下图所示，双偏心轴承设计在进行调
节时偏心与滑道成 45°角。

有关滑道梁、皮带传动承载滑座和齿条传动承载滑座中使用的附加组件的尺寸，可以参阅这些产品的相关页。

带通孔固定
轴承的滑道

带盲孔固定
轴承的滑道

配备盖擦刮器
的滑道

带润滑装置
的滑道

单列轴承系列

DE 轴承的钻孔位置

承载滑座
18-23 页

承载滑座
（皮带传动）

46-47 页

承载滑座
（齿条传动）

48-49 页

轴承
（标准）
32-33 页

轴承
（单列）
34-35 页

润滑
装置

36-38 页



组装式系统的数据和尺寸

带 V 形轴承和轨道滚轮的
单沿垫片滑道

带 V 形轴承和小齿轮的
单沿垫片滑道

带小齿轮的齿条

“组装式系统”页包含关于单沿垫片滑道、轴承、轨道滚轮、平轨道、齿条和小齿轮的汇总数据。这些数据可以帮助客户计算
出系统的整体尺寸，并提供包括钻孔详细信息在内的重要参考尺寸。
宽轨道滚轮可以在单沿垫片滑道背面运行，但此处未展示此方案，因为通常窄轨道滚轮更为适合。与单沿垫片滑道搭配使用
时，宽轨道滚轮所能提供的额外载荷能力通常不会成为优势，因为在超过窄轨道滚轮载荷能力的情况下使用时，滑道较软的
背面可能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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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式系统的数据和尺寸

带通孔固定型
轨道滚轮的平滑道

带盲孔固定型
轨道滚轮的平滑道

注释：
1 计算得出的小齿轮相对于齿条的位置仅提供大致定位。客户应预先采取措施，使

小齿轮可以调节相对于齿条的位置，从而确保达到最佳的运行工况。Hepco 齿轮
箱和传动法兰包含一个用于此类调节的工具。

轴承
（标准）
32-33 页

轴承
（单列）
34-35 页

平轨道
40 页

齿轮箱
和法兰

50-51 页

齿条
44 页

小齿轮
45 页

轨道
滚轮

41-43 页

所有尺寸的轨道滚轮（包括宽窄两种样式）都有 500 mm 长的蝶形半径，以避免当滚轮未完全对齐致使载荷集中于滚轮边
沿时可能发生的问题。
任何轨道滚轮均可在物理尺寸限制范围内，与任意尺寸的平轨道或单沿垫片滑道搭配使用。
任意齿条和小齿轮组合均可在齿牙大小匹配且不超过其他明显尺寸限制的情况下使用。
下面的图示仅显示了凸台型小齿轮。也可选择整体轴型小齿轮，详见“小齿轮”页。



载荷/寿命计算

V 形滑道和轴承系统
Hepco V 形滑道系统的载荷能力和寿命取决于几个因素。关键问题是轴承和滑道的尺寸和类型、是否有润滑，以及载荷的大
小和方向。
其他因素，包括运行速度、行程长度及环境条件，也可能产生影响*2。
计算系统的载荷能力和寿命时，应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之一：如果系统使用常规的 4 轴承承载滑座（如任意 Hepco 承载滑座）
，则可将其视为单个项，并按照下方的“4 轴承承载滑座计算”来确定系统的载荷能力和寿命。或者，也可以按照“单个轴
承计算”部分所示的方法单独计算每个 V 形轴承的承载能力和寿命。

4 轴承承载滑座计算
在计算使用4 轴承承载滑座的 V 形滑道系统的载荷能力和寿命时，应
先将系统上的载荷分解为直接载荷分力 L1 和 L2，以及弯矩载荷分力 
M、Mv 和 Ms（参阅右侧图示）。
下表给出了标准承载滑座的最大直接载荷能力和弯矩载荷能力。这其中
包括“无润滑”和“已润滑”*4 情况下的载荷能力 - 此处所指为 V 形接触面
的润滑，因为所有轴承已进行了一次性内部润滑。表中各值在无振动作
业的情况下得出。

计算系统载荷系数
要计算系统寿命，首先应使用以下等式计算载荷系数 LF。 如果涉及 Mv 
和 M 载荷，则需要确定相关承载滑座的 Mv（最大）和 M（最大）。这可以通
过将表中所示数字乘以轴承间距 D（单位米）得出。

D

任何载荷组合的 LF 均不得超过 1。
确定应用的 LF 之后，便可按照第 59 页底部所示的方法计算出系统寿命。

M

L1

MS

L2

MV

58

LF =               +             +                  +           +L1

L1(最大)

L2

L2(最大)

M
M(最大)

Ms
Ms(最大)

Mv
Mv(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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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寿命计算

单个 V 形轴承计算
许多系统并不使用标准的 4 轴承承载滑座。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使用常规静力学
计算方法，将载荷分解为轴向分力 (LA*1) 和径向分力 (LR*1)，来确定系统中各个轴
承上的载荷。
下表给出了所有类型的 Hepco V 形轴承的最大 LA 和 LR 载荷能力。这其中包括“无
润滑”和“已润滑”情况下的载荷能力 - 此处所指为 V 形接触面的润滑，因为所有轴承
已进行了一次性内部润滑。表中各值在无振动作业的情况下得出。

轴向载荷 径向载荷

计算系统载荷系数
要计算系统寿命，首先应使用以下等式计算载荷系数 LF。

任何载荷组合的 LF 均不得超过 1。
确定各个轴承的 LF 之后，便可根据如下所示的方法计算出系统寿命：

计算系统寿命
无论是 4 轴承承载滑座还是单个轴承，在确定 LF 之后，便可使用以下两个等式之一计
算出系统寿命（单位 km）。在这些等式中，基本寿命取自表格（右侧）中适用的轴承
和润滑条件下的数值。

无润滑系统

寿命 (km) = 基本寿命
(0.03 + 0.97LF)2

已润滑系统

寿命 (km) = 基本寿命
(0.03 + 0.97LF)3

有关使用上述方法的计算示例，请参阅第 61-62 页。

* 注释：
1. L1、L2、Ms、M、Mv、LA 和 LR 的最大值，以及各个轴承类型的系统基本寿命的大小，与整套系统的性能相关。试验表明，这些数值要比使用各个轴承的理

论静态和动态载荷能力（C 和 Co）更可靠。相关轴承页上以表格列出的数据中已包含 C 和 Co 的值，以便与其他系统进行比较。
2. 本节中的计算方法假定线性行程包含若干次完整轴承旋转。如果有任何应用的行程小于轴承外直径的 5 倍，请假定每个行程为轴承外直径的五倍，以此来计

算转动距离。如果系统运行速度超过 8 m/s，则可能需要进行附加计算。请联系 Hepco 寻求协助。
3. 出于本页计算载荷/寿命的需要，此处将轴向载荷 LA 定义为轴承可以从与其外环啮合的 V 形滑道获得的轴向载荷。由于力线与轴承中轴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该值将远远小于相关轴承页上给出的理论轴向载荷能力。
4. 在上述计算中，“已润滑”是指滑道与轴承 V 形之间接触面的润滑。使用 Hepco 润滑装置、密封盖或盖擦刮器可达到最佳的润滑效果。但是，在确保关键区域

可以得到适当润滑油脂的前提下，也可以接受其他方式。
5. 如果系统中每个承载滑座的轴承多于 4 个（例如第 9 和 14 页的应用示例），则无法始终保证载荷会在所有轴承之间均匀分布。这种情况下，建议指定使用

可控高度轴承（如可用），并降低系统额定能力，以保证承受最重载荷的轴承的寿命。
6. 某些尺寸的 DR 轴承，在载荷主要为 L2/径向载荷的应用场合中，实际寿命可能会高于计算结果。这是因为计算出于易用性考虑已经过简化。如果需要更长的

系统寿命，请联系 Hepco 获取详细信息。

以上数值假定与轴承配合使用的滑道等于或大于此尺寸轴承的首选滑道。有关首选尺寸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32-35 页的表格。对于搭配更小
滑道的轴承的载荷，请联系 Hepco。

LA*
3

LR

LF =                   +LA

LA(最大)

LR

LR(最大)



载荷/寿命计算

轨道滚轮计算
如果系统中有轨道滚轮运行在平轨道或单沿 V 形滑道平坦面之上，需要使用其他计算方法来确
定载荷及寿命。轨道滚轮仅注明了径向载荷能力，因为它们通常不会承受轴向载荷。滚轮与轨
道之间是纯滚动接触，这意味着在无润滑应用中不需要降低其额定能力（但建议对轨道和滚轮
略加润滑以达到最佳性能）。
下表给出了 Hepco 轨道滚轮系列的最大径向载荷能力 LR。

LR

径向载荷

计算系统载荷系数
要计算滚轮寿命，首先应使用以下等式计算出载荷系数 LF。

LF 不得超过 1。

计算轨道滚轮寿命
确定各个滚轮的 LF 之后，便可使用下面的等式计算出滚轮寿命（单位 km）。请注意，所有轨道滚轮的“基本寿命”均为 
1000 km，因此不需要查找表格。

寿命 (km) = 1000
LF3

轨道滚轮跑合面的载荷能力
对于使用轨道滚轮运行于平坦表面的系统，如果轨道不足够坚硬，可能有必要减小施加的最大载荷。所有 Hepco 平轨道
均经过了硬化处理，并且可与不超过上表规定最大载荷能力的 Hepco 轨道滚轮配合使用。在不超过轴承静态载荷能力
（Co - 参阅“轨道滚轮”页）的前提下，甚至可以承受更高的载荷而无不造损坏。
对于更为柔软的跑和面（如 Hepco 单沿 V 形滑道背面），请按下表的规定减小轨道滚轮的最大载荷：

注意：尽管更柔软的跑合面会限制轨道滚轮可以施加的最大载荷，但轨道滚轮在任意给定载荷下的寿命并不会受到影响。

轨道滚轮
41-43 页

单沿
 V 形滑道
26-29 页

平轨道
40 页

* 注释：
1. LR 的值以及各个滚轮的系统基本寿命与整套系统的性能相关。试验证明，这些数值要比使用各个轴承的理论静态和动态载荷能力（C 和 Co）更可靠。相

关轴承页上以表格列出的数据中已包含 C 和 Co 的值，以便与其他系统进行比较。
2. 本节中的计算方法假定线性行程包含若干次完整轴承旋转。如果有任何应用的行程小于轴承外直径的 5 倍，请假定每个行程为轴承外直径的五倍，以此

来计算转动距离。如果系统运行速度超过 8 m/s，则可能需要进行附加计算。请联系 Hepco 寻求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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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 = LR

LR(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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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示例 1
一台设备在一个 NM76 P1 双沿垫片滑道（参阅第 24-25 页）上安装了一个 Hepco AU 76 
34 L240 CS DR 承载滑座（配备密封盖和双列轴承的标准承载滑座 - 参阅第 18-19 页），
并在该滑座上安装了一个重型铸件。铸件与承载滑座的重量为 50 kg，质量中心位于承载
滑座长度的中央，距离图中所示的滑道 V 形 0.07 m。
载荷系数 LF 使用第 58 页上详细介绍的方法计算得出：
 L1 = M = Mv = 0
 L2 = 50 kg x 9.81（重力）= 491 N	 Ms = 491 x 0.07 = 34.4 Nm

L1（最大）、L2（最大）、Ms（最大）、Mv（最大）和 M（最大）的值取自第 58 页的
表格。

此系统（使用 SJ34DR 轴承并处于已润滑状态）的基本寿命取自第 59 页的表格 - 此处为 
250。系统寿命按照第 59 页所示的方式计算。

0.07 m

Weight = 50 kg

寿命 =                            =                                      = 5070 km基本寿命
(0.03 + 0.97LF)3

250
(0.03 + 0.97 x 0.347)3

计算示例 2
一个架空的传送系统位于机械工段的任意一侧，组合使用 NLE P3单沿垫片滑道（参阅第 25-26 页）和 FT 66 33 P3 平
轨道。2 个配有 CS54 密封盖的 LJ54CDR 轴承在 V 形滑道上运行。两个 LR54C 轨道滚轮在平轨道上运行。一个单独的 
LRN54E 窄轨道滚轮位于 V 形滑道和平轨道的无载荷端，以保持滑道上的移动结构。
重 400 kg 的物体位于结构的中心，载荷均匀分布在 LJ54 轴承与 LR54 轨道滚轮之间，使得二者各自承受 9.81 x 100 = 981 N 
的径向载荷。
V 形轴承的载荷系数 LF 使用第 59 页上详细介绍的方法计算得出：
   LA = 0  LR = 981 N 	
LA（最大）、和 LR（最大）的值取自第 59 页的表格。

这些 LJ54 轴承在润滑状态下使用的基本寿命取自第 59 页的表格 - 此处为 
500。轴承寿命按照第 59 页所示的方式计算：

轨道滚轮的载荷系数 LF 使用第 60 页上详细介绍的方法计算得出。与前
面一样，LR = 981 N： 
LR（最大）的值取自第 60 页的表格。对于 LR54，LR（最大）为 8000 N。
载荷系数 LF 使用第 60 页上的等式计算如下：

然后使用第 60 页上的第二个等式计算轨道滚轮的寿命：

由此可见，V 形轴承是整个系统寿命的决定因素。

载荷/寿命计算

LF =              +            +             +             +L1

L1(最大)

L2

L2(最大)

M
M(最大)

Ms
Ms(最大)

Mv
Mv(最大)

LF =             +              +                +                +                = 0.3470
3600

491 N
6000 N

0
1800 x D

34.4 Nm
130 Nm

0
3000 x D

LF =              +             =              +                 =  0.196LR

LR（最大）

LA

LA（最大）

981 N
5000 N

0
2500

寿命 =                             =                                        = 46,880 km
基本寿命

(0.03 + 0.97LF)3
500

(0.03 + 0.97 x 0.196)3

LF =              =                =  0.123LR

LR（最大）

981 N
8000 N

寿命 =            =               = 537000 km1000
LF3

1000
0.1233



载荷/寿命计算

计算示例 3
一台设备使用一个 Hepco AU 60 360 L280 承载滑座（未配备盖擦刮器或润滑装置的小型
承载滑座 - 参阅第 22-23 页），并将滑座安装在一个 NM60...P3 双沿垫片滑道上（参阅第 
24-25 页），以实现垂直移动。该滑道系统在无润滑状态下运转，并且如图所示，通过滚
珠螺杆进行升降。升降的总质量为 20 kg。
重量带来的载荷 F1（20 kg x 9.81 = 196 N）与滚珠螺杆的力 F2 互相抵消，因此滑道系统
不承受直接载荷。M 方向上有一个弯矩载荷，取 V 形滑道的力矩计算得出
M = (196 N x 0.12 m) - (196 N x 0.06 m) = 11.76 Nm。
L1 = L2 = Ms = Mv = 0   
载荷系数 LF 与之前一样，使用取自第 58 页表格中的L1（最大）、L2（最大）、Ms（最大）、 
Mv（最大）以及 M（最大）的值进行计算。

此系统（使用 SJ360 轴承并处于无润滑状态）的基本寿命取自第 59 页的表格 - 此处为 
100。系统寿命按照第 59 页所示的方法计算：

20 kg

0.12 m

0.06 m

计算示例 4
一台测试设备使用 2 个 NVE...P1 单沿垫片滑道（参阅第 
26-27 页）搭配 2 个 BHJ 18 C NS 和 2 个 BHJ 18 E NS 
盲孔标准轴承（参阅第 32-33 页）实现一个水平工作台运
动。由 2 个 LB18F 润滑装置提供润滑。
工作台包含一个铸件，其重量为 8 kg，放置在相对于 4 个
轴承的中央位置。
工作台在运动时，将如图所示施加一个 80 N 的外部载
荷。
工作台重量施加的力为 8 kg x 9.81 = 78.5 N。
该力均匀分散在全部 4 个轴承之间，因此每个轴承的轴向
载荷为 19.6 N。
80 N 的外力由 2 个同心轴承共同承受。每个轴承承受  
40 N 的径向载荷。
该外力还施加一个转动力矩，该力矩将与轴承上额外的轴向反作用力相抵。
取 V 形在同心侧的力矩（忽略将要抵消的重量反作用力）我们可以得到：
逆时针力矩： 80 N x 0.03m = 2.4 Nm。
顺时针力矩： 2 x（每个偏心轴承上的反作用力）x 0.12 m
由于顺时针力矩 = 逆时针力矩，因此每个偏心轴承上的反作用力 =                    = 10 N。

由于没有不平衡的垂直力，同心轴承上的轴向反作用力将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即为 -10 N。
因此同心轴承和偏心轴承上的载荷如下：
偏心轴承：   LA = 19.6 + 10 = 29.6 N	   LR = 0
同心轴承：   LA = 19.6 - 10 = 9.6 N	   LR = 40 N
载荷系数 LF 按照示例 2 中的方法计算，LA（最大）和 LR（最大）的值取自第 59 页的表格:

这些 BHJ18 轴承在润滑状态下使用的基本寿命取自第 59 页的表格 - 此处为 100。载荷更重的同心轴承的寿命按照第 59 页
所示的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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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 =          +        +        +                   +                   = 0.1470
800

0
800

0
400 x 0.2

0
22

11.76
400 x 0.2

寿命 =                            =                                      = 3350 km基本寿命
(0.03 + 0.97LF)2 

100
(0.03 + 0.97 x 0.147)2

2.4 Nm
2 x 0.12 m

LF （对于同心轴承） =              +              =  0.27740 N
200 N

9.6 N
125 N LF （对于偏心轴承） =              +              =  0.2370

200 N
29.6 N
125 N

寿命 =                            =                                     = 3,750 km基本寿命
(0.03 + 0.97LF)3

100
(0.03 + 0.97 x 0.2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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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承式滑道的弯曲

当 GV3 滑道梁和垫片滑道作为自承式梁使用时（参阅第 10、12 和 14 页的应用示例），滑道在载荷和自身重量的作用
下将发生弯曲。在设计安装时，应谨慎考虑到这种弯曲，选择能够为工作提供足够使用寿命和满意刚度的滑道和滑道梁。

* 注释：
1. 悬臂式滑道的弯曲计算假定已对滑道的一端进行了绝对牢固的固定。这在实际应用中很难实现，并且由于支撑物具有柔性，额外的弯曲通常是允许

的。Hepco 将应客户要求提供法兰夹具的这方面数据。
2. 这里计算的是静态载荷下的弯曲。在某些情况下，动态载荷可能增大弯曲量。
3. 为了获得最大刚度，装配滑道和滑道梁时，应选择 EI 值更高的弯曲模式来抗弯曲。进行这类应用时应多加小心，确保偏载不会导致垂直面薄弱处过度弯

曲。

跨越式的滑道或滑道梁（如图所示）在跨距中点处的弯曲最大（当载
荷传过该点时）。此最大弯曲可通过等式 (1) 求出： L

F

d

由施加的载荷
引起的弯曲

由滑道或滑道梁的重量引
起的弯曲

悬臂式滑道或滑道梁的弯曲在载荷位于其冲程最外端时在非固定端达
到最大值。此最大弯曲可通过等式 (2)*1 求出：

由施加的载荷
引起的弯曲

由滑道的重量引起的弯曲

在上面的等式 (1) 和 (2) 中，L、k 和 d 是相关图示中所示的尺寸（单位 mm），F 是施加的载荷（单位牛顿）。EI 是滑道
或滑道梁材料的杨氏模量与截面惯性矩的乘积，该值是一个与滑道截面在施力方向上的刚度相关的常量。
Q 是滑道的质量（单位 kg/mm），g 是重力加速度 (=9.81m/s2)。
下表中给出了不同截面的 EI 和 Q 值：

水平弯曲

垂直弯曲

滑道
（垫片）
24-25 页

滑道
梁

30-31 页

法兰
夹具
39 页

FL3

48EId =(1)*2,3 5L4Qg
384EI+

FL2(3L-k)
6EId =(2)*1,2&3 L4Qg

8EI+



注释
*1 装配 AC 齿轮传动电机的齿条传动承载滑座将在速度达到标称速度的 50% 至 120%时产生标称的线性力。装置在标称速度

的 10% 到 180% 的极宽速度范围内工作时，力和工作负荷方面的表现将相对较低。
*2 有 3 个机械要素会限制齿条传动承载滑座可以产生的传动力。它们分别是：

i) 变速箱中齿轮的最大转矩（基于 1.4 的使用系数，该系数对应每天 8 小时高速运转）。对于低于或高于此标准的工作负
荷，许可力可能增大或减小。

ii) 变速箱轴承的载荷能力。反转力矩已基于假定的小齿轮直径和齿条传动承载滑座轴长计算得出。线性力将因其他设计因
素而异。

iii) 润滑良好的齿条和小齿轮的持续额定线性力。
表格中已列出了所有这些数值（为了方便以其他方式使用组件的客户)，但齿条传动承载滑座应用的性能将受三个系数中最小
系数的限制。此限制系数在表中以粗体显示。
AC 电机与齿轮箱的某些组合产生的线性力会高于限制性机械要素的额定值。这些组合以表中以斜体显示。实际的工作负荷
决定了是否可以使用这些组合。有关详细信息，请与 Hepco 联系。

齿条传动承载滑座 - 传动计算

如果客户要求系统使用配备齿轮箱或齿轮传动电机的齿条传动承载滑座，并需要计算系统所产生的速度和力，应参阅以下小
节。使用 Hepco 皮带传动承载滑座、皮带和皮带轮的系统与 Hepco DLS 传动线性系统的传动计算方法相同。请根据需要查
阅该目录。使用其他组件组合的客户应使用该目录中的数据以及常规计算方法评定系统的额定值。Hepco 将乐于应客户要求
为此选择过程提供协助。

如何选择适合的齿条传动承载滑座 + 齿轮传动电机组合
下面的额定值计算方法使用了最终算法的简化版本。该计算将从众多案例中挑选出合适的系统。对于非常规和两可情况，可
以将应用转给 Hepco 以获得精确的额定评估结果。要为给定的工作负荷选择正确的系统配置，请遵循下面概括的 3 个步骤：
1) 选择需要的齿条传动承载滑座尺寸，同时考虑以下因素：i) 承载滑座要支持的载荷 （参阅第 58-59 页了解详细的额定值）； 

ii) 需要的线性力（AURD...34... 的最大额定线性力为 400 N，而 AURD...54...的通常为 600-700 N，具体取决于齿轮速比）； 
以及 iii) 装置的物理尺寸（参阅第 48-49 页）。

2) 随后，用户应查阅相关表格确定电机尺寸、极数和齿轮箱转速比的组合，该组合应能够提供合适的工作速度范围和线性传
动力。如果装置要以单速运行，建议选择标称速度接近工作速度的装置。

（续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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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条传动承载滑座 - 传动计算

3) 多数情况下，会有不止一个组合能够满足对于速度和力的需求。在这类情况下，可以考虑以下次要因素：
i) 对于工作任务艰巨的应用场合，最好选择齿轮额定线性力最高的组合。
ii) 对于齿轮箱转速比小于 29:1 的电机，可以通过齿轮箱对电机进行反向驱动。这使得可以在电机断电的情况下手动

调节轴的位置，因此实际应用中可能会比较实用。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吊装应用中），反向驱动可能并不适
合。如果是这样，请指定使用电磁式制动器选件，或选择更高转速比的电机。

iii) 给定功率的双极电机要轻于四极电机。
iv) 为了获得最佳的动态性能，请使用四极电机。与通过更高转速比的齿轮箱传动的两极电机相比，四极电机可以提供

更急剧的加速和更出色的动态性能。对于给定的载荷，更大功率电机通常可以比更小功率电机更快地对系统进行加
速，但是如果载荷较轻，提高功率的优势并不大。

v) 四极电机可以使齿轮箱保持低速运行，最大限度地减少发热和延长寿命。
vi) 对于 AC 系统来说，额外增加电机功率的边际成本较低。如果面对两个不同功率的电机难以决定，较大功率的通常

是最佳选择，因为通常因此增加的成本很小。

如何选择适合的齿条传动承载滑座 + 齿轮箱组合
确定齿轮箱的方式与选择 AC 齿轮传动电机的方式类似。
系统实际产生的线性力将取决于电机产生的扭力、齿轮箱的效率、齿条和齿轮的传动效率、减速比和承载滑座的摩擦力。
使用以下等式可以计算得出：

在上面的等式中，τm 是电机产生的扭力（单位 Nm），ηg 是齿轮箱效率（该值因转速比和速度而异，但典型值为 0.9 - 0.75。 
请联系 Hepco 获取完整数据），ηr 为齿条和小齿轮的效率 (~0.9)，Rr 是齿轮箱减速比，Pr 是小齿轮半径（单位 m，对于 
AURD ...34...为 0.021 m，对于 AURD...54...为 = 0.027 m），Fc 是承载滑座的摩擦力（单位 N，对于 AURD ...34...为 ~25 N，
对于 AURD ...54...为 ~40 N）。
齿条传动承载滑座可以产生的线性力将受限于齿轮额定线性力、轴承和齿条与小齿轮中的最低者（如上表及第 64 页详
述）。客户应确保所选的电机扭力不会使机械组件过载。

齿轮箱
和齿轮传动电机

50-51 页

齿条传动
承载滑座
48-49 页

皮带传动
承载滑座
46-47 页

小齿轮
45 页

齿条
44 页

线性力 (N)= (            )τm x ηg x ηr x Rr

Pr
- Fc



系统的装配和调节*

通孔固定型轴承和轨道滚轮
松散装配组件后（减去载荷），应将同心轴承完全拧
紧，并将偏心轴承拧紧至足以允许调节的程度。
然后使用 Hepco 活动扳手套住偏心轴承的六角法兰，
缓缓转动直至滑道或轨道在每对轴承之间定型，达到没
有明显游隙但预载最小的状态。接下来，应检查每对轴
承的预紧是否合适，方法是用拇指和食指拿持轴承，在
保持滑道或轨道静止的同时，旋转轴承使其沿滑道滑
动。在轴承可轻松旋转的前提下，应可以感觉到一定程
度的阻力。
按这种方式调节和检查完所有偏心轴承后，应按第 67 
页表格中的建议扭矩设置完全拧紧固定螺母，然后以之
前的方法再次检查预紧情况。
请注意，过分预紧将缩短系统的寿命。不熟悉此设置程
序的客户可能希望购买预紧调节工具（仅针对标准轴承
可用），以作为培训辅助工具和质量控制部门的检查手
段。

其他调节手段
偏心轴承也可以使用标准的内六角扳手和 Hepco 套筒
工具进行调节。这种方法不必先拆除密封盖或盖擦刮器
即可进行重新调节；但是，调节时应格外小心，不要造
成过度预紧，而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产生的系统摩擦
判断是否发生过度预紧。由于此方法较难控制，建议仅
在无法使用活动扳手调节方式时使用。

盲孔固定型轴承和轨道滚轮
同心盲孔固定轴承或轨道滚轮只要使用螺钉和 Hepco 
活动扳手拧入安装面的螺纹孔之中并进行紧固即可。
确定每个偏心轴承或滚轮的位置时，应使用附带的两个
螺钉以足够的扭矩进行紧固，使其在紧固的同时仍然能
够通过偏心套筒进行调节。另外，还应采用与上面的通
孔固定类型相同的基本程序，以确保在最终拧紧固定螺
钉之前应用了合适的预紧力。

套筒工具

活动扳手

内六角扳手

预紧调节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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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装配和调节*

密封盖
密封盖的装配应在完成轴承调节工作之后进行。
要将密封盖装配到轴承上，应将承载滑座从滑道上取下，然
后将密封盖松散装配到承载滑座板。装配时可利用 Hepco 承
载滑座默认的通孔固定装置，也可以使用螺纹孔固定装置。
如选择后者，承载滑座板上应提供螺纹孔。每个密封盖都附
带 2 套塑料嵌件，以满足上述两种方法的需要。
装配好密封盖之后，应将滑道与承载滑座重新啮合并调节每
个密封盖，直至感觉毛毡擦刮器刚好与滑道 V 形表面接触，
并且系统运转时可以观察到已涂抹润滑脂。使用通孔固定方
法调节密封盖时，应小心地固定塑料嵌件，以防止其在拧紧
螺钉时移动。
进一步调节每个密封盖体，直到其 V 形面与滑道 V 形面接
触，可以获得更强的密封效果，但代价是导致摩擦力增大。
固定螺钉应完全拧紧，并为每个密封盖填充 2 号锂皂基润滑
脂，直至油脂溢出为止。
如果需要，可从 Hepco 订购润滑脂用外螺纹管接头（部件号 
CSCHF4034）或整套润滑脂枪。

盖擦刮器
盖擦刮器的装配应在完成轴承调节工作之后进行。
要将盖擦刮器装配到轴承上，应将承载滑座从滑道上取下，
然后将盖擦刮器松散装配到承载滑座板。装配时可利用 
Hepco 小型承载滑座默认的通孔固定装置，也可以使用螺纹
孔固定装置。如选择后者，承载滑座板上应提供间隙狭窄的
固定孔。
装配好盖擦刮器之后，应将滑道与承载滑座重新啮合并调节
每个密封盖，直至感觉每个盖擦刮器刚好与滑道 V 形表面接
触，同时系统运转时可观察到已涂抹润滑脂。
固定螺钉应完全拧紧，并为每个盖擦刮器填充 2 号锂皂基润
滑脂，直至油脂溢出为止。
如果需要，可从 Hepco 订购润滑脂用外螺纹管接头（部件号 
CSCHF4034）或整套润滑脂枪。

轴承/轨道滚轮调节工具和紧固扭矩
首次订购单独组件时，应同时订购活动扳手或套筒工具，这些工具只能从 Hepco 订购。

密封盖
36 页

盖擦刮器
37 页

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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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其他 Hepco 组件的安装和调节指南，可在组件的相关页中找到。

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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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孔固定方案

螺纹孔固定方案

螺纹孔固定方案

通孔固定方案

轨道
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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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滑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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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V 形滑道
 材料和表面光洁度：  高碳轴承钢 AISI 52100，V 形面经过硬化处理，达到 58-62 的洛氏“C”级硬度。经

过研磨的区域达到 N5 的表面光洁度。其他区域经过化学黑化表面处理。

平轨道
 材料和表面光洁度：  碳钢，所有表面均经过经过硬化处理，达到 58-62 的洛氏“C”级硬度。经过研磨的

区域达到 N5 的表面光洁度。其他区域经过化学黑化表面处理。
  
轴承和轨道滚轮
 轴承滚道和滚珠： 碳铬轴承钢 AISI 52100，经过硬化和回火处理。
 防护罩： 钢制
 密封件： 丁腈橡胶。 
 护笼： 塑料。 
 螺柱： 高强度钢，抗拉强度 = 695 N/mm2。经过化学黑化表面处理。 
 BH...“E”底板： 铸钢，表面经过化学黑化处理。 
 温度范围： -200C 到 +1200C

承载滑座板和法兰夹具
 材料： 高强度铝合金 
 表面处理： 消除阳极氧化，厚度为 15µm。

承载滑座板和滑道沉孔插头
 材料： 塑料。

密封盖
 材料： 主体： 热塑弹性体 
  嵌件： 耐冲击塑料 
  擦刮器： 毛毡 
 温度范围： -200C 到 +600C

盖擦刮器和润滑装置
 材料： 耐冲击材料，带毛毡擦刮器。 
 温度范围： -200C 到 +600C

 

V 形滑道系统的摩擦阻力
 摩擦系数（无密封盖、盖擦刮器和润滑装置情况下）= 0.02 
 密封盖和润滑装置将增添如下大小的摩擦力： 
 每个承载滑座 4 个密封盖或盖擦刮器 CS18 或 CW195 = 4 N， CS25 或 CW265 = 7 N，
  CS34 或 CW360 = 15 N， CS54 或 CW580 = 28 N 
 每个承载滑座 2 个润滑装置 LB12 = 1 N， LB20 与 LB195 = 1.5 N
  LB25 与 LB265 = 2.5 N	 LB44 与 LB360 = 3 N，
   LB54 与 LB580 = 4 N

外部润滑 
 密封盖和盖擦刮器应使用 NLGI 稠度为 2 号的润滑脂进行润滑。 
 润滑装置应注入粘度为 68 cST 的润滑油或类似油脂。另外也可以使用食品级润滑剂。

V 形滑道和轴承以及平轨道和滚轮的最大线性速度
 无润滑的 V 形滑道 =  2 m/s
 经润滑的 V 形滑道和所有平轨道应用 = 8 m/s

材料规格可能会因技术优势或可用性的原因而异。

更高的速度是可能的。速度取决于行程、
工作负荷和环境条件。}

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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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滑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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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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