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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NSK 精机产品滚珠丝杠分册 
(CAT. No. CH3180) 的发行

感谢长久以来广大客户对 NSK 精密机械产品的惠顾。

近年来，随着高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对于精密机械设备

传动部件的要求不断向高精度、高负载、长寿命、易维护等方

向提高。因此 NSK 的滚珠丝杠、直线导轨、定位承载装置越来

越受到广大客户的关注和信赖。同时，我们的产品性能也一直

在提高、技术也越来越多样化，包括小型轻质、高可靠性、高

速静音、易维护保养以及特殊环境对应等。

针对上述需求，我们编订了精密机械产品的新版综合样本，

新版本大幅更新了原有技术内容，前半部分主要为产品选型说

明及技术计算分析的详细解说，而后半部分主要为应用于不同

产业的产品参数图表。另外，将特殊环境、润滑脂等与精密机

械产品紧密相关的内容进行汇总，以彩页呈现给客户以求形象

生动、易于理解。

为了便于用户对滚珠丝杠选型，我们特意发行了《滚珠丝

杠分册》，希望能够为您选出最适合的产品以满足各种使用要

求，再次对您的惠顾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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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滚珠丝杠选型练习例 ......................... A87

 18. 参考资料 ..........................................A101

 19. 技术服务介绍 .................................. A102

 20. 滚珠丝杠使用注意事项 ................... A103

A-3　滚珠丝杠尺寸表
 1. 标准滚珠丝杠 .................................... A105

 2. 标准螺母定制滚珠丝杠 ..................... A427

 3. 特殊用途滚珠丝杠 ............................ A489

A. 滚珠丝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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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NSK 直线导轨 D. 其他

B-1　NSK 直线导轨的特点
 1. 滚动式导轨与滑动式导轨的比较 ........... B1

 2. NSK 直线导轨的构造及特点 ................ B2 

B-2　NSK 直线导轨的种类 ............... B5

B-3　NSK 直线导轨的选型概要
 1. 选型流程图 ..........................................B13

 2. 额定寿命及基本额定载荷 ....................B15

 3. 预紧 .................................................... B28

 4. 精度 .................................................... B32

 5. 导轨制作范围 ..................................... B37

 6. 润滑 .................................................... B38

 7. 防尘 .................................................... B52

 8. 防锈 ( 不锈钢、表面处理 ) .................. B57

 9. 特殊环境适用 ..................................... B60

 10. 配置及安装方法 ................................ B67

 11. 选型事例 ........................................... B79

 12. 参考资料 ........................................... B90

C. 定位承载装置 TM

C-1　定位承载装置 TM

 1. 特点 ...................................................... C5

 2. 分类和系列 ........................................... C7

 3. 选购件 .................................................. C9

 4. 定位承载装置的选型 ............................C10

 1. 特殊环境 ............................................... D1

 2. 润滑 .................................................... D13

 3. RoHS 适用 ......................................... D24

E. 附表

 1. 国际单位系 (SI) 的换算 ..........................E1

 2. N-kgf 换算表 .........................................E3

 3. kg-lb 换算表 ..........................................E4

 4. 硬度换算表 ............................................E5

 5. 轴尺寸许可范围 .....................................E7

 6. 内孔的尺寸许可范围 ..............................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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