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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专用薄壁密封轴承结构设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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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工业机器人专用薄壁密封四点接触球轴承和薄壁密封交叉滚子轴承的结构形式、特点；重点介绍

了产品设计中主参数的优化、关键结构参数的设计及选取原则，为国内工业机器人专用配套轴承的系列开发提

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和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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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对代表现代

制造技术的各类机器人的需求日益增加。如大型

工程机械、汽车、家电等自动化生产线，以及提升

国家高科技战略地位的深海载人潜水器、仿人仿

生机器人和喷漆、弧焊、点焊、装配、搬运工业机器

人等。作为机器人的关键配套专用轴承，对机器

人的运转平稳性、重复定位精度、动作精确度以及

工作的可靠性等关键性能指标具有重要影响。目

前，机器人用轴承种类较多，如薄壁深沟球轴承、

薄壁角接触球轴承、薄壁四点接触球轴承和薄壁

交_叉滚子轴承等。由于薄壁四点接触球轴承和薄

壁交叉滚子轴承具有承受联合载荷能力强、精度

高、摩擦力矩小、重量轻、运转平稳等特点，因此大

多被应用于工业机器人的腰部、肘部、腕部等部

位。

自从20世纪60年代机器人进入工业领域以

来，无论是机器人的数量，还是机器人的技术都有

了迅猛的发展。作为机器人关键零配件的专用配

套轴承，国外一些轴承公司如日本的IK0、THK、

NSK和美国Koydon等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研

制出用于机器人各部位的系列化专用配套轴承，

为机器人产业提供了80％左右能满足机器人需要

的基础元器件，为工业机器人的迅速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配套技术基础。国内工业机器人配套轴承

大部分依靠进口，少数厂家虽然生产制造工业机

器人配套轴承，但批量小、品种规格少，零部件通

用化程度低，供货周期长，成本高，而且质量不稳

定，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国内工业机器人产业的

正常发展。为促进国内工业机器人专用轴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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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工技术的提高，本文主要对工业机器人专用

薄壁密封四点接触球轴承和薄壁密封交叉滚子轴

承结构形式、特点以及产品设计的关键技术予以

介绍。 ．

1工业机器人专用轴承结构形式

工业机器人专用薄壁四点接触球轴承通常有

带密封圈和不带密封圈的结构形式(见图1)。其

主要由内圈、外圈、保持架、钢球或非接触式密封

圈组成。内、外圈均为整体结构，钢球与内、外圈

沟道呈四点接触，保持架为冠形插人式结构。适

合安装在工业机器人的腕部、肘部等关节部位。

薄壁交叉滚子轴承通常有满滚子结构和带冲压保

持架或隔离件的结构形式(见图2)。势便于装

配。交叉滚子轴承外圈或内圈采用双半结构。用螺

钉连接，内、外圈滚道与轴承轴线呈45。角。滚道之

间交替放置互成90。的圆柱滚子，滚子直径一般应

大于滚子长度，可承受径向载荷及两个方向的轴

向载荷以及倾覆力矩，相当于两套接触角口=45。

的角接触轴承背靠背安装的组配。特别适合安装

在工业机器人的腰部、肩部等关节部位。

(a)无密封圈 (b)带密封圈

目l薄壁田点接触球轴承

  万方数据



蔡紊然等：工业机器人专用薄壁密封轴承结构设计分析

2 礞蠢嶷

(a)满穗子结构 (b)带隔离块的结构

田2薄壁交叉班子轴承

2工业机器人专用轴承特点

2．1薄壁密封四点接触球轴承特点

(1)外径与内径之比较小，滚动体直径小，数

量多。与相同内径的标准轴承相比。其重量约为标

准轴承的5％，横截面积约为标准轴承的20％。

(2)定截面轴承：薄壁四点接触球轴承系列，

轴承攒截面尺寸相同，不随内、乡F径的变化而改变。

(3)能承受径向载荷、双向推力载荷和倾覆

力矩，相当于两套背对背安装的角接触球轴承，但

其宽度只相当于—套角接触球轴承的宽度。

2．2薄壁密封交叉滚于轴承特点

(1)滚子与滚道的接触形式为线接触，与球轴

承相比，其载荷容量较大，～般是相同尺寸球轴承

额定载荷的5—15倍，因此承载能力强，工作可靠

性高，寿命较长。

(2)滚子直径相对较大、有效接触长度适当增

加，因此，滚子在外载荷作用下，轴承的轴向和径

向刚性均较高。

(3)采用大直径、小截面，可以节省径向和轴向

空问，有利于主机结构的紧凑化，能简化主机结构。

(4)采用双半外圈结构，通过修磨或研磨两个

半外圈接合面，即可达到预定的游隙，调整游隙非

常方便。

3 薄壁四点接触球轴承设计

3．1主参数优化设计

轴承主参数的确定是设计过程中的重要环

节，薄壁四点接触球轴承主参数(钢球直径DI、钢

球数量Z、球组节圆直径砧)的选取，应在保证轴
承使用性能如最大刚性、最小摩擦力矩等要求的

前提下。使轴承的寿命最长。工业机器人轴承主

要失效形式是接触疲劳失效或精度丧失，因此，薄

壁四点接触球轴承仍以最长接触疲劳寿命，也兢

是最大额定动载荷为设计目标函数，郎

maxf(c)=maxC,

：mx[1．瓢(ieos口)”矛4·见11] (1)

式中：i为钢球列数，四点接触球轴承钢球列数虽

为1，但由于在承受径向载荷时，钢球与内、外圈沟

道四点接触，在此取f=2；口=30。。

由于其沟曲率半径系数不符合GB／T6391—

2003规定，系数．‘按下式计算“J ，纠．07A错(嘉)“·
{l+[L 04(暑)1”躺尸⋯”)03(2)
式中：^=o-95；'，=D，cosw'Dw；a=30。-J,为内圈

沟曲率半径系数以为外圈沟曲率半径系数。

3．2约束条件

(1)球径约束

D， ． ⋯丽。％ ‘3，

由于轴承横截面尺寸相同，故^。=O．25。

(2)球数约束

—堡譬+l≤z≤—堕等+1(4)
2arcsin(}) 2aresin(})

u严 u一

由于轴承套圈壁较薄，轴承填球角还可适当

取大一点。

(3)球组节圆直径约束

％=0．5(D+d) (5)

轴承属于薄壁轴承，球组节圆直径取为轴承

内径d和外径D的平均值，不适宜外移。

根据轴承设计且标函数和约束条件，采用网

格法，通过计算机优化程序。完成轴承主参数：钢

球直径、球数和球组节圆直径的确定。

3．3关键结构参数设计

根据薄壁密封四点接触球轴承在机器人中的

使用状况和长寿命、高刚性、低摩擦的使用要求，

在设计中不仅要考虑尽可能大的额定动载荷，同

时针对薄壁轴承横截面较小的特点，要精心选择

每个结构参数的最佳值，以改善轴承零件接触应

力分布，达到有利于润滑油膜形成的最佳接触状

态，提高轴承的使用寿命。
3．3．1 内、外套圈沟道曲率半径系数的确定

内、外套圈沟道曲率半径系数的大小直接影

响轴承的载荷容量、寿命、刚性以及摩擦力矩等性

能参数。例如沟曲率半径系数增大。摩擦力矩减

小，载荷容量藏小，寿命缩短；沟曲率半径系数减

小则相反。因此沟曲率半径系数选取应根据使用

性能要求而定，如低速重载时，套圈取较低的曲率

半径系数嘏=o．505一o．51Z=o．52一o．525i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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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要求高速肘，曲率半径系数内圈大、外圈小瓴=

o．53一o．57工=o．51一ot 54。对工业机器入用薄

璧四点接触球轴承其主要要求摩擦力矩低。灵活

性好，故内、外圈的沟曲率半径系数选取较大，取Z

=正--0．55。

3．3．2套圈沟道位置

由于薄壁四点接触球轴承内、外圈采用整体

结构，而且截面积只有相同内径标准轴承的20％，

所以保持架径向壁厚取值有限，如果按通用轴承

那样，沟道位置设计在轴承宽度中心，轴承形成对

称结构。保持架兜孔底部强度将受到影响，同时密

封圈的安装位置也将受到限制，因此，为保证轴承

保持架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密封圈有足够的安装空

间，沟位置采取对两便4端面不对称的设计。
3．3．3挡近高度的确定

工业机器人用四点接触球轴承处于工作状态

时，除承受一定的径向载荷外，还承受一定的轴向

载荷。在承受轴向载荷时。钢球与滚道之问将形

成接触椭圆，若轴向载荷过大，可能造成钢球与

内、外圈挡边边缘接触或挡边与滚道之间的接触

椭圆被截断，产生应力集中，使轴承套圈发生疲劳

磨损，早期失效。因此，挡边高设计时，需根据轴

承承受轴向载荷大小。利用Hertz接触应力理论推

算出轴承套圈最小挡边高度”1，从而计算出套圈

挡边直径。实际设计时考虑到四点接触球轴承截

面积较小，套圈壁较薄，在满足使用要求前提下，

挡边高系数取值要比深沟球轴承小。

3．3．4保持架设计’

保持架的作用是等距离地分隔滚动体，引导

滚动体的运动，减少摩擦，改善润滑等。设计时．

应使其兜孔形状有利于轴承的润滑、降低摩擦力

矩的同时又具有足够的强度以便于加工和装配。

根据这些要求。工业机器人用四点接触球轴承保

持架可以选用尼龙66加25％玻璃纤维的塑料冠

形保持架或车制黄铜实体保持架。目前国内工业

机器人用轴承批量较小，采用较多的还是车制黄

铜实体保持架。由于轴承的内外圈为整体结构，

并且截面空间有限，为了增加保持架的强度，同时

考虑到轴承球效较多。便于装配，保持架设计时。

采取两个或三个球兜孔不带锁量，一个球兜孔留

有锁量的特殊冠形保持架结构。

3．3．5密封结构设计

工业机器人正在向小型化、轻量化、精密化发

展。因此工业机器人用轴承的润滑最好采用带密

封结构的润滑方式进行脂润滑。轴承的密封性能

是衡量密封轴承的重要指标之一，密封轴承的早

期破嚣，往往是轴承密封不好。污染物进入轴承使

润滑脂逐渐失效所致。因此设计密封轴承时，密

封配合副要安全可靠，同时要考虑到轴承的具体

工作要求和轴承的具体结构形式。针对工业机器

人轴承壁薄的特点，外圈密封槽和密封圈唇部的

配合，设计时采用轴向定位，侧向压缩的定位配合

形式，这种方法可以避免由于外圈密封唇压缩量

过大，使外圈变形过大，外圈椭圆度超差，而且具

有装配压力小，装配容易等特点。轴承内圈与密

封唇的配合方式一般有两种．内圈密封唇与内圈

挡边接触的接触式密封和内圈密封唇与内圈挡边

不接触的非接触式密封。接触式密封相对于非接

触式密封防尘漏脂效果要好，但其摩擦力矩较大，

温升较高，考虑到摩擦力矩较大，对机器人主机有

不利影响．设计时一般采用非接触式密封结构。

另外由于轴承套圈壁很薄，加工密封槽时。轴承

内、外围易变形，所以内圈挡边采用无槽结构，但

要严格控制密封间隙。

4薄壁交叉滚子轴承设计

4．1主参数优化设计

薄壁交叉滚子轴承主参数优化设计同薄壁四

点接触球轴承一样，也是以最大额定动载荷作为

设计目标函数，即

ma讥c)=m“C

=m鼹[1．Z／o(／L．ema0 7'9·D。”】(6)
式中：滚子列数i=l；接触角口=45。；k为滚子有效

锻，k=L一虬；儿为滚子有效直径，D。=以。
4．2约束条件，

n

(1)滚子直径约束：0．312≤鲁≤o．515 (7)
廿

式中：口为轴承宽度；DT应选取相近的标准滚子直

径。

(2)滚子长度约束：L=DT—P C8)

由于交叉滚子轴承的圆柱滚子十字交叉排列

在滚道内，其承受外力后，滚子圆柱表面与滚道之

问产生支反力，而滚子端面与滚道之间不应产生

支反力，因此滚子长度必须小于滚子直径，取s=

o．1—0．3。

(3)滚子组节圆直径D。约束：E0．5(O+妨一

o．01(D—d)]≤D一≤[o．5(D+d)4-0．002(D—
d)] (9)

C4)滚子数z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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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三兰，-======== (10)
2arctan~，D。2／(D"。-2D_2)

Z取舍去小数部分的整数。

(5)圆周总间隙约束：卢。≤∞≤岛 (11)

轴承截面不同，其圆周总间隙选取也不同，其

中给定的最小、最大周向闯隙：岛=o．5，芦2=1．2。

根据轴承设计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采用双降

法，通过计算机优化程序(程序框略)，完成轴承主参

数：滚子直径、滚子数、滚子组中心圆直径和滚子长度
的确定。

4．3关键结构参数设计

4．3．1轴承游隙的确定

对于交叉滚子轴承而言，游隙尤其是径向游

隙对轴承的载荷分布、摩擦力矩、使用寿命以及振

动和噪声等具有较大影响。对机器人专用轴承而

吉，通常情况下是根据轴承在机器人中的不同安

装部位、实际工况条件以及使用要求，对径向游隙

进行正确选择。一般可以选择基本组游隙，对于

刚度要求较高或重复定位精度要求严格的场合，

可以采用零游隙或负游隙，即施加预载，以提高刚

度和旋转精度。与其他类型轴承所不同的是，交

叉滚子轴承内、外圈的四个滚道组成的容纳滚子

的空间截面呈正方形。若有游隙，内、外圈的径向

相对位移量与轴向相对位移量是l：l的关系，因

此其径向游隙与轴向游隙也是1：I的关系，可以

通过控制其轴向游隙，对径向游隙进行问接的控

制。

4．3．2滚子圆周总问隙∞的确定

滚子圆周间隙m的大小对轴承的性能影响很

大。圆周间隙过大，轴承在运转过程中容易发生

滚子的歪斜，对轴承的承载均匀性及运转平稳性

极为不利，甚至影响轴承的正常滚动；间隙过小

时，运转灵活性差，会造成摩擦力矩增大，有时轴

承甚至会卡死。因此，应合理选择圆周总问隙。

对满装滚子结构，通常根据轴承的内径在0．5—
1．2 m范围内选取，对带隔离件结构，圆周总间
隙还可以适当放大，以保持旋转灵活和运转乎稳。
4．3．3 内、外圈挡边直径的确定

内、外圈挡边直径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滚子与

滚道的有效接触长度，因此。在结构尺寸允许的情

况下，应尽可能增大挡边尺寸。此外，由于外圈滚

道和内圈滚道与滚子接触的载荷区相对滚子的中

心线是非对称的，容易造成滚子的歪斜。而滚子的

歪斜对轴承的正常运转是十分不利的，并且载荷

越大，尤其是力矩载荷越大，滚子的歪斜越严重。

为了最大限度减小滚子的这种歪斜，应尽量增大

挡边尺寸。通常情况下，外圈挡边直径02=D。+

e。内圈挡边直径d2=D。一岛，岛的值根据轴承宽

度的划、在o．4一O．8之问选择，可以保证有效接
触长度，提高轴承的轴、径向承载能力和刚度，同

对减小滚子的歪斜，提高轴承的运转性能。

4．3．4保持架的结构设计

交叉滚子轴承保持架主要有两种结构形式，

一种是整体式冲压保持架，另一种就是所谓隔离

件，如图3所示。工业机器人用交叉滚子轴承多

采用尼龙1010材料铆成的隔离件而很少采用整

体式冲压保持架。隔离件的优点是可以有效防止

滚子发生歪斜，提高轴承的运转平稳性。设计时，

取隔离件与滚子相配的圆弧半径R。=0．53 D：，可

以保证滚子与隔离件圆柱表面接触良好、运转灵

括、可靠。隔离件两圆柱面之问的距离b。影响轴

承的圆周总间隙m，因此应根据相邻滚子之间的

圆周间隙s计算出b。值，以确保获得适当的圆周

总间隙m。。

图3交叉灌子轴承甩隔离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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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专用的薄壁密封四点接触球轴承

和薄壁密封交叉滚子轴承，由于结构特殊、套圈壁

厚薄等特点，对轴承的设计提出了很高要求。通

过对工业机器人用两类轴承的设计关键技术的研

究，为国内工业机器人专用配套轴承的系列开发

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也为工业机器人轴承产

业化生产奠定了可靠的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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