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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
感谢您购买和使用本公司产品。

本使用说明书对本产品的有关安全使用注意事项、操作方法和产品构造、安
装调试和保养等所需的信息进行了说明。

在使用本产品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安全使用。
产品附带的软件数据包中收录了本公司产品的使用说明书。在产品使用时，
请打印对应使用说明书的必要部分，或在 PC 上显示使用。

请在阅读后妥善保管本手册，以便在需要时可随时取阅并遵照必要事项。

本手册可在银光官网和公众号上下载或获取。（www.sz-vinko.com）

【重要提示】
·本使用说明书为本产品专用说明书，请勿使用在非指定的产品或机型上。

·不能进行本说明书记载之外的运用。对超出记载之外的运用造成的后果，本公司不承担

任何责任，敬请谅解。

·本使用说明中记载的内容和事项可能由于产品改良或升级而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对于本使用说明书中的内容，如有任何不清楚或疑问，请向本公司业务人员或技术人员

进行咨询。

·未经允许，不得擅自使用或复制本说明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名称和术语】

未进行特别限定时，单轴机械手、电动滑台、电缸、单轴机器人、电动执行器均指具有
电机驱动功能的执行引动单元或模块（Electric Linear Actuators）。当没有配备电机时，
也常称为直线模组或线性模组（Linear Modules）。

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 (Positioning accuracy, Repeatability)

定位精度也叫绝对定位进度，指实际移动距离和指令距离之间的最大偏差量。
重复定位精度是指多次实际移动距离之间的最大偏差值，一般以同一方向至同一个目标
点进行 7 次重复定位和测量，该测量读数的最大差值的 1/2 之前标注±符号，作为测量
值。

额定推力 (Rated thrust)

额定推力是马达在额定转矩和额定速度的运行状态下，通过滚珠丝杠或同步齿形带传动，
将马达转矩转化为直线运动的推力值。计算方法如下：

F=2π·T·η·103/ P
F：额定推力（Ｎ） Ｔ：马达额定转矩(N·m) η：传动效率（一般取 0.9）
P：导程或导程当量(mm)

允许突出量 (Overhang load length)

当负载重心和滑台产生偏置时，以及在加减速阶段，都会产生附加力矩。允许突出量和
允许偏置负载由线性导轨的承载能力和寿命决定。当超过允许范围使用时，必须另行设
置支撑导轨，或降低动作条件，避免单轴机械手线轨超负荷运行。

动态容许力矩 (Dynamic allowable moment)

动态容许力矩是寿命指标，表示使单轴机械手的行走寿命达到标准额定寿命的力矩。本
公司规定为设定使用寿命为 10,000km 时，直线运动单元可以承载的最大力矩值，在不超
过容许力矩的场合运行，可以获得更长的寿命。超过容许力矩运行将会降低机械手的使
用寿命。

行走直线度/平行度 (Straightness/)

行走直线度/平行度：将机械手固定在基准平台上（一般应将机械手的底面通过螺钉紧固
于基准平台），在滑块上设置千分表，测量头接触基准面（底部基准面或侧向基准面），
进行移动和测量，将该读数的最大差值作为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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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注意事项

1-1 安全标志

对各机型产品采取任何措施时，请务必遵守本章节有关安全的指示和注意事项。忽视必要的
安全作业规范或不当操作，可能会造成设备的故障，机器受损，甚至会导致使用者或相关人
员的伤亡等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在本使用手册中，使用下列标记对各章节操作步骤的注意事项和要点说明。请严
格遵守这些注意事项。

危险！
危险：错误操作会导致死亡或重伤事故发生。

警告！
警告：错误操作可能会导致死亡或重伤事故发生。

注意！
注意：错误操作会导致受伤或财物受损。

说明！
说明：说明机器人操作步骤中的要点。

本使用手册无法详细说明所有的安全相关事项。因此，请务必确认相关的操作人

员具备有关安全的正确知识和进行正确的判断，以确保操作人员能够完全胜任相

关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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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特别重要注意事项

在本产品的使用过程中，特别重要的注意事项如下所示。

（1） 设备运行时的注意事项

· 为了防止操作者或者其他作业人员接触到本产品的可动部位而导致受

伤，必须设置安全防护装置，避免进入本产品的可动范围内。

· 安全防护装置的入口处，应设置打开入口就会紧急停止设备动作的连

锁装置。

· 安全防护装置除设有连锁装置的入口外，不得有其他入口。

· 请将附带的警示标签贴附在安全防护装置的醒目位置。

危险！

接触运行中的机械或电气部件，会导致重伤事故的发生。

·自动运行中，禁止进入设备的安全防护装置内。

·必须按下紧急停止键后，方可进入安全防护装置内。

（2） 注意运动部件夹住手或身体部位。

· 进行机器的搬运，调试时，应注意避免手等身体部位被机器夹伤。

· 请将附带的警示标签贴附在本产品或本产品附近的醒目位置。

警告！

有夹伤的危险。

禁止手等身体部位接近本产品的可动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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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禁止撕毁，污损警示标签。

警告！

警示标志被去除或不清晰会导致用户不注意，从而导致事故发生。

· 禁止撕毁，污损或改变主机上的警示标签。

· 避免安装设备时遮挡住主机上的警示标签，如不可避免，请另行在醒

目位置添加同种标签。

· 保证有足够的照明或光线，以便可以看清标签内容。

（4） 禁止在有可燃性气体等环境中使用。

警告！

· 本本产品不是防爆规格。

· 禁止在有可燃性气体，可燃性粉尘、易燃性液体等环境中使用，否则

会导致爆炸和火灾事故。

（5） 静止在可能有电磁干扰的场合使用。

警告！

禁止在有可能有电磁干扰、静电放电、无线电干扰的场合使用本产品，否

则会导致本产品误动作。

（6） 包含 Z 轴(垂直轴)的本产品的防跌落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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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Z 轴必须安装有断电制动装置，制动解除，上下轴负载会掉落，导致危险

发生。

· 紧急键被按下，或解除制动前，请外加支撑机构支撑 Z 轴。

· 操作和调试设备时，禁止头，手等身体部位位于 Z 轴之下。

（7） 末端执行部件的安全措施。

警告！

· 末端执行机构的设计和制作应避免因电源或气源等消失或波动而发生

的危险（如工件跌落）。

（8） 拆除马达或动力连接部件时的注意事项。

警告！

拆除马达或动力连接部件(联轴器，同步带等)时，负载可能因重力而滑落，

从而导致危险发生。

（9） 本产品出现损伤或螺丝松动时的措施。

警告！

本产品出现损伤或螺丝松动时，应立即停止设备运转，待异常消除后方可

重新运行。

（10） 注意参数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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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请采用符合允许负载，力矩，速度，加速度等系数的情况下工作，否则，

会导致寿命缩短，精度下降，机械振动，噪音不良等异常。

（11） 安装，调试，检查时的注意事项。

警告！

禁止对本设备进行改造，更换部件后运行。禁止进行本手册未提及的安装，

调试，检查和保养等操作。

1-3 操作注意事项

（1） 请勿将速度、加减速度设定为允许值以上。

超过速度及加减速度允许值运行时，可导致杂音、振动、故障及使用寿命

缩短。

（2） 允许负载力矩请控制在允许值以内

超过允许负载力矩允许值运行时，可导致杂音、振动、故障及使用寿命缩

短。极端情况可能导致导轨和滚珠丝杠严重损坏和脱落。

（3） 伸出长度请控制在允许值以内

伸出长度超过允许值，会导致负载末端定位不准、振动、杂音和寿命缩短，

严重时会导致滚珠丝杠和导轨的异常损坏。

（4） 避免撞击障碍物。

非正常撞击会对电动滑台本体开裂或传动部件（联轴器、同步轮、同步带、

轴承、滚珠丝杠、导轨等）损坏或寿命缩短。

（5） 超短距离往返运动需增加润滑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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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0mm 以下的短距离往返运动，由于导轨承载钢球无法进入循环轨道，

会导致油脂无法均衡到承载钢球。在设定程序时，应每往返 5000 次设定

5-10 次 50mm 以上的往返运动，是的油脂可以渗透到滚动部件。极端情

况下，会导致导轨和滚珠丝杠发生剥落和卡死。

（6） Z 轴(垂直轴)防掉落功能

包含垂直(或倾斜)负载的情况下，Z 轴必须使用带断电制动器的电机或外

加防掉落机构。防止负载在断电或动力消失情况下的负载下滑和掉落而造

成的危险。

（7） 请勿将按压或将尖锐物件放置到防尘钢带上。

防尘钢带禁止重压，禁止将尖锐物件放置钢带上，否则，会导致钢带变形

和损坏。

（8） 请切实遵守本手册安装电动滑台。

不规范的电动滑台安装和固定，会导致噪音、振动、故障和寿命缩短。

1-4 电动滑台的试运转

电动滑台的安装，调整，检查，保养和修理等操作完成后，请按下列步骤进行试

运转。

（1） 接通控制器电源前的确认事项。

接通控制器电源前，请确认以下事项。

1. 本产品的主机部分安装是否正确。

2. 本产品的线缆，接头是否安装正确。

3. 气路等连接是否正确。

4. 与外围设备的连接是否正确。

5. 是否已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6. 设置环境是否符合要求。

（2） 接通电源控制器后的确认事项。

接通控制器的电源后，请在本产品可动范围之外进行操作。

1. 是否按照指令进行启动、停止、模式选择等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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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轴是否按指定动作，软限位是否有效。光电限位开关是否有效。

3. 末端执行机构是否按指令动作。

4. 与末端执行机构，外围设备的信号交换是否正常。

5. 急停功能是否有效。

6. 本产品定点位置是否正确。

7. 安全防护装置是否工作正常。

8. 自动运转是否正确动作。

（3） 进入安全防护装置内的操作

进入安全防护装置以内时，除下列情形外，必须切断电源，并在醒目位置

悬挂“作业中，请勿启动任何开关和按钮”的标识牌。以免其他人员操作控

制器的电源开关和按钮。

（1） 行程限位开关的设定。

（2） 必须带电操作的动作设定。

带电操作时，请从安全防护装置外进行以下确认：

1. 目测检查安装防护装置内是否有危险情况。

2. 控制按钮和操作界面动作是否正常。

3. 设备是否存在故障。

4. 急停装置是否正常动作。

5. 本产品必须禁止自动运转。

在安全防护装置内，绝对禁止进入本产品动作区域。

1-5 电动滑台自动运行

（1） 进行自动运转前的确认事项

进行自动运转前，请确认以下事项：

1. 没有人在安全防护装置内。

2. 操作界面和工具等在规定的位置。

3. 本产品或外围的异常指示灯等未显示异常。

4. 已设置安全防护装置，连锁机构等安全措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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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动运转时发生异常情况时

1. 开始自动运转后，请确认运转状态，指示灯均显示为自动状态。

2. 自动运转中，绝对禁止进入安全防护装置内。

3. 发生异常，需要进入安全防护装置内时，请先按下急停开关，使机器

停止工作。并在启动开关处悬挂警示标牌后方可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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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和调试

2-1 产品确认

开箱后，请依据《发货单》检查产品的外观和清点产品组成内容。如有运输时造成的

产品损伤以及组成内容不符，请立即联系本公司或本公司经销商。

1）型号铭牌说明

2）型号编码说明

提示：铭牌型号详细说明请参照最新版《产品选型手册》。

型号
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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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产品各部分名称

IX 系列马达直连型：(1K 型）

IX 系列马达折返型（左侧、右侧、底侧）：(2L/2R/3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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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 系列马达直连型：(1K 型）

IX 系列马达折返型（左侧、右侧、底侧）：(2L/2R/3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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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本产品的使用环境要求

使用本产品时，请严格遵守以下使用环境要求：

项目 规格要求
允许环境温度 0~40℃
允许环境相对湿度 35~85%RH（无凝结）

周围环境

无水，切削液，油污，粉尘
无腐蚀性气体，腐蚀性物质
无可燃性气体，粉尘，液体环境
无电磁干扰，静电放电，无线电干扰

震动 无撞击，震动

警告！

请勿在超出允许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的情况下使用，禁止在有水，有油，

腐蚀性气体和粉尘的环境中使用，否则可能会导致漏电，漏油或误动作及

故障。

警告！

本机器不具备防爆功能。

静止在有可燃性气体，可燃性粉尘，易燃性液体等环境中使用，否则会导

致爆炸和火灾危险。

警告！

请勿在可能有电磁干扰，静电放电，无线电干扰的场所使用，否则会导致

本产品误动作。

警告！

请勿在强烈震动的场所使用本产品。否则可能会引起本产品主机的安装螺

丝松动，导致本产品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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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安装台面条件要求

安装本产品所使用的台面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1） 安装本产品的台面在本产品工作时会受到较大的冲击力，因此安装台面

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和稳定性。

警告！

安装台面刚度不够会导致本产品在动作过程中产生抖动和共振现象，

对作业产生不良影响。

（2） 安装台面的平面度精度应小于 0.05mm/500mm。

（3） 在安装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增加本产品底座和安装台面的接触

面积。

警告！

安装台面平面度精度不够，会降低定位精度下降，使直线导轨强制变

形，从而影响使用寿命。

（4） 安装台面震动过大会影响电动滑台的正常使用，请注意不要在强烈震动

的场合使用。

警告！

请勿在强烈震动的场合使用，震动加速度不超过 0.3G（1G=9.8m/sec2）。

2-5 电动滑台本体的安装

电动滑台本体的安装指仅使用一个机械臂的使用情况。电动滑台的安装原则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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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多轴机械手臂的安装。

（1） 电动滑台的方位识别标记。

电动滑台底面设计有基准侧标记。电动滑台的基准侧在靠近基准标记的一侧。

在设计电动滑台安装时，使用基准侧定位和销钉定位不可同时使用，否则

会造成过定位导致缸体变形。

（2） 定位销的使用

电动滑台的本体底座上均设计有定位销。

警告！

采用销孔定位时，销钉深入的长度不能超过销孔的深度，否则本产品

本体底座无法与安装台面正常贴合。

（3） 电动滑台的安装方法分为上锁式安装和下锁式安装。

（4） 电动滑台安装螺钉紧固扭矩参考值

固定螺丝请使用 10.9 级以上强度的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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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滑台
系列

上锁式规格 下锁式规格 底座销钉规格

IX-04N
M4×30 以上

紧固扭矩：3~5Nm
M5 拧入深度 12mm
紧固扭矩：6~8Nm

∅ 4 h6

IX-05N
FX-05N

M4×30 以上
紧固扭矩：3~5Nm

M5 拧入深度 12mm
紧固扭矩：6~8Nm

∅ 5 h6

IX-07N
FX-07N

M5×40 以上
紧固扭矩：6~8Nm

M6 拧入深度 15mm
紧固扭矩：10~12Nm

∅ 5 h6

IX-08N
FX-08N

M5×40 以上
紧固扭矩：6~8Nm

M6 拧入深度 15mm
紧固扭矩：10~12Nm

∅ 5 h6

IX-10N
FX-10N

M5×50 以上
紧固扭矩：6~8Nm

M6 拧入深度 15mm
紧固扭矩：10~12Nm

∅ 5 h6

IX-12N
FIX-12N

M6×50 以上
紧固扭矩：10-12Nm

M8 拧入深度 15mm
紧固扭矩：25~30Nm

∅ 6 h6

IX-15N
FX-15N

M8×60 以上
紧固扭矩：25-30Nm

M10 拧入深度 20mm
紧固扭矩：50~60Nm

∅ 8 h6

（5） 负载物的安装

电动滑台滑块上设有螺纹孔和销钉孔。安装负载时，请参照产品手册螺丝

安装深度，如拧入深度超过下表深度，可能导致螺丝和护盖或本体发生干

涉。

滑块上设有 2 处销钉孔，要求安装、拆卸后的安装位置保持固定时，请使

用该销钉孔。当需要直角度微调时，请使用滑块的单个销孔进行调整。

（6） 工作力矩的校核

警告！

当安装的负载悬出时，会产生力臂，请务必对工作力矩进行校核。

工作力矩计算方法参照《产品选型手册》选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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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负载能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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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动态容许力矩参考值

电动滑台型号
动态容许力矩（N·m）

Ma Mb Mc

IX-04N、FX-04N 8.7 8.7 12.5

IX-05N、FX-05N 13.8 13.8 13.8

IX-07N、FX-07N 42.1 42.1 63.2

IX-08N、FX-08N 46.7 46.7 77.8

IX-10N、FX-10N 116.4 116.4 209.5

IX-12N、FX-12N 141.0 141.0 288.3

IX-15N、FX-15N 237.0 237.0 497.4

注：动态容许力矩为行走寿命为 10000km 时的数值。

2-6 传感器设定和接线图

注：传感器的品牌可能随产品配置会有差异。实际品牌请以实物为准。外置传感

器为选配件，安装，配线和连接请参照相关电气产品的出厂说明书。如随货附件

未有接线说明，请及时与业务人员联系。

（1）依据传感器的接线图完成传感器的接线。

传感器的接线应先根据传感器的随货说明书或产品网站资料，确认电源的电压和

线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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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试传感器的通断和信号反馈是否正常。

通过滑块上的感应片或 JOG 试运行，测试传感器的输出是否正常。

（3）对电源和电路的要求。

警告！

感应器电源不可与马达驱动器、感性负载(如线圈、电磁阀等)共用电源，

感应器正负极反接或电源过压将会导致感应器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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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01：欧姆龙工业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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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omron.com.cn/products/family/436/

2-7 电动滑台电机和驱动器连接

（1）电机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1）本公司电动滑台默认为松下伺服电机，当客户自行购买和安装电机时，请以

对应品牌说明资料为参考。

2）请依据产品手册额定功率选择对应的电机，请问使用超出额定功率和扭力的

电机，否则可能对滑台造成损坏。

3）调试电机时，速度和加速度请遵照有小到大的原则进行调试，速度和加速度

范围请参照产品手册标定的允许范围。

（2）用户自行安装马达时：

警告！

用户在自行选择和安装马达时，请务必按产品手册适配的电机功率和

扭力范围。电机功率或扭力超过使用范围，可能导致潜在的安全风险

或模组损坏。

警告！

请勿擅自改装电机安装方式，电机安装板，联轴器，同步轮，同步带

等连接配件。

当马达为客户自行配备和安装时，依据马达规格和对应的马达说明书安装马达。

安装马达时，请参照如下操作顺序：

马达直连型安装时（采用膜片式联轴器，下图所示）:

步骤 1：先取下联轴器护罩。

步骤 2：将联轴器装入丝杆轴端，并将丝杆轴端的夹紧螺钉拧紧。

https://www.fa.omron.com.cn/products/family/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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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将伺服马达安装凸台和马达安装座靠齐，装入伺服马达固定螺钉，但暂

不完全拧紧。（注：安装伺服马达时，请使用弹垫。）

步骤 4：旋转联轴器，使联轴器处于自然放松状态，防止膜片联轴器被拉伸或被

挤压。

步骤 5：确认联轴器状态良好之后，将马达固定螺钉和联轴器夹紧螺钉拧紧。最

后将联轴器护罩装上。

马达折返型安装时（采用同步带连接，下图所示）:

步骤 1：先取下带轮护罩。

步骤 2：将丝杆轴端的同步轮固定到轴端上（出厂时，默认已经安装）

步骤 3：将伺服马达安装到马达调节板上。

步骤 4：将马达调节板安装到马达固定板，螺丝不用拧紧。

步骤 5：将马达侧同步轮安装到马达轴端，并保证两个同步轮平齐。

步骤 6：将同步带安装到两个同步轮上。

步骤 7：调节张紧调节螺丝，用张力计测试张紧度。

步骤 8：将螺丝完全固定，并装上带轮护罩。

马达安装座

联轴器护罩

联轴器

伺服马达



第二章 安装和调试

23

同步带张紧度的测试可以使用张力计和声波张力测试仪。

同步皮带推荐张紧力：

同步带张紧力和挠度的测量方法为，使用推力计下压皮带中点垂直方向，施加一

定大小的安装力 Wd 时，测量产生的挠度值 f。对应的挠度计算方法如下：

假设同步轮中心距为 a，同步轮的轴径分别为 d1,d2, 皮带挠度值为 f，切边长度

为 t，安装力为 Wd：

（当 d1=d2 时，t=a）

挠度值：f=t/64 (单位为 mm)

带型 带宽 bs /mm 安装力 Wd / N

3M/3GT
6 2
9 2.9
15 4.9

马达固定板

同步轮/带

伺服马达马达调节板

张紧调节螺丝

带轮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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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6.8

5M/5GT

9 3.9
15 6.9
20 9.8
25 12.7
30 15.7
50 28.3

达折返型安装同步带的张力参考值：

系列

IX,FX,IXA,RCP
安装样式

皮带型号/宽
度

切边长
t/mm

安装力
Wd/N

挠度值
f/mm

04N 2R/2L/3 3GT-09 46.5 2.9 0.8
05N 2R/2L/3 3GT-09 55.5 2.9 0.9
07N 2R/2L/3 3GT-15 73.5 4.9 1.2
08N 2R/2L/3 3GT-15 73.5 4.9 1.2

10N
2R/2L 3GT-15 91.5 4.9 1.5

3 3GT-15 73.5 4.9 1.2

12N
2R/2L 3GT-15 91.5 4.9 1.5

3 3GT-15 73.5 4.9 1.2
15N 2R/2L 3GT-20 123.5 6.8 1.9

3 3GT-20 89.5 6.8 1.4

警告！

同步带安装时，请保证同步轮平齐，同步带边沿与带轮不能产生摩擦。

请勿张紧力过大，否则，容易造成异响，严重时会导致丝杆轴端或电机轴

发生断裂。可参照本公司推荐的数据进行调节。

（3）线缆布线和驱动器连接

a) 线缆走线要求：参照对应电机品牌要求，连接伺服电机的动力线，编码器线

和刹车线。当线缆需要通过拖链走线时，请选择耐折弯柔性线缆，以避免在运行

中线缆破损或断裂。

b) 拖链的选择和要求：速度超过 500mm/sec，建议选择静音型拖链降低拖链运

行时的撞击噪音。

c) 普通的拖链可能运行时会产生摩擦粉尘，在无尘环境使用时，务必选用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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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尘拖链。

d) 拖链使用时，避免高压电缆和信号电缆混合使用，如需混合使用，请务必使

带屏蔽的信号电缆。

e) 拖链内腔需预留至少 1/3 的空间，拖链挤塞过满，可能造成线缆的拉扯，断

裂等异常。

f) 电机的连接头、线缆必须进行专业包扎，防止运行过程中线缆窜动或拉扯。

（4）刹车的使用

a) 负载为垂直、倾斜安装，或要求停机后固定位置的应用场合，务必选用带断电

刹车的电机。

警告！

电机在断电情况下，保持力矩将消失，滚珠丝杠传动不带自锁功能，需通

过电磁制动器对电机轴进行抱死，以防止负载掉落造成人员伤亡或工件受

损。

警告！

电磁刹车为感性负载，通断时会产生电压波动，刹车电源请勿与伺服驱动

器或控制器共用，以免造成电路损坏。

2-8 通电运行

（1）通电前准备工作

1）单轴模组或机械手通电前，务必确认相关的固定螺钉、安装工件或附属配件

均已按要求固定拧紧并安装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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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装的使用工具，零件或其他物品均已清理出设备动作区域。

3）相关工作人员已经撤出动作危险区域，并在显著位置悬挂设备运行中的安全

提示牌。

4）传感器已经安装，输入和输出信号正常，并处于有效状态。

5）电机处于手动 JOG 或低转速调试模式。

6）电磁刹车通电并测试正常。

7）对有效行程，原点位置，正负限位感应位置，物理限位挡块的位置进行确认。

8）对导程，伺服电机转速，加减速（或加减速时间），脉冲当量，软限位等数值

已经进行了设定。

9）手动推动滑块移动，检查光电开关感应片无干涉，光电开关位置处于合理位

置。

10）手动推动滑块，检查移动的工件与其他工件和结构不产生接触、碰撞的可能

性。

11）线缆均已理顺，不存在动作时可能将线缆拉断的可能。

12）确保急停按钮处于有效状态。

（2）通电试跑

1）将模组滑块移动到行程的中间位置。

2）将伺服设置到手动 JOG 调试模式，通过手动寸动测试模组的移动和传感器的

输入和输出状态。

3）将 PLC 或控制器的移动速度设置到 20mm/sec 以内，将加速度设置到 0.3G

（1G=9.8m/sec2）以内，测试手动和自动化模式下的动作是否符合预期。

4）各项测试无异常后，方可进入自动模式或常规模式运行。

（3）行程和临界速度

随着行程的增加，滚珠丝杠的速度超过临界速度后，可能会产生共振和抖动现象，导

致噪音异常，此时请参照速度推荐值对速度进行下调。超过临界速度后，允许速度一

般每增加 100mm，速度下降 10~15%。

滚珠丝杠型电动滑台一般建议加速度为 0.3G，上限不应高于 0.7G 使用。

当加速度超过额定加速度时，负载和速度需要重新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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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查和保养

3-1 检查和保养前的准备工作

为使本产品保持安全，稳定的持续工作，须对本产品进行必要的定期检查和

维护。在进行检查和保养前，请仔细阅读第一章对于安全和注意事项的说明。并

严格遵守相应的操作规程。

危险！

对本产品进行调整和检查时，禁止进入本产品的动作范围内。请密切注意本

产品的动态和周围的安全情况，当出现危险情况时，应立即按下紧急停止按

钮。

警告！

· 进行非带电检测和保养项目时，必须关闭电源后进行操作。

· 关闭电源 60 秒后，方可接触控制器和相关电路。

· 请使用符合要求的润滑油进行润滑和保养。

· 进行检查和保养操作时，请在电源和操作界面显著位置悬挂保养注意标志。

· 检查和调整后，应将拧松的螺钉和其他紧固部件重新拧紧。

3-2 定期检查

3-2-1 日常检查

请在设备运行前，运行中及运行之后，检查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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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部位 检查内容 备注

钢带，护罩，电缆，螺丝等
是否有损伤，压痕或拉扯的情况。
钢带是否有折损或有异物。
螺丝是否有松动。

滚珠丝杠，直线导轨，轴承 是否有异常震动或噪音。

电机，联轴器，同步带/轮 是否有异常震动或噪音。

所有可见部位 是否有不明粉尘，油渍，刮痕等。

3-2-2 季度检查

每 3 个月实施一次季度检查。

警告！

解除垂直轴制动器，滑座会往下掉落，导致危险情况发生。给垂直轴

的零部件补充润滑油时，请勿解除制动。

季度检查内容如下：

检查部位 检查内容 备注

滚珠丝杠、直线导轨

对残余的油渍和赃物进行清洁。
清扫后，补充新润滑油脂。
润滑油脂规格：
润滑脂粘滞力约 32~150cst
锂基脂类润滑油脂

联轴器、同步带、同步轮

检查联轴器是否有松动。如有松动，进
行重新拧紧。
检查同步带张紧度是否松动。如有，重
新进行调整。

3-2-3 半年检查

每 6 个月实施一次季度检查。检查内容如下：

检查部位 检查内容 备注

本产品主要螺栓及螺钉
检查是否有松动，如有则进行紧固操
作。

滚珠丝杠和直线导轨
· 检查滚珠丝杠是否存在轴向间隙，如
有，则进行紧固操作。
· 检查滚珠丝杠和直线导轨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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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顺畅的情况。如有，则重新进行调整。

运动部件润滑
重新给滚珠丝杠和直线导轨加注润滑
油脂。

联轴器、同步带、同步轮

检查联轴器紧固螺钉是否存在松动，如
有，重新紧固。
检查同步带张紧度是否松动。如有，重
新进行调整。

3-3 润滑保养

在定期检查和保养中，为滚珠丝杠和直线导轨加注润滑油脂，请按照如下方法。

内嵌型系列模组和电缸均设有外部注油嘴，可以通过外部注油嘴，同时将油脂注

入到滚珠丝杠和直线导轨。

3-3-1 导轨和丝杠的保养和润滑

注油前，先用无尘布将残留在导轨和丝杠上的废油清除后再加注。滑块和丝杠不

经常经过的轨道两端及侧面请均匀涂抹润滑油，防止生锈。

导轨注油时，建议使用带锥形油嘴的 200cc 注油枪。将油嘴对准滑块侧面的注油

嘴进行加注。注油时，按每 200mm 行程加注一次，每次加注量约 0.5cc，加注后，

将滑块全行程来回移动，以使油脂均匀涂抹到滚珠丝杠和直线导轨滚动面。

推荐油脂：

①丝杆导轨润滑脂，型号：1TF7462, 品牌：ITF, 聚力（中国）

②丝杆导轨润滑脂，型号：AFC-CA，品牌：THK（日本）

③低尘润滑脂，型号：LG2，品牌：NSK（日本）

外部注油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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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油枪：

①世达，手动注油枪 100cc（97201），400cc（97202）（中国）

② THK MG70（日本）

3-4 行走寿命说明

电动滑台的寿命影响因素众多，参照下方说明可以对电动滑台的运行寿命进行估算。超载，

超速，润滑不良，或遭受外部异物污染会严重影响电动滑台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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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见故障和处理方法

正确的了解产品的原理，构造，使用和保养方法有利于产品发挥最佳性能并提升使用精度和
延长使用寿命。

序号 异常 可能原因分析 解决对策

01 电机不转动 可能是电机接线或设置错误。
对照电机产品资料，检查电机的电
源，接线，参数设置等问题，确保电
机可以正常转动。

02
电机转动但滑座不
移动

联轴器未拧紧或未安装同步带。

检查联轴器与电机轴和丝杠轴端的
连接螺钉是否拧紧。
检查同步带和同步带轮是否正确安
装。

03 通电后有嗡嗡声
电机刚性设置过大。
同步带张力过紧或联轴器安装不当。

降低电机刚性值。
减小同步带张紧力，检查联轴器同心
度，或弹性膜片是否处于放松状态。

04
静止或运行时有啸
叫声

电机刚性设置过大。
电机增益或其他参数不匹配。
惯量不匹配。

降低电机刚性值。
降低电机的增益值，优化参数
调整机构的惯量值。

05 跳齿和齿部破损

1、同步带与同步轮包角过小。
同步带包角过小，造成传递扭矩的齿
数不足，单齿负载超过同步带强度。

1、当传动比大于 2:1 时，需要采用
中间轮来加大同步轮包角。

2、同步带张紧度过松。
同步带过松造成同步带和同步轮啮合
力不够，在启动或停止时，造成跳齿
现象。

1、安装时按同步带张紧力参考值安
装，避免靠感觉安装。
2、张紧力的大小与加速度、冲击性
相关。一般加速度越大，冲击力越大，
同步带的张紧力要适当增加（但不宜
崩的太紧，否则会急剧缩短皮带寿命
或导致断轴等情形）。

3、电机功率过大造成过冲。
电机扭力过大，在发生意外停机的情
况下，会给同步带和同步轮造成破坏。

1、在模组设计时，根据标配电机的
功率选择对应的同步带规格，不要超
出选型手册功率配置超功率电机。
2、电机过大，同步带规格过小，在
发生故障时，会造成同步带断裂。

4、加速度过大。
加速度过大，当产生的扭力大于齿部
的承载力的时候，会造成跳齿和齿部
破损。

1、同步带通常额定加速度为 0.3G
（1G=9.8m/sec2）,最大不宜超过
0.5G，在设置加减速或加减速时间
时，必须考虑负载重量，精度的限制。

06 同步带异响
1、同步带过长，张力过松，皮带发生
震荡产生异响。

1、按推荐值和皮带张力测试方法合
理调节皮带松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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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步轮安装不良，造成同步带跑偏。
2、防止安装同步轮时不平齐。

3、皮带张力过紧。
使芯轴或电机轴承受过大的侧向力矩
值。严重时会造成电机刚性不匹配造
成电机产生尖锐的啸叫声。

1、皮带张力过紧危害极大，请务必
遵照同步带张力推荐值调节松紧度。
张力过紧，会急剧缩短同步带寿命，
增加磨损，损坏芯轴和轴承。

07
丝杠高速抖动或噪
音异常

1、丝杠转速超过最大速度容许值。
2、丝杠行程超过临界值后，未按要求
进行降速。

1、参照临界速度推荐值下调电机转
速。
2、降低运行加速度或增加加减速时
间。

08 丝杠/导轨不顺畅

1、台面变形或平面度不佳。
2、固定螺丝拧紧顺序不正确。
3、电动滑台收到外力撞击导致变形。

1、检查安装台面的平面度是否符合
要求，
2、松开紧固螺钉，检测电动滑台的
直线度是否产生形变。

09 噪音突然增加
1、检查是否有按期加注油脂。
2、是否有异物进入丝杠，导轨或轴承
等运动部件。

1、运行时要进行日常点检，并按设
定的周期进行加注和保养。
2、防止异物进入。

10
防尘钢带破损或拱
起

1、钢带在安装时不平齐。
2、钢带发生了错位或安装时不平整。
3、钢带太紧或太松。

1、重新调整或更换钢带。确保钢带
平齐。
2、调节钢带的松紧度，使钢带处于
自然贴合状态。

11
光电开关不亮或损
坏

1、检查光电开关的电源正负极是否
接反。
2、光电开关的线序和接线是否正确。
3、是否电源波动异常。
4、是否与感性负载共用电源或收到
其他的电磁干扰导致电压波动。

1、检查电源的电压、极性是否正确。
2、检查光电开关的接线和输出方式
是否设置正确。
3、光电开关不能与刹车、线圈等感
性负载共用电源。

12
移动位置与程序设
定不符

1、电动滑台的导程、脉冲当量设置错
误。
2、程序错误。
3、与电机相连的联轴器、同步轮等是
否完全拧紧。

1、检查导程、脉冲当量、分辨率的
设置是否正确。
2、程序指令是否正确。
3、检查机构连接，确保无松动，无
打滑现象。

13
定位不准，定位时
有明显抖动和过冲

1、负载、力矩、速度和加速度的设置
是否在允许范围。
2、悬臂结构是否存在抖动。
3、运动部件磨损。

1、检查伺服电机的刚性等参数是否
正确。
2、检查是否存在超载，超速，容许
伸出量过大等情形。
3、机构刚性不够，结构设计不合理。

14
导轨或丝杠异常磨
损

1、安装面精度不达标。
2、负载、力矩、速度等超出容许范围。
3、未定期加注油脂。
4、异物进入。

1、检查安装、负载、运行参数是否
正常。
2、检查丝杠，导轨、轴承油脂是否
充足，不得存在干磨现象。
3、清理异物。

如有其他未被列入的异常，或需要厂家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系。

服务电话：（+86）755-27850585 Email: sales@sz-vink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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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质量保证

4.1 质保时间
质保时间以下述较短的情形为准。
（1）本公司出厂后 18 个月。
（2）交付到指定场所后 12 个月。
（3）运行 2500 小时。

4.2 质保范围
本公司产品满足下列所有条件时享受质保，免费更换替代品或维修。
(1) 由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指定代理商交付的本公司产品相关的故障或异常。
(2) 质保期间发生的故障或异常。
(3) 适合使用说明书及产品目录中记载的使用条件、使用环境，在适当用途中使用时发生的故
障或异常。
(4) 因本公司产品规格不完善、不合格、质量不良而引起的故障或异常。

但是，故障原因属于以下任意一项时，排除在质保范围以外。
① 由于使用不当或技术参数超出本产品允许范围的非本公司产品原因导致的故障。
② 擅自对本公司产品进行的改造或维修时(但不包括本公司承诺的情形)。
③ 本公司出厂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准很难预见时。
④ 自然灾害、人为灾害、事件、事故等非本公司责任时。
⑤ 产品色泽的自然褪色等经时变化时。
⑥ 由磨损或耗减等使用损耗时。
⑦ 对使用功能没有影响的动作音、振动等感觉上的现象时。
此外，质保范围为本公司交付的产品，本公司产品故障引发的损害不在质保对象范围内。

4.3 质保实施
质保维修原则上实行退回维修。

4.4 责任限制
(1) 对于本公司产品引起的直接损害、间接损害或期待利益丧失等消极损害，本公司在任何情
况下均不承担责任。
(2) 对于客户制作的运行本公司产品所需的程序或控制方法及其引起的结果，本公司不承担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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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规格尺寸图

规格尺寸图请参见产品手册或另附图纸。

7 修订记录

版本号 更新时间 内容说明

R1.0 2019.04.10 初版

R2.0 2022.09.20 内容完善，新增 FX 系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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