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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轴承的健康管理》发行之际

一直承蒙您对 NTN 轴承的厚爱，在此深深地表示感谢。

轴承除了本身的滚动疲劳寿命以外，还有早期损伤的情况。这些情况

在没有恰当地进行轴承操作、保养管理时，更加容易发生。

这本小册子，旨在预防这些轴承的早期损伤“事故”，以及如果发生了

“事故”，为查明其原因和采取适当的对策处置作为参考手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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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滚动轴承虽然是机器的一个要素，但是其作用非常大，不仅可

以左右机器的功能，当运转中发生轴承破损、咬粘等损伤（或者事

故）时，不仅会造成机器停止运转，还会带来生产线停止的影响。

另外，一旦汽车或车辆等的车轴轴承发生故障，还有可能会造成重

大事故。

因此，虽然轴承生产商尽最大限度的努力保证轴承品质是理所

应当的事，但也希望使用者可以对轴承操作及保养进行充分的管理。

即使正确地安装轴承，采用适当的润滑等使轴承正常运行，一

段时间后也会出现轴承无法继续使用的情况。这是由于滚道面或者

滚动体的滚动面反复承受压缩载荷，就会出现表面剥落的现象，也

就是发生剥离。

滚动轴承的寿命定义为该剥离发生前的总转动次数（固定转动

速度的情况下为总运转时间）。

此外，咬粘、破损、磨损、压痕、腐蚀等情况也会造成轴承不

耐用。

这些应当被称为轴承的故障，并且可以考虑是由于轴承选择的

失误或者轴承的不恰当操作等导致的，通过恰当的选择、正确的操

作或保养管理，这些问题就能够避免，因此和轴承寿命是可以区分

考虑的。

而且，在实机中，比起由于轴承本身的滚动疲劳造成的剥离现

象，包括轴承和轴承周围的设计在内的使用方法以及保养管理不恰

当造成的损伤情况占绝大多数也是事实。

2.　关于轴承的保养和管理

管理运转中的机器设备的轴承情况，对于防止轴承故障的发生

非常重要。以下项目作为轴承保养管理的一般方法经常被用到。

（1） 机器的运转状态检查 

通过对轴承的温度、声音和振动的点检，润滑剂特性的调查，

判断润滑剂的补充或更换间隔时间。

（2） 使用后轴承的观察 

对使用后及定期点检时的轴承呈现的现象进行仔细的观察，

在发现轴承损伤的场合时，制定防止再发生对策并执行。

根据装置及机械的重要性决定点检项目及定检周期，从保养管

理方面来看是非常必要的。

3.　机器运转状态的检查

3.1　轴承的温度

一般来讲，轴承的温度在开始运转后会上升，经过一段时间，

即以较低温度（通常比室温高 10 ～ 40℃）处于常态。至常态的

时间，根据轴承的大小、形式、转速、润滑方法、轴承周围散热条

件而异，需要 20 分钟至几小时不等。

轴承温度未达到常态而出现异常升温时，可考虑如表 3.1 所

示的原因，必须停止运转并采取措施。

为了确保轴承的适当寿命、防止润滑剂的劣化等，轴承的温度

最好不要处于太高的状态，一般在 100℃以下使用最为理想。

表 3.1　温度异常上升的主要原因

（1）润滑剂过度不足或过多

（2）轴承的安装不良

（3）轴承内部游隙过小或载荷过大

（4）密封装置的摩擦过大

（5）润滑剂不适合

（6）配合面的蠕变

3.2　轴承的声音

轴承的转动音可通过将测音机贴近轴承座，调查声音的大小及

音质，如听到清澈音则可判断为正常，但此判断比较难，需要丰富

的经验。将声音用文字描述出来比较困难，且个人的感觉也有差别，

因此描述未必贴切。表 3.2 为轴承的典型异常音特征及相关原因。



4

表 3.2　轴承的典型异常音特征及相关原因

声音描述 特　征 相关原因

咋ー

喳ー

嘎ー

音质不随转动速度的变化而变化（异物）。
音质随转动速度的变化而变化（划伤）。

⃝异物
⃝滚道面、钢球、滚子表面粗糙
⃝滚道面、钢球、滚子表面划伤

呲啦ー 小型轴承 ⃝滚道面、钢球、滚子表面粗糙

呲啦  呲啦 断断续续，有规则的发生。
⃝和迷宫式密封等接触
⃝与保持架及密封圈接触

呜ー呜ー

呜呜（响笛声）

随着转动速度的变化，大小高低均改变。特定的转动
速度下声音大。声音会时大时小。有时近似警报或笛
音。

⃝共振、配合不良（轴形状不良）
⃝套圈变形
⃝ 滚道面、钢球、滚子的振纹 
（大型轴承如出现轻度音，则属正常）

嘎吱嘎吱

咔哧咔哧
手动转动时的感觉

⃝滚道面划伤（规则的）
⃝钢球、滚子的划伤（不规则）
⃝异物、套圈变形（部分间隙为负）

咕噜咕噜

骨碌碌
‥大型轴承
‥小型轴承   

高速时出现连续音 ⃝滚道面、钢球、滚子表面划伤

嗡 嗡　

呜ー
切断电源时瞬间停止。 ⃝马达电磁音

吱啦吱啦
不规则地发出（不因转动速度的变化而变化）     
主要为小型轴承

⃝混入异物

恰啦恰啦

卡拉卡拉

啪嗒啪嗒
吧嗒吧嗒 ）

‥圆锥滚子轴承
‥大型轴承

‥小型轴承 

 

 

规则且高速时呈连续音
⃝如保持架声音清澈则为正常
⃝如在低温时为润滑脂不适合→最好选择柔软的润滑脂
⃝ 保持架兜孔部磨损、润滑不足，轴承承载不足时的运转

滴答　滴答

玎当玎当

当ー当ー

低速时较明显
高速时呈连续音

⃝ 保持架兜孔内部的碰撞音，润滑不足。减小内部游隙
或施加预紧后异音消失。
⃝如是满装滚子的话，则是滚子间的碰撞音

梆ー梆ー

梆  梆
较大的金属冲击音
低速的薄壁大型轴承等

⃝滚动体崩开音
⃝套圈变形
⃝键的嘎吱音

哧溜哧溜

吱　吱

哗ー哗ー

主要是圆柱滚子轴承因转动速度的变化而变化，声
音大时可听到金属音。补充润滑油后，会暂时停止。

⃝润滑剂（润滑脂）过稠
⃝径向内部游隙过大
⃝润滑剂不足

嘶ー嘶ー

吱ー吱ー

摪ー摪ー

金属间的胶合音
尖锐音

⃝滚子轴承的滚子与挡边胶合
⃝内部游隙过小
⃝润滑剂不足

滋啦滋啦 小型轴承发出不规则的声音 ⃝润滑脂中的气泡破裂音

啪嚓啪嚓

呯呯
不规则地发出嘎吱嘎吱声

⃝配合部分的打滑
⃝安装面嘎吱嘎吱响
⃝键等的嘎吱音

总体来说音压过大
⃝滚道面、钢球、滚子表面粗糙
⃝因摩擦导致滚道面、钢球、滚子变形
⃝因摩擦导致内部游隙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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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轴承的振动

如果测量运转中机器的振动，可早期发现轴承的损伤状况。也

就是说，通过对振动振幅、频率进行定量的测量分析，可推断轴承

的损伤程度。但根据测量位置及轴承的使用条件，也会出现测量值

的差异，因此最好事先将每台机械设备的测量信息进行存储并设定

判断基准。

3.4　润滑剂的选择

润滑轴承的目的是在轴承的滚动面与滑动面形成一层薄的油

膜，防止金属面的直接接触，有以下效果。

（1）减轻摩擦与磨损

（2）释放摩擦产生的热量

（3）延长轴承寿命

（4）防止生锈

（5）防止异物混入

为了发挥以上效果，在选择润滑剂的时候，请参考以下事项。

（1）脂润滑

润滑脂操作简单，密封装置的设计也可以简易化，因此被广泛

用于滚动轴承的润滑。

选择润滑脂时要对基油、稠化剂、添加剂的种类及特性好好考

量，选择适合轴承使用条件的润滑脂。另外，关于润滑脂的稠度与

用途的一般关系可参考表 3.3 所示。关于润滑脂的种类与特性，请

参阅 NTN 滚动轴承综合样本。

表 3.3　润滑脂的稠度

NLGI 
稠度编号

JIS（ASTM）
60次混合稠度

用　途

0

1

2

3

4

355～385

310～340

265～295

220～250

175～205

集中供脂用

集中供脂用

一般用，密封型轴承用

一般用，高温使用

特殊用途

（2）油润滑

一般来说，油润滑比脂润滑更适用于高速旋转或高温用途。另

外，当需要将轴承产生的热量或施加于轴承的热量向外部排出时，

更适合使用润滑油。

滚动轴承的润滑，根据其运转温度，需要如表 3.4 所示的粘

度范围的匹配。

选择润滑油时，需要充分考虑粘度、粘度指数、氧化稳定性、

防锈、消泡性等多个方面。表 3.5 为润滑油粘度的选择基准示例。

另外，如图 3.1 所示，为润滑油的粘度ー温度曲线图。用于

根据运转温度，选择恰当粘度的润滑油。

表 3.4　轴承的必要粘度

轴　承　形　式
动粘度 
mm2/s

球轴承、圆柱滚子轴承、滚针轴承 13

调心滚子轴承、圆锥滚子轴承、推力滚针轴承 20

推力调心滚子轴承 30

3.5　润滑剂的补给及更换期限

润滑脂随着使用时间变长润滑性能会变弱，必须按适当的间隔

补充新的润滑脂。补充润滑脂的间隔，根据轴承形式、尺寸、转速、

轴承温度及润滑脂的种类不同而异。

NTN 滚动轴承综合样本记载有润滑脂的补充间隔标准曲线图，

请参阅。

润滑油的更换期限，根据机械的使用条件、加油方法等而异，

根据润滑油的特性分析试验算出的大致更换期限及试验频度的间隔

标准如表 3.6、3.7 所示。

图3.1　润滑油的粘度ー温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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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润滑油粘度的选择基准 

轴承的运转温度
℃

dn值1)
润滑油的ISO的粘度等级（VG）

适用轴承
常规载荷 重载荷或冲击载荷

－30～  0 到极限转速 22， 32 46 所有种类

  0～ 60

到15000 46， 68 100 所有种类

15000 ～80000 32， 46 68 所有种类

80000 ～150000 22， 32 32 推力球轴承除外

150000～500000 10 22， 32
单列向心球轴承

圆柱滚子轴承

 60～100

到15000 150 220 所有种类

15000 ～80000 100 150 所有种类

80000 ～150000 68 100，150 推力球轴承除外

150000～500000 32 68
单列向心球轴承

圆柱滚子轴承

100～150

到极限转速 

320 所有种类

  0～ 60 46， 68
调心滚子轴承

 60～100 150

注 1）dn 值 ：［dn ＝轴承内径尺寸 d（mm）× 使用转速 n（min-1）］

备注  1. 只适用于油浴润滑或循环润滑的润滑方法。 

2. 如应用工况超出此表，请向 NTN 咨询。

表 3.6　润滑油的特性与更换期限示例

特　　性
更换期限的判断基准

摘　　要
机油 其他的油

与新油对比的粘度变化　mm2/s 25％以内，10～15％最适宜 10%以内 氧化劣化的发生，异类油的混入

水分体积  % 0.2以下 0.2以下 脱水后有时能再利用。

不溶解部分的重量
正戊烷　% 1.0以下 0.2以下 氧化劣化物、碳、磨损颗粒、尘埃

甲苯　% 0.5以下 0.1以下 碳、磨损颗粒、尘埃

沉淀值　mℓ/10mℓ 0.1以下 水分、尘埃等异物、金属磨损颗粒

总酸值　KOHmg/g 新油的2～3倍 根据添加剂取较高值。

灰分　% 0.2以下 ー

灰分中的铁分　% 0.1以下 ー



7

图 5.1　深沟球轴承

图 5.4　圆锥滚子轴承

图 5.7　推力滚子轴承

图 5.2　圆柱滚子轴承

图 5.5　调心滚子轴承

图 5.3　滚针轴承

图 5.6　推力球轴承

表 3.7　润滑油的特性试验频度

润　滑　法
检　查　时　间

常规运转条件 恶劣运转条件＊

飞轮飞溅润滑 每年1次 每6个月1次

油浴、飞溅润滑 每6个月1次 每3个月1次

循环润滑 每9个月1次 每1～3个月1次

＊ 恶劣的运转条件如下所示。 

（1）水分凝结或者浸入明显。 

（2）粉尘气体等侵入明显。 

（3）运转温度在 120℃以上。

4.　使用后轴承的观察

仔细观察使用后以及定期检查时拆卸下来的轴承各部分出现的

外观现象，判断轴承使用状况是否良好。

如果，在轴承的外观上发现一些异常，需要和 5. 轴承的损伤

和对策的损伤示例进行比较对照，探讨其原因和对策。

5.　轴承的损伤与对策

一般来说，如果正确使用轴承，在达到滚动疲劳寿命之前是可

以较长久地使用的，如果发生预料之外的过早损伤，很可能是由于

轴承的选择、操作、润滑等某些方面的不恰当引起的。

滚动轴承的损伤，从其现象考虑破损原因的时候，由于其原因

涉及多方面，且各方面相互交错的情况较多，所以判断真实的原因

很困难。此时，在掌握轴承应用机械、安装部位、应用工况及轴承

周边构造的基础上，综合分析损伤发生时的状态和损伤现象，将得

出几个可能的原因综合分析研讨后，可以防止同类的损伤再次发生。

本样本中，将轴承损伤按照不同轴承类型，分别记载了损伤事

例的图片和其主要发生的原因及对策，作为判断轴承损伤原因的 

参考。

以下，如图 5.1 〜 5.7 所示为损伤示例说明中用到的轴承各

部分的名称。

轴圈

外圈 外圈

外圈外圈 外圈

轴圈

钢球

钢球

保持架

座圈 

滚子 内圈

内圈内圈

保持架

滚子

滚子

滚子

内圈 保持架

保持架保持架 保持架

滚子

保持架

座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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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剥落 

现　　象 主　要　原　因 主　要　对　策

滚道面呈鳞片状剥落。

脱落区呈明显凹凸。

虽然是由于转动导致的疲劳现象，但是由于

载荷过大、应用不良、轴或者轴承座的精度不

良、安装误差等异常载荷产生时，或者异物侵

入、锈蚀也会在早期发生这种现象。

（1） 调查是否施加了异常载荷。

（2） 确认使用条件，根据情况，使用载荷能力

更大的轴承。

（3） 提高润滑剂粘度，改善润滑方法以形成足

够的润滑油膜。

（4） 防止安装误差。

照片 A-1

⃝深沟球轴承

⃝内圈、外圈、钢球发生剥落

⃝原因是载荷过大

照片 A-3

⃝深沟球轴承的内圈

照片 A-2

⃝角接触球轴承的外圈

⃝在滚道面上发生钢球节距状剥落

⃝原因是应用不良

照片 A-4

⃝深沟球轴承的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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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A-7

⃝圆锥滚子轴承

⃝内圈滚道面的 1/4 周发生剥落，滚子、外圈变成淡褐色

⃝原因是预紧过大

照片 A-5

⃝深沟球轴承的内圈

⃝滚道面一侧发生剥落

⃝原因是轴向载荷过大

照片 A-9

⃝推力球轴承

⃝轴圈（和轴配合一侧的垫圈）以及钢球发生剥落

⃝原因是润滑不良

照片 A-8

⃝双列角接触球轴承的外圈

⃝外圈滚道面的 1/4 周发生剥落

⃝原因是安装不当

照片 A-6

⃝调心滚子轴承的内圈

⃝滚道面只有单列发生剥落

⃝原因是轴向载荷过大

照片 A-10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外圈

⃝滚道面发生剥落

⃝原因是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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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剥皮

现　　象 主　要　原　因 主　要　对　策

微小剥落（尺寸大约10μm）集中的

区域。很多像发丝但还未达到剥落程

度的裂纹。

常发生于滚子轴承。另外，配合部件表面粗

糙、润滑性能差的时候较易发生。剥皮会发展

成剥落。

（1） 做好表面粗糙度以及防止异物入侵的 

管理。

（2）再次确认润滑剂。

（3）实施磨合运转。

照片 B-1

⃝调心滚子轴承的滚子

⃝滚动面发生剥皮

⃝原因是润滑不良

照片 B-2

⃝圆锥滚子轴承

⃝内圈和滚子的剥皮正向剥落发展

⃝原因是润滑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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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胶合

现　　象 主　要　原　因 主　要　对　策

伴随咬粘的划伤。

安装时的划伤呈轴向方向出现。

滚子端面与引导挡边的划伤，呈摆线

状。

滚道面及滚动面产生的转动方向的划

伤。

安装、拆卸等应用不良

过大的轴向载荷导致接触面油膜断裂，异物

啮合、预紧过大

滚动体打滑、润滑不良

（1）改善安装、拆卸方法。

（2）再次研讨使用条件。

（3）再次研讨预紧量。

（4）再次确认润滑剂、润滑方法。

（5）强化密封功能。

照片 C-1

⃝圆柱滚子轴承的内圈

⃝挡边发生胶合

⃝原因是载荷过大

照片 C-3

⃝圆锥滚子轴承的滚子

⃝滚子端面出现摆线状胶合

⃝原因是润滑不良

照片 C-2

⃝圆锥滚子轴承的内圈

⃝滚道面及大挡边面发生胶合

⃝原因是润滑不良

照片 C-4

⃝圆柱滚子轴承的滚子

⃝安装时，滚动面发生的轴向划伤

⃝原因是安装方式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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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蹭伤

现　　象 主　要　原　因 主　要　对　策

表面粗糙化，并伴有材料转移。 滚动体在滚动运动中发生滑移，且润滑剂的

性能不足。

（1） 为了更好地形成润滑油膜，再次确认润滑

剂及润滑方法。

（2） 选择含极压添加剂的润滑剂。

（3） 采取措施预防滑移（缩小径向内部游隙，

施加预紧等）。

照片 D-1

⃝圆柱滚子轴承的内圈

⃝滚道面发生蹭伤

⃝原因是异物啮合导致滚子滑移

照片 D-3

⃝推力调心滚子轴承的滚子

⃝滚动面中央发生蹭伤

⃝原因是异物啮合导致滚子滑移

照片 D-2

⃝圆柱滚子轴承的滚子（照片 D-1 的滚子）

⃝滚动面发生蹭伤

⃝原因是异物啮合导致滚子滑移

照片 D-4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内圈

⃝滚道面发生蹭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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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磨损

现　　象 主　要　原　因 主　要　对　策

表面磨损，引发尺寸变化。多伴有表面

粗糙、划伤。

固体异物侵入

润滑剂中混入异物等

润滑不良

滚子歪斜

（1）再次确认润滑剂及润滑方法。

（2）强化密封性能。

（3）通过过滤器进行油的过滤。

（4）避免安装误差引起的倾斜。

照片 E-1

⃝圆柱滚子轴承的外圈

⃝滚道面发生段差磨损

⃝原因是润滑不良

照片 E-3

⃝双列角接触球轴承的外圈

⃝单侧滚道面发生磨损

⃝原因是润滑不良

照片 E-2

⃝圆柱滚子轴承的内圈（照片 E-1 的内圈）

⃝滚道面一周发生段差磨损

⃝原因是润滑不良

照片 E-4

⃝圆柱滚子轴承的保持架

⃝车制高强度黄铜保持架兜孔部位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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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梨面、变色

现　　象 主　要　原　因 主　要　对　策

梨面

滚道面无光泽，表面粗糙类似梨面。微

小压痕的集中

変色

表面变色。

异物侵入

润滑不良

发热导致出现回火颜色

氧化油污（劣化油在表面黏着）

梨面

（1）再次研讨密封装置。

（2）通过过滤器进行油的过滤。

（3）再次确认润滑剂及润滑方法。

变色

（1）用草酸可以去除氧化油污。

（2） 用砂纸打磨还留下凹凸的是锈蚀、腐蚀。

发热导致的回火颜色可全部去除。

照片 F-1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内圈

⃝滚道面发生梨面粗糙

⃝原因是电蚀

照片 F-3

⃝调心滚子轴承的外圈

⃝滚道面部分变色

⃝原因是氧化油污

照片 F-2

⃝深沟球轴承的钢球

⃝整个球面有明显的梨面粗糙

⃝原因是异物啮合及润滑不良

照片 F-4

⃝调心滚子轴承

⃝内圈、外圈的滚道面变色

⃝原因是润滑剂的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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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压痕

现　　象 主　要　原　因 主　要　对　策

由于固体异物啮合或冲击导致滚道面

产生凹坑（布氏压痕）。

固体异物的侵入

剥落碎片的啮合

应用不良导致的冲击、掉落

（1）防止异物侵入。

（2） 如果是由金属片引起的，确认包括其他轴

承在内是否发生剥落等。

（3）通过过滤器进行油的过滤。

（4）改善安装程序、安装方法。

照片 G-1

⃝调心滚子轴承的内圈（切割块）

⃝单侧滚道面有压痕

⃝原因是固体异物的啮合

照片 G-3

⃝圆锥滚子轴承的滚子

⃝滚动面产生压痕（两端有回火的颜色）

⃝原因是润滑油中异物侵入

照片 G-2

⃝调心滚子轴承的滚子

⃝滚动面有压痕

⃝原因是固体异物的啮合

照片 G-4

⃝圆锥滚子轴承的内圈

⃝滚道面有压痕

⃝原因是固体异物的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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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断裂

现　　象 主　要　原　因 主　要　对　策

局部掉落。 固体异物的啮合

冲击、载荷过大 

应用不良

（1） 调查发生冲击及载荷过大的原因并加以

改善。

（2）改善安装程序。

（3）改善密封性能。

照片 H-1

⃝圆柱滚子轴承

⃝内圈、外圈的引导挡边断裂

⃝原因是冲击载荷过大  

照片 H-3

⃝圆锥滚子轴承的内圈

⃝大挡边断裂

⃝原因是安装不当造成的冲击  

照片 H-2

⃝调心滚子轴承的内圈

⃝挡边断裂

⃝原因是冲击载荷过大  

照片 H-4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内圈

⃝端面断裂

⃝原因是应用不良造成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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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裂纹

现　　象 主　要　原　因 主　要　对　策

裂纹、裂缝、像发丝一样的裂纹以及摩

擦裂纹等。

载荷过大

冲击过大

蠕变造成的发热及急剧冷却

过盈量过大

大尺寸剥落

（1）调查异常载荷的原因并加以改善。

（2）防止蠕变。

（3）再次研讨过盈量。

照片 I-1

⃝调心滚子轴承的内圈

⃝滚道面的轴向方向产生裂纹

⃝原因是过盈量过大

照片 I-3

⃝ 4 列圆柱滚子轴承的外圈

⃝滚道面的圆周方向裂纹

⃝大尺寸剥落是裂纹的起点

照片 I-2

⃝照片 I-1 的剖面

⃝左侧滚道面中间为起点

起　点

 照片 I-4

⃝角接触球轴承的外圈

⃝滚道面的圆周方向裂纹

⃝原因是润滑不良导致的钢球滑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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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锈蚀、腐蚀

现　　象 主　要　原　因 主　要　对　策

套圈、滚动体表面变粗糙，并伴有材料

转移。滚动体间距状锈蚀。

水分、腐蚀性物质（酸等）混入 

空气中水分结露

不恰当的包装和保管状态， 直接用手接触

（1）强化密封性能。

（2）定期检查润滑油。

（3）改善安装程序。

（4）长期运转停止时采取防锈措施。

照片 J-1

⃝圆锥滚子轴承的内圈

⃝滚道面发生滚动体间距状锈蚀

照片 J-3

⃝调心滚子轴承的滚子

⃝滚动面锈蚀及腐蚀

⃝原因是水的浸入

照片 J-2

⃝圆锥滚子轴承的外圈

⃝滚道面发生滚动体间距状锈蚀

照片 J-4

⃝调心滚子轴承的内圈

⃝滚道面锈蚀及腐蚀

⃝原因是水的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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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咬粘  

现　　象 主　要　原　因 主　要　对　策

轴承发热、咬粘、不能转动。

导致滚道面、滚动面、挡边面的变色、

软化及熔敷。

轴承散热能力不足

润滑不足或润滑剂不恰当

游隙过小

载荷过大（预紧过大）

滚子歪斜、安装误差

（1）改善轴承散热条件。

（2）再次确认润滑剂及润滑量。

（3）避免安装误差引起的倾斜。

（4）再次研讨游隙、预紧。

（5）再次研讨使用条件。

照片 K-1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内圈

⃝ 咬粘造成变色及软化，滚道面产生与滚子等间距的段差磨损

⃝原因是润滑不良

照片 K-3

⃝调心滚子轴承的外圈

⃝由于滚道面咬粘导致段差磨损

⃝原因是润滑不良

照片 K-2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滚子

⃝ 与照片 K-1 的内圈配套的滚子，滚子的滚动面及端面由于咬粘

发生变色、胶合、熔敷

照片 K-4

⃝圆锥滚子轴承的内圈

⃝滚道面大径侧与大挡边面咬粘

⃝原因是润滑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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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微动磨损、配合锈蚀

现　　象 主　要　原　因 主　要　对　策

接触面产生红色磨损颗粒后磨损形成

凹坑。

如果是滚道面，则出现与滚动体等间

距的凹坑，也被称作摩擦腐蚀压痕。

如发生在配合面，则称为配合锈蚀。

接触部分承受振动载荷，产生小幅度摆动，润

滑剂被甩出接触面，造成无润滑状态，产生显

著磨损。

轴承的摆动角太小。

润滑不足（无润滑状态）

载荷变化

运输中的振动

振动、轴的挠曲、安装误差、过盈量不足

（1） 运输中内圈和外圈分开包装，如果不可分

开的话，则应有预紧。

（2） 在摆动状态下使用时，应使用润滑油或者

稠度大的润滑脂。

（3）重新考虑润滑剂。

（4）固定轴和轴承座。

（5）重新考虑过盈量。

照片 L-1

⃝圆柱滚子轴承的内圈

⃝滚道面整周发生波纹板状的微动磨损  

⃝原因是振动

照片 L-3

⃝圆柱滚子轴承的外圈

⃝外径面上发生配合锈蚀

照片 L-2

⃝深沟球轴承的内圈

⃝滚道面整周发生微动磨损

⃝原因是振动

照片 L-4

⃝圆锥滚子轴承的外圈

⃝外径面上发生配合锈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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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电蚀

现　　象 主　要　原　因 主　要　对　策

表面呈梨面粗糙，在显微镜下可见点

蚀状凹坑的集中。 

进一步发展呈波纹板状。

电流通过轴承内部产生火花，导致滚道表面

熔化。

通过集流环等将电流从回路中导出，或者采

取绝缘措施，避免电流通过轴承。

照片 M-1

⃝圆柱滚子轴承的内圈

⃝滚道面发生波纹板状电蚀

照片 M-3

⃝照片 M-2 的滚子滚动面产生电蚀的剖面（放大 400 倍）

⃝用硝酸腐蚀后，剖面产生白层

照片 M-2

⃝圆锥滚子轴承的滚子

⃝滚动面中间发生电蚀

⃝电蚀的剖面放大照片 M-3 的说明

回火层

白层变质层



22

5.14　旋转痕迹的歪斜 

现　　象 主　要　原　因 主　要　对　策

滚道面上歪斜或不规则的滚动体磨损

痕迹。 

轴或轴承座的精度不良导致套圈变形以及倾

斜

轴以及轴承座刚性不足

游隙过大引起轴摆动回转

（1）改善轴以及轴承座的加工精度。

（2）再次确认轴和轴承座的刚性。

（3）再次研讨游隙。

照片 N-1

⃝调心滚子轴承

⃝内圈、外圈、滚子的接触痕迹不一致 

⃝原因是安装不良

照片 N-3

⃝圆锥滚子轴承的滚子（照片 N-2 的滚子）

⃝滚动面的接触痕迹不一致

照片 N-2

⃝圆锥滚子轴承的外圈

⃝滚道面的接触痕迹歪斜

⃝原因是安装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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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保持架破损

现　　象 主　要　原　因 主　要　对　策

保持架断裂

兜孔部位或引导部位磨损

铆钉松动或断裂

力矩载荷过大

高速旋转或转速频繁变化

润滑不良

异物啮合

振动过大

安装不良（倾斜状态的安装）

异常温度上升（尤其树脂材料保持架）

（1）再次研讨载荷条件。

（2）再次确认润滑剂、润滑方法。

（3）再次研讨保持架的选择。

（4）再次确认应用工况。

（5）再次研讨轴、轴承座的刚性。

照片 O-1

⃝角接触球轴承的保持架

⃝车制高强度黄铜保持架破损

⃝原因是润滑不良

照片 O-3

⃝圆锥滚子轴承的保持架

⃝冲压钢板保持架的兜孔部位破损

照片 O-2

⃝调心滚子轴承的保持架

⃝冲压钢板保持架的兜孔柱部断损

照片 O-4

⃝圆柱滚子轴承的保持架

⃝车制高强度黄铜保持架的兜孔柱部断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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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蠕变

现　　象 主　要　原　因 主　要　对　策

发生蠕变的配合面会变成镜面或者雾

状面。

有时会伴有胶合。

内圈承受旋转载荷时为内圈的过盈量不足

外圈承受旋转载荷时为外圈的过盈量不足

轴承座为铝等轻金属时，由于膨胀差，会出现

过盈量不足的情况。

（1）再次研讨过盈量。

（2）改善轴以及轴承座的加工精度。

照片 P-1

⃝深沟球轴承的内圈

⃝由于蠕变，内径面变成镜面

照片 P-3

⃝推力球轴承的轴圈

⃝由于蠕变，内径面发生胶合，并产生摩擦裂纹

照片 P-2

⃝圆锥滚子轴承的内圈

⃝由于蠕变，内径面的中间发生胶合

照片 P-4

⃝圆锥滚子轴承的内圈

⃝ 由于蠕变，端面发生胶合，产生摩擦裂纹，并长成大裂缝向内径

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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