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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son – 最优运动解决方案首选品牌
通常，理想的解决方案并不是最快、最坚固、最精确或者最便宜的解决方

案，性能、产品生命周期和成本方面达到完美平衡的控制方案才是最理想

的选择。

快速配置最优的机械运动解决方案

Thomson凭借多项优势跻身为运动控制技术的领导厂商。

• 我们拥有业内最广泛的机械运动技术标准产品线。

• 除标准型号外我们提供定制服务以及白皮书设计解决方案。

•  选择Thomson，就可以分享我们在全球各行各业超过70年的应用经验，涉及包装、工厂自动化、物料搬运、

医疗、清洁能源、印刷、汽车、机床、航空以及国防事业等各个领域。

•  作为Altra集团的一员，我们不仅经济实力雄厚，而且还具有将控制、驱动、电机、输配电和精密直线运动技

术融为一体的独特能力。

值得您信赖的品牌

我们的网站www.thomsonlinear.com.cn/contact_us不仅提供丰富的产品与应用信息，而且还可以下载3D模型、软件

工具，查询分销商地址及Thomson全球联系信息。在设计早期，我们还能为您提供咨询服务以在新应用中实现

性能、寿命和成本的最佳平衡。在售后方面，我们在全球拥有2000多家分销商，可以快速提供备件。

全球服务，本地支持

应用中心 全球设计中心全球制造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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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son直线运动系统
实现性能、寿命和成本的完美平衡

 

Thomson拥有当今最具竞争力和最全面的产品组合之一，产品范围涵盖从最小、最近

凑的直线运动系统到最大和最坚固的直线运动系统。我们的广泛的导轨和传动系统均

可经济地完成配置，并高速地应用于严苛环境以及高精密应用中。

1969
推出1CA/1CB型轴轨组件

1981
Wiesel  – 全球首个真正

的直线运动系统

1982
推出第一代Movopart 

(M90/M140) 直线运动

系统

1988
推出2DB/2EB系列双轴

轨组件

1990
推出2CA/2CB系列双轴

网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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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son直线运动系统
实现性能、寿命和成本的完美平衡

 

Thomson拥有数十年的创新与应用经验。我们拥有广泛的直线运动系统技术产品，能

够帮助您实现应用性能与安装成本的完美平衡。

1995
推出Movopart M50和

2RB系列

1997
推出第二代Movopart 

(M75/M100) 和2HB系列

1998
推出Microstage微型直

线运动系统

2003
推出MLS系列直线运动

系统

2018
所有主要Thomson直线

运动系统系列均标配

RediMount™

标配RediMount™适配器套件，实现快速、简单的电机安装

遍及全球的成千上万的成功应用挖掘我们庞大的应用数据库

Linear Motioneering实现简单、快速的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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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son RediMount适配器套件支持来自不同制造商的500
多种电机和减速机，杜绝了客户在选择直线运动系统和

电机或减速机时使用定制的中间法兰的需要。利用优化

的RediMount套件，客户可以在5分钟内为应用完成完整

直线运动系统的订购。

RediMount套件包含一个法兰和一个联轴器，用于安装电

机或减速机。其中，法兰经过加工，能精确匹配电机凸

台和安装孔，而联轴器则经过镗孔，能匹配电机轴的直

径以及相应的轴键。套件包含所有必要的五金件。

RediMount套件通过整个直线运动系统订货号中的3个字

母代码指定。客户可以登陆www.LinearMotioneering.com
配置RediMount代码以及完整的订货号。例如，可以输入

应用参数来配置能够实现性能、使用寿命与成本的最佳

平衡的解决方案。一旦选定、订购并收到了直线运动系

统，安装将非常简单。

RediMount™适配器套件
快速、准确、便捷的电机安装

现在，所有Thomson直线运动系统均已标配广受欢迎且简单易用的Thomson RediMount

电机安装适配器套件，电机的选择与安装过程变得更加快速、简单。

直线运动系统到货时，电机接口法兰已安装到设备上。您可以在

单独的包装袋中看到电机半联轴器、电机螺栓和插头。

将电机插入接口法兰，固定并拧紧随附的电机螺栓，然后将联轴

器紧固到电机轴。最后，将插头紧固在联轴器检修窗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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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陆www.LinearMotioneering.com

2.  输入应用参数

3.   从解决方案列表中选择最适合您
应用的设备

4.   添加选件和附件，创建物料清
单，获取价格和交货时间

5.   请求报价。运费、包装费和进口
税信息应直接请求Thomson客服
部门提供

6.  下单

通过Linear Motioneering®简化产品选型
在线产品选型

Linear Motioneering选型工具可以帮助您简化直线运动系统繁琐的选型工作。只需输入

基本参数，Linear Motioneering即可自动完成一切操作。找到产品解决方案后，您可以

添加附件和选件，下载CAD模型，获取报价以及交货时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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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运动系统应用 
数十年的应用经验

Thomson拥有市场上最广泛的直线运动系统产品系列。同时，我们还提供丰富的部件

和附件，例如减速机、中间轴、安装套件和传感器等，帮助客户优化应用解决方案。

搬运和包装
使用直线运动系统实现经济的点到点
运输。Thomson直线运动系统能始终解
决速度、长行程和/或环境防护能力等
关键参数问题。

印刷与扫描
直线运动系统能满足对该类设备的大
区域、高速度和加速度要求。

食品加工
完全封装以及更高的环境防护能力，
使得直线运动系统适合通常具有潮湿
条件且经常需要使用高压水清洗的食
品行业。

灌装和给料
这类机器通常要求相对较短的
快速移动、高占空比、低负载
和中等精度。直线运动系统通
常在这些应用（特别是带传动
带的应用）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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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运动系统应用
数十年的应用经验

工厂自动化
工厂自动化是一个通用术语，用于指代广泛
的应用以及与速度、负载、精度和其他参数
的要求。Thomson提供类型丰富的直线运动
系统，因此是设计工厂自动化设备的通用且
灵活的组成部分。

机加工、测试与测量
该类设备要求直线运动系统具有最高的精
度、刚度和刚性。

医疗诊断/处理设备
这些设备具有高精度，因此直线运动系
统需要运行安静且平滑，同时能准确搬
运高负载。在医疗设备中，可靠性、安
全性和低维护同样非常关键。Thomson
已经称为该类设备提供直线运动系统达
数十年。

病人转运/符合人机工程学的提升设备
在许多不同的可调工作台、提升设备、
检验设备和不同的操纵装置中都可以找
到直线运动系统。

实验室自动化
在该类设备中，需要准确、快速地短距离移动相对
轻的负载。此外，还需占用空间尽可能小，并且不
污染环境。Thomson提供多种非常适合这类应用的
直线运动系统。



10 www.thomsonlinear.com.cn

带滚珠丝杠驱动和滚珠导轨的直线运动系统
概述

参数 M55 M75 M100

导轨尺寸（宽 × 高） [mm] 58 × 55 86 × 75 108 × 100

最大行程 (Smax) [mm] 2712 3772 5578

最大直线速度 [m/s] 1.6 1.0 1.25

最大滑架负载 (Fz) [N] 400 1450 3000

备注 滚珠丝杠驱动，单滚珠螺母 滚珠丝杠驱动，单滚珠螺母 滚珠丝杠驱动，单滚珠螺母

所在页码 12 14 16

特性

• 可在任意方向安装

• 自调节不锈钢防尘带

• 内部滚珠导轨

• 冲洗保护型号可选

Movopart M

M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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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滚珠丝杠驱动和滚珠导轨的直线运动系统
概述

M-系列技术介绍

防尘带

已获专利的自调节磁密封不锈钢防

尘带，可避免污垢、灰尘和液体进

入单元。

注意！图中设备不包含RediMount™法兰

环保

标准型单元可在严酷环境中运行，但也

可选购应用在多灰、多尘和/或高湿环境

下的冲洗保护型号。

滚珠丝杠驱动

滚珠丝杠确保高精度、高效率，

并可选配丝杆支撑来提高速度。

滚珠导轨

高承载力，高刚性，低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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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5
滚珠丝杠驱动、滚珠导轨

导轨挠度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单标准滑架的单元 (A)1

参数 M55

最大行程 (Smax) [mm] 2712

最大总长度 (L tot) [mm] 2975

最大直线速度 [m/s] 1.6

最大加速度 [m/s2] 8

重复精度 [± mm] 0.05

最大输入转速 [rpm] 3000

运行温度范围 [°C] -20 – 70

最大动态负载 (Fx) [N] 1000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900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900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x) [Nm] 9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48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48

最大驱动轴力 2 [N] 200

最大输入/驱动轴扭矩 (Mta) [Nm] 12

丝杠直径 (d0) [mm] 16

丝杠导程 (p) [mm] 5, 10, 20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每100 mm行程
  滑架
  单丝杠支撑选件
  双丝杠支撑选件

[kg]
3.90
0.56
1.20
0.83
1.88

1 具有其他滑架类型的单元请参见下页。
2 仅与不带RediMount法兰的单元相关。

通用规格

参数 M55

导轨尺寸（宽 × 高）[mm] 58 × 55

丝杠类型 带单螺母的滚珠丝杠

滑架密封系统 自调节钢质防尘带

丝杠支撑 用户在订购时注明丝杠支撑数量

润滑 滚珠丝杠润滑

包含的附件 无

作用力示意图

滑架空载扭矩（M空载）[Nm]

输入转速 [rpm]
丝杠导程 [mm]

p = 5 p = 10 p = 20

500 - 无丝杠支撑 0.02 0.03 0.04

500 - 带丝杠支撑 0.03 0.05 0.07
M空载 = 在无负载情况下移动滑架所需的输入扭矩。

临界速度

1：不需要丝杠支撑
2：需要单丝杠支撑
3：需要双丝杠支撑

» 订购代码 - 参见第74页
» 附件 - 参见第45页
» 其他参数 - 参见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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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5
滚珠丝杠驱动、滚珠导轨

丝杠支撑配置 A [mm] B [mm] 总长度 (L tot) [mm]

无丝杠支撑 6 6 L tot = Smax + A + B + 251

单丝杠支撑 40 40 L tot = Smax + A + B + 251

双丝杠支撑 92 92 L tot = Smax + A + B + 251

A1：润滑孔
A2：使用内六角螺钉M5时为ø9.5/ø5.5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双标准滑架的单元 (C)

参数 M55

最大行程 (Smax) [mm] 2512

最大总长度 (L tot) [mm] 2975

滑架间最小距离 (Lc) [mm] 200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1350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1350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Lc1 × 0.675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Lc1 × 0.675

移动第二个滑架所需力 [N] 2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滑架

[kg]
6.5
2.4

1 数数数数mm

丝杠支撑配置 A [mm] B [mm] 总长度 (L tot) [mm]

无丝杠支撑 6 6 L tot = Smax + A + B + Lc + 251

单丝杠支撑 40 40 L tot = Smax + A + B + Lc + 251

双丝杠支撑 92 92 L tot = Smax + A + B + Lc + 251

尺寸 投影 在线选型

公制 www.LinearMotioneering.com

RediMount法兰规格

参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法兰长度 (Lrm) [mm] 57 92

法兰面积 (Srm) [mm] 60 139

法兰重量 * [kg] 1.84
* 最大重量包括联轴器和紧固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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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75
滚珠丝杠驱动、滚珠导轨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单标准滑架的单元 (A)1

参数 M75

最大行程 (Smax) 
   丝杠导程5，20 mm
   丝杠导程12.7 mm

[mm]
3772
2665

最大总长度 (L tot)
   丝杠导程5，20 mm
   丝杠导程12.7 mm

[mm]
4075
2968

最大直线速度 [m/s] 1.0

最大加速度 [m/s2] 8

重复精度 [± mm] 0.05

最大输入转速 [rpm] 3000

运行温度范围 [°C] -20 – 70

最大动态负载 (Fx) [N] 2500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2000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2000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x) [Nm] 18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130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130

最大驱动轴力 2 [N] 600

最大输入/驱动轴扭矩 (Mta) [Nm] 30

丝杠直径 (d0) [mm] 20

丝杠导程 (p) [mm] 5, 12,7, 20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每100 mm行程
  滑架
  单丝杠支撑选件
  双丝杠支撑选件

[kg]
6.90
1.05
2.50
1.70
3.58

通用规格

参数 M75

导轨尺寸（宽 × 高）[mm] 86 × 75

丝杠类型 带单螺母的滚珠丝杠

滑架密封系统 自调节钢质防尘带

丝杠支撑 用户在订购时注明丝杠支撑数量

润滑 滚珠丝杠润滑 

包含的附件 无 导轨挠度

作用力示意图

滑架空载扭矩（M空载）[Nm]

输入转速 [rpm] 
丝杠导程 [mm]

p = 5 p = 12.7 p = 20

500 - 无丝杠支撑 0.04 0.1 0.16

500 - 带丝杠支撑 0.06 0.12 0.2
M空载 = 在无负载情况下移动滑架所需的输入扭矩。

临界速度

1：不需要丝杠支撑
2：需要单丝杠支撑
3：需要双丝杠支撑

1 具有其他滑架类型的单元请参见下页。
2 仅与不带RediMount法兰的单元相关。

» 订购代码 - 参见第74页
» 附件 - 参见第45页
» 其他参数 - 参见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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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75
滚珠丝杠驱动、滚珠导轨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双标准滑架的单元 (C)

参数 M75

最大行程 (Smax)
   丝杠导程5，20 mm
   丝杠导程12.7 mm

[mm]
3522
2415

最大总长度 (L tot)
    丝杠导程5，20 mm
    丝杠导程12.7 mm

[mm]
4075
2968

滑架间最小距离 (Lc) [mm] 250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3000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3000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Lc1 × 1.5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Lc1 × 1.5

移动第二个滑架所需力 [N] 2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滑架

[kg]
12.2
  5.0

A1：润滑孔
A2：使用内六角螺钉M8时为ø13.5/ø8.5

丝杠支撑配置 A [mm] B [mm] 总长度 (L tot) [mm]

无丝杠支撑 5 5 L tot = Smax + A + B + 293

单丝杠支撑 60 60 L tot = Smax + A + B + 293

双丝杠支撑 126 126 L tot = Smax + A + B + 293

丝杠支撑配置 A [mm] B [mm] 总长度 (L tot) [mm]

无丝杠支撑 5 5 L tot = Smax + A + B + Lc + 293

单丝杠支撑 60 60 L tot = Smax + A + B + Lc + 293

双丝杠支撑 126 126 L tot = Smax + A + B + Lc + 293

尺寸 投影 在线选型

公制 www.LinearMotioneering.com

RediMount法兰规格

参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法兰长度 (Lrm) [mm] 81 143

法兰面积 (Srm) [mm] 90 200

法兰重量 * [kg] 5.60
* 最大重量包括联轴器和紧固螺钉

1 数值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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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0
滚珠丝杠驱动、滚珠导轨

通用规格

参数 M100

导轨尺寸（宽 × 高）[mm] 108 × 100

丝杠类型 带单螺母的滚珠丝杠

滑架密封系统 自调节钢质防尘带

丝杠支撑 用户在订购时注明丝杠支撑数量

润滑 滚珠丝杠润滑 

包含的附件 无 导轨挠度

作用力示意图

临界速度

1：不需要丝杠支撑
2：需要单丝杠支撑
3：需要双丝杠支撑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单标准滑架的单元 (A)1

参数 M100

最大行程 (Smax)
   丝杠导程5，10 mm
   丝杠导程25 mm

[mm]
5578
4378

最大总长度 (L tot)
   丝杠导程5，10 mm
   丝杠导程25 mm

[mm]
5974
4774

最大直线速度 [m/s] 1.25

最大加速度 [m/s2] 8

重复精度 [± mm] 0.05

最大输入转速 [rpm] 3000

运行温度范围 [°C] -20 – 70

最大动态负载 (Fx) [N] 5000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5000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5000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x) [Nm] 60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400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400

最大驱动轴力 2 [N] 1000

最大输入/驱动轴扭矩 (Mta) [Nm] 45

丝杠直径 (d0) [mm] 25

丝杠导程 (p) [mm] 5, 10, 25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每100 mm行程
  滑架
  单丝杠支撑选件
  双丝杠支撑选件

[kg]
14.3
1.72
4.00
1.86
4.42

滑架空载扭矩（M空载）[Nm]

输入转速 [rpm] 
丝杠导程 [mm]

p = 5 p = 10 p = 25

500 - 无丝杠支撑 0.08 0.14 0.32

500 - 带丝杠支撑 0.1 0.16 0.37
M空载 = 在无负载情况下移动滑架所需的输入扭矩。

» 订购代码 - 参见第74页
» 附件 - 参见第45页
» 其他参数 - 参见第73页

1 具有其他滑架类型的单元请参见下页。
2 仅与不带RediMount法兰的单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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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0
滚珠丝杠驱动、滚珠导轨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双标准滑架的单元 (C)

参数 M100

最大行程 (Smax)
   丝杠导程5，10 mm
   丝杠导程25 mm

[mm]
5228
4028

最大总长度 (L tot)
   丝杠导程5，10 mm
   丝杠导程25 mm

[mm]
5974
4774

滑架间最小距离 (Lc) [mm] 350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7500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7500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Lc1 × 3.75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Lc1 × 3.75

移动第二个滑架所需力 [N] 2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滑架

[kg]
25.3
  8.0

A1：润滑孔
A2：使用内六角螺钉M10时为ø17/ø10.5
A3：147 (L tot <= 1088 mm)，367 (L tot > 1088 mm)
A4：141 (L tot <= 1088 mm)，471 (L tot > 1088 mm)

1 数值单位mm

丝杠支撑配置 A [mm] B [mm] 总长度 (L tot) [mm]

无丝杠支撑 1 1 L tot = Smax + A + B + 394

单丝杠支撑 31 31 L tot = Smax + A + B + 394

双丝杠支撑 86 86 L tot = Smax + A + B + 394

丝杠支撑配置 A [mm] B [mm] 总长度 (L tot) [mm]

无丝杠支撑 1 1 L tot = Smax + A + B + Lc + 394

单丝杠支撑 31 31 L tot = Smax + A + B + Lc + 394

双丝杠支撑 86 86 L tot = Smax + A + B + Lc + 394

RediMount法兰规格

参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法兰长度 (Lrm) [mm] 81 143

法兰面积 (Srm) [mm] 90 200

法兰重量 * [kg] 5.60
* 最大重量包括联轴器和紧固螺钉

尺寸 投影 在线选型

公制 www.LinearMotio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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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M55 M75 M100

导轨尺寸（宽 × 高） [mm] 58 × 55 86 × 75 108 × 100

最大行程 (Smax) [mm] 2712 3772 5578

最大直线速度 [m/s] 1.0 1.6 1.6

最大滑架负载 (Fz) [N] 400 1485 3005

备注 单滚珠螺母 单滚珠螺母 单滚珠螺母

所在页码 20 22 24

特性

• 可在任意方向安装

• 自调节不锈钢防尘带

• 已获专利的内部自调节棱形滑轨

• 冲洗保护型号可选

Movopart M

M75

带滚珠丝杠驱动和滑轨的直线运动系统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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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滚珠丝杠驱动和滑轨的直线运动系统
概述

M-系列技术介绍

防尘带

已获专利的自调节磁密封不锈钢防

尘带，可避免污垢、灰尘和液体进

入单元。

注意！图中设备不包含RediMount™法兰

环保

标准型单元可在严酷环境中运行，但也

可选购应用在多灰、多尘和/或高湿环境

下的冲洗保护型号。

滚珠丝杠驱动

滚珠丝杠确保高精度、高效率，

并可选配丝杆支撑来提高速度。

棱形滑轨
已获专利的自对准棱形导轨精确、

耐用、抗振动、抗冲击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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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轨挠度

M55
滚珠丝杠驱动、滑轨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单标准滑架的单元 (A)1

参数 M55

最大行程 (Smax) [mm] 2712

最大总长度 (L tot) [mm] 2975

最大直线速度 [m/s] 1.0

最大加速度 [m/s2] 8

重复精度 [± mm] 0.05

最大输入转速 [rpm] 3000

运行温度范围 [°C] -20 – 70

最大动态负载 (Fx) [N] 1000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400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400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x) [Nm] 9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23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23

最大驱动轴力 2 [N] 200

最大输入/驱动轴扭矩 (Mta) [Nm] 12

丝杠直径 (d0) [mm] 16

丝杠导程 (p) [mm] 5, 10, 20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每100 mm行程
  滑架
  单丝杠支撑选件
  双丝杠支撑选件

[kg]
3.06
0.44
1.20
0.83
1.88

通用规格

参数 M55

导轨尺寸（宽 × 高）[mm] 58 × 55

丝杠类型 带单螺母的滚珠丝杠

滑架密封系统 自调节钢质防尘带

丝杠支撑 用户在订购时注明丝杠支撑数量

润滑 滚珠丝杠润滑

包含的附件 无

作用力示意图

滑架空载扭矩（M空载）[Nm]

输入转速 [rpm]
丝杠导程 [mm]

p = 5 p = 10 p = 20

500 - 无丝杠支撑 0.10 0.15 0.30

500 - 带丝杠支撑 0.13 0.27 0.45
M空载 = 在无负载情况下移动滑架所需的输入扭矩。

临界速度

1：不需要丝杠支撑
2：需要单丝杠支撑
3：需要双丝杠支撑

» 订购代码 - 参见第75页
» 附件 - 参见第45页
» 其他参数 - 参见第73页

1 具有其他滑架类型的单元请参见下页。
2 仅与不带RediMount法兰的单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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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5
滚珠丝杠驱动、滑轨

A1：滑轨张紧孔
A2：使用内六角螺钉M5时为ø9.5/ø5.5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双标准滑架的单元 (C)

参数 M55

最大行程 (Smax) [mm] 2512

最大总长度 (L tot) [mm] 2975

滑架间最小距离 (Lc) [mm] 200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600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600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Lc1 × 0.3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Lc1 × 0.3

移动第二个滑架所需力 [N] 35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滑架

[kg]
5.14
2.40

1 数值单位mm

丝杠支撑配置 A [mm] B [mm] 总长度 (L tot) [mm]

无丝杠支撑 6 6 L tot = Smax + A + B + 251

单丝杠支撑 32 32 L tot = Smax + A + B + 251

双丝杠支撑 83 83 L tot = Smax + A + B + 251

丝杠支撑配置 A [mm] B [mm] 总长度 (L tot) [mm]

无丝杠支撑 6 6 L tot = Smax + A + B + Lc + 251

单丝杠支撑 32 32 L tot = Smax + A + B + Lc + 251

双丝杠支撑 83 83 L tot = Smax + A + B + Lc + 251

尺寸 投影 在线选型

公制 www.LinearMotioneering.com

RediMount法兰规格

参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法兰长度 (Lrm) [mm] 57 92

法兰面积 (Srm) [mm] 60 139

法兰重量 * [kg] 1.84
* 最大重量包括联轴器和紧固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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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75
滚珠丝杠驱动、滑轨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单标准滑架的单元 (A)1

参数 M75

最大行程 (Smax) 
   丝杠导程5，20 mm
   丝杠导程12.7 mm

[mm]
3772
2665

最大总长度 (L tot)
   丝杠导程5，20 mm
   丝杠导程12.7 mm

[mm]
4075
2968

最大直线速度 [m/s] 1.6

最大加速度 [m/s2] 8

重复精度 [± mm] 0.05

最大输入转速 [rpm] 5000

运行温度范围 [°C] -20 – 70

最大动态负载 (Fx) [N] 2500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1485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1485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x) [Nm] 49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85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85

最大驱动轴力 2 [N] 600

最大输入/驱动轴扭矩 (Mta) [Nm] 30

丝杠直径 (d0) [mm] 20

丝杠导程 (p) [mm] 5, 12,7, 20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每100 mm行程
  滑架
  单丝杠支撑选件
  双丝杠支撑选件

[kg]
6.07
0.82
1.70
1.70
3.58

1 具有其他滑架类型的单元请参见下页。
2 仅与不带RediMount法兰的单元相关。

通用规格

参数 M75

导轨尺寸（宽 × 高）[mm] 86 × 75

丝杠类型 带单螺母的滚珠丝杠

滑架密封系统 自调节钢质防尘带

丝杠支撑 用户在订购时注明丝杠支撑数量

润滑 滚珠丝杠润滑 

包含的附件 无 导轨挠度

作用力示意图

滑架空载扭矩（M空载）[Nm]

输入转速 [rpm] 
丝杠导程 [mm]

p = 5 p = 12,7 p = 20

500 - 无丝杠支撑 0.10 0.24 0.37

500 - 带丝杠支撑 0.15 0.39 0.57
M空载 = 在无负载情况下移动滑架所需的输入扭矩。

临界速度

1：不需要丝杠支撑
2：需要单丝杠支撑
3：需要双丝杠支撑

» 订购代码 - 参见第75页
» 附件 - 参见第45页
» 其他参数 - 参见第73页



直线运动系统

23www.thomsonlinear.com.cn

M75
滚珠丝杠驱动、滑轨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双标准滑架的单元 (C)

参数 M75

最大行程 (Smax)
   丝杠导程5，20 mm
   丝杠导程12.7 mm

[mm]
3522
2415

最大总长度 (L tot)
    丝杠导程5，20 mm
    丝杠导程12.7 mm

[mm]
4075
2968

滑架间最小距离 (Lc) [mm] 250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2227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2227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Lc1 × 1.114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Lc1 × 1.114

移动第二个滑架所需力 [N] 40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滑架

[kg]
9.82
3.40

1 数值单位mm

丝杠支撑配置 A [mm] B [mm] 总长度 (L tot) [mm]

无丝杠支撑 5 5 L tot = Smax + A + B + 293

单丝杠支撑 60 60 L tot = Smax + A + B + 293

双丝杠支撑 126 126 L tot = Smax + A + B + 293

丝杠支撑配置 A [mm] B [mm] 总长度 (L tot) [mm]

无丝杠支撑 5 5 L tot = Smax + A + B + Lc + 293

单丝杠支撑 60 60 L tot = Smax + A + B + Lc + 293

双丝杠支撑 126 126 L tot = Smax + A + B + Lc + 293

尺寸 投影 在线选型

公制 www.LinearMotioneering.com

RediMount法兰规格

参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法兰长度 (Lrm) [mm] 81 143

法兰面积 (Srm) [mm] 90 200

法兰重量 * [kg] 5.60
* 最大重量包括联轴器和紧固螺钉

A1：滑轨张紧孔
A2：使用内六角螺钉M8时为ø13.5/ø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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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0
滚珠丝杠驱动、滑轨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单标准滑架的单元 (A)1

参数 M100

最大行程 (Smax)
   丝杠导程5，10 mm
   丝杠导程25 mm

[mm]
5578
4378

最大总长度 (L tot)
   丝杠导程5，10 mm
   丝杠导程25 mm

[mm]
5974
4774

最大直线速度 [m/s] 1.6

最大加速度 [m/s2] 8

重复精度 [± mm] 0.05

最大输入转速 [rpm] 4000 

运行温度范围 [°C] -20 – 70

最大动态负载 (Fx) [N] 5000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3005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3005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x) [Nm] 117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279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279

最大驱动轴力 2 [N] 1000

最大输入/驱动轴扭矩 (Mta) [Nm] 45

丝杠直径 (d0) [mm] 25

丝杠导程 (p) [mm] 5, 10, 25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每100 mm行程
  滑架
  单丝杠支撑选件
  双丝杠支撑选件

[kg]
12.87
1.42
3.50
1.86
4.42

1 具有其他滑架类型的单元请参见下页。
2 仅与不带RediMount法兰的单元相关。

通用规格

参数 M100

导轨尺寸（宽 × 高）[mm] 108 × 100

丝杠类型 带单螺母的滚珠丝杠

滑架密封系统 自调节钢质防尘带

丝杠支撑 用户在订购时注明丝杠支撑数量

润滑 滚珠丝杠润滑 

包含的附件 无 导轨挠度

作用力示意图

滑架空载扭矩（M空载）[Nm]

输入转速 [rpm] 
丝杠导程 [mm]

p = 5 p = 10 p = 25

500 - 无丝杠支撑 0.15 0.25 0.55

500 - 带丝杠支撑 0.25 0.40 0.85
M空载 = 在无负载情况下移动滑架所需的输入扭矩。

临界速度

1：不需要丝杠支撑
2：需要单丝杠支撑
3：需要双丝杠支撑

» 订购代码 - 参见第75页
» 附件 - 参见第45页
» 其他参数 - 参见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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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0
滚珠丝杠驱动、滑轨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双标准滑架的单元 (C)

参数 M100

最大行程 (Smax)
   丝杠导程5，10 mm
   丝杠导程25 mm

[mm]
5228
4028

最大总长度 (L tot)
   丝杠导程5，10 mm
   丝杠导程25 mm

[mm]
5974
4774

滑架间最小距离 (Lc) [mm] 350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4508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4508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Lc1 × 2.254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Lc1 × 2.254

移动第二个滑架所需力 [N] 45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滑架

[kg]
21.34
  7.00

A1：滑轨张紧孔
A2：使用内六角螺钉M10时为ø17/ø10.5
A3：147 (L order <= 1088 mm)，367 (L order > 1088 mm)
A4：141 (L order <= 1088 mm)，471 (L order > 1088 mm)

1 数值单位mm

丝杠支撑配置 A [mm] B [mm] 总长度 (L tot) [mm]

无丝杠支撑 1 1 L tot = Smax + A + B + 394

单丝杠支撑 31 31 L tot = Smax + A + B + 394

双丝杠支撑 86 86 L tot = Smax + A + B + 394

丝杠支撑配置 A [mm] B [mm] 总长度 (L tot) [mm]

无丝杠支撑 1 1 L tot = Smax + A + B + Lc + 394

单丝杠支撑 31 31 L tot = Smax + A + B + Lc + 394

双丝杠支撑 86 86 L tot = Smax + A + B + Lc + 394

RediMount法兰规格

参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法兰长度 (Lrm) [mm] 81 143

法兰面积 (Srm) [mm] 90 200

法兰重量 * [kg] 5.60
* 最大重量包括联轴器和紧固螺钉

尺寸 投影 在线选型

公制 www.LinearMotio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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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M55 M75 M100

导轨尺寸（宽 × 高） [mm] 58 × 55 86 × 75 108 × 100

最大行程 (Smax) [mm] 7000 12000 11900

最大直线速度 [m/s] 5.0 5.0 5.0

最大滑架负载 (Fz) [N] 750 1750 4000

备注 - - -

所在页码 28 30 32

特性

• 可在任意方向安装

• 自调节不锈钢防尘带

• 最大行程12 m
• 冲洗保护型号可选

Movopart M

M75

带皮带驱动和滚珠导轨的直线运动系统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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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系列技术介绍

防尘带
已获专利的自调节磁密封不锈钢

防尘带，可避免污垢、灰尘和液

体进入单元。

环保
标准型单元可在严酷环境中运行，但也可

选购应用在最严苛环境下的冲洗保护或增

强冲洗保护型号。

皮带驱动
皮带在导轨内部运行，可轻松重新

调节皮带紧度，无需将负载从滑架

上取下。

带皮带驱动和滚珠导轨的直线运动系统
概述

注意！图中设备不包含RediMount™法兰

滚珠导轨

高承载力，高刚性，低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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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5
皮带驱动、滚珠导轨

滑架空载扭矩（M空载）[Nm]
输入转速 [rpm] 单滑架 双滑架

150 1.0 1.9

M空载 = 在无负载情况下移动滑架所需的输入扭矩。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单标准滑架的单元 (A)1

参数 M55

最大行程 (Smax) [mm] 7000

最大总长度 (L tot) [mm] 7373

最大直线速度 [m/s] 5.0

最大加速度 [m/s2] 40

重复精度 [± mm] 0.1

最大输入转速 [rpm] 2850

运行温度范围 [°C] -20 – 70

最大动态负载 (Fx)
  < 2.5 m/s
  > 2.5 m/s

[N]
400
200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750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750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x) [Nm] 5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29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29

最大驱动轴力 2 [N] 200

最大输入/驱动轴扭矩 (Mta) [Nm] 12

皮带轮直径 [mm] 33.42

轴每旋转一周行程 [mm] 105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每100 mm行程
  滑架

[kg]
4.80
0.53
1.20

1 具有其他滑架类型的单元请参见下页。
2 仅与不带RediMount法兰的单元相关。

通用规格

参数 M55

导轨尺寸（宽 × 高）[mm] 58 × 55

皮带类型 22-STD SM5-HP

滑架密封系统 自调节钢质防尘带

可调校的皮带紧度 客户可视实际需要重新调节 
皮带紧度

润滑 滚珠导轨滑架的润滑

包含的附件 无

导轨挠度

作用力示意图

» 订购代码 - 参见第76页
» 附件 - 参见第45页
» 其他参数 - 参见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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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5
皮带驱动、滚珠导轨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双标准滑架的单元 (C)

参数 M55

最大行程 (Smax) [mm] 6750

最大总长度 (L tot) [mm] 7373

滑架间最小距离 (Lc) [mm] 250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1125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1125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Lc1 × 0.56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Lc1 × 0.56

移动第二个滑架所需力 [N] 2

总长度 (L tot] [mm] Smax + Lc + 373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滑架

[kg]
7.06
2.40

1 数值单位mm

A1：润滑孔
A2：使用内六角螺钉M5时为ø9.5/ø5.5

尺寸 投影 在线选型

公制 www.LinearMotioneering.com

RediMount法兰规格

参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法兰长度 (Lrm) [mm] 57 92

法兰面积 (Srm) [mm] 60 139

法兰重量 * [kg] 1.84
* 最大重量包括联轴器和紧固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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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75
皮带驱动、滚珠导轨

滑架空载扭矩（M空载）[Nm]
输入转速 [rpm] 单滑架 双滑架

150 1.0 1.9

M空载 = 在无负载情况下移动滑架所需的输入扭矩。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单标准滑架的单元 (A)1

参数 M75

最大行程 (Smax) [mm] 12000

最大总长度 (L tot) [mm] 12368

最大直线速度 [m/s] 5.0

最大加速度 [m/s2] 40

重复精度 [± mm] 0.1

最大输入转速 [rpm] 2300

运行温度范围 [°C] -20 – 70

最大动态负载 (Fx)
  < 2.5 m/s
  > 2.5 m/s

[N]
900
450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1750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1750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x) [Nm] 16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84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84

最大驱动轴力 2 [N] 600

最大输入/驱动轴扭矩 (Mta) [Nm] 30

皮带轮直径 [mm] 41.38

轴每旋转一周行程 [mm] 130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每100 mm行程
  滑架

[kg]
7.50
0.88
2.00

1 具有其他滑架类型的单元请参见下页。
2 仅与不带RediMount法兰的单元相关。

通用规格

参数 M75 / T75

导轨尺寸（宽 × 高）[mm] 86 × 75

皮带类型 STD5-40

滑架密封系统 自调节钢质防尘带

可调校的皮带紧度 客户可视实际需要重新调节 
皮带紧度

润滑 滚珠导轨滑架的润滑

包含的附件 无

导轨挠度

作用力示意图

» 订购代码 - 参见第76页
» 附件 - 参见第45页
» 其他参数 - 参见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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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75
皮带驱动、滚珠导轨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双标准滑架的单元 (C)

参数 M75

最大行程 (Smax) [mm] 11750

最大总长度 (L tot) [mm] 12368

滑架间最小距离 (Lc) [mm] 250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2625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2625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Lc1 × 1.313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Lc1 × 1.313

移动第二个滑架所需力 [N] 2

总长度 (L tot] [mm] Smax + Lc + 368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滑架

[kg]
11.67
4.00

1 数值单位mm

A1：润滑孔
A2：使用内六角螺钉M8时为ø13.5/ø8.5

尺寸 投影 在线选型

公制 www.LinearMotioneering.com

RediMount法兰规格

参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法兰长度 (Lrm) [mm] 81 143

法兰面积 (Srm) [mm] 90 200

法兰重量 * [kg] 6.00
* 最大重量包括联轴器和紧固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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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0
皮带驱动、滚珠导轨

滑架空载扭矩（M空载）[Nm]
输入转速 [rpm] 单滑架 双滑架

150 1.6 3.1

M空载 = 在无负载情况下移动滑架所需的输入扭矩。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单标准滑架的单元 (A)1

参数 M100

最大行程 (Smax) [mm] 11900

最大总长度 (L tot) [mm] 12361

最大直线速度 [m/s] 5.0

最大加速度 [m/s2] 40

重复精度 [± mm] 0.1

最大输入转速 [rpm] 1700

运行温度范围 [°C] -20 – 70

最大动态负载 (Fx)
  < 2.5 m/s
  > 2.5 m/s

[N]
1250
  625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4000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4000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x) [Nm] 43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280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280

最大驱动轴力 2 [N] 1000

最大输入/驱动轴扭矩 (Mta) [Nm] 45

皮带轮直径 [mm] 56.02

轴每旋转一周行程 [mm] 176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每100 mm行程
  滑架

[kg]
11.61
  1.43
  2.20

1 具有其他滑架类型的单元请参见下页。
2 仅与不带RediMount法兰的单元相关。

通用规格

参数 M100

导轨尺寸（宽 × 高）[mm] 108 × 100

皮带类型 STD8-50

滑架密封系统 自调节钢质防尘带

可调校的皮带紧度 客户可视实际需要重新调节皮
带紧度

润滑 滚珠导轨滑架的润滑

包含的附件 无

导轨挠度

作用力示意图

» 订购代码 - 参见第76页
» 附件 - 参见第45页
» 其他参数 - 参见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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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0
皮带驱动、滚珠导轨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双标准滑架的单元 (C)

参数 M100

最大行程 (Smax) [mm] 11550

最大总长度 (L tot) [mm] 12361

滑架间最小距离 (Lc) [mm] 350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6000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6000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Lc1 × 3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Lc1 × 3

移动第二个滑架所需力 [N] 2

总长度 (L tot] [mm] Smax + Lc + 461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滑架

[kg]
18.92
4.40

1 数值单位mm

A1：润滑孔
A2：润滑孔（L order < 856 mm时没有孔）
A3：使用内六角螺钉M10时为ø17/ø10.5

尺寸 投影 在线选型

公制 www.LinearMotioneering.com

RediMount法兰规格

参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法兰长度 (Lrm) [mm] 81 143

法兰面积 (Srm) [mm] 90 200

法兰重量 * [kg] 6.00
* 最大重量包括联轴器和紧固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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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M50

导轨尺寸（宽 × 高） [mm] 50 × 50

最大行程 (Smax) [mm] 5000

最大直线速度 [m/s] 5.0

最大滑架负载 (Fz) [N] 400

备注 无防尘带

所在页码 36

特性

• 可在任意方向安装

• 已获专利的自调节棱形滑轨

• 抗冲击负载、抗振

• 低成本

Movopart M

M50

参数 M55 M75 M100

导轨尺寸（宽 × 高） [mm] 58 × 55 86 × 75 108 × 100

最大行程 (Smax) [mm] 7000 12000 11900

最大直线速度 [m/s] 5.0 5.0 5.0

最大滑架负载 (Fz) [N] 400 1485 3005

备注 - - -

所在页码 38 40 42

特性

• 可在任意方向安装

• 自调节不锈钢防尘带 
• 已获专利的自调节棱形滑轨

• 冲洗保护和增强冲洗保护型号可选

Movopart M

M75

带皮带驱动和滑轨的直线运动系统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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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系列技术介绍

防尘带
已获专利的自调节磁密封不锈钢

防尘带，可避免污垢、灰尘和液

体进入单元。

环保
标准型单元可在严酷环境中运行，但也可

选购应用在最严苛环境下的冲洗保护或增

强冲洗保护型号。

皮带驱动
皮带在导轨内部运行，可轻松重新

调节皮带紧度，无需将负载从滑架

上取下。

带皮带驱动和滑轨的直线运动系统
概述

注意！图中设备不包含RediMount™法兰

棱形滑轨
已获专利的自对准棱形导轨精确、

耐用、抗振动、抗冲击负载。



36 www.thomsonlinear.com.cn

M50
皮带驱动、滑轨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单标准滑架的单元 (A00)

参数 M50

最大行程 (Smax) [mm] 5000

最大总长度 (L tot) [mm] 5296

最大直线速度 [m/s] 5.0

最大加速度 [m/s2] 40

重复精度 [± mm] 0.2

最大输入转速 [rpm] 2300

运行温度范围 [°C] -20 – 70

最大动态负载 (Fx)
  < 2.5 m/s
  > 2.5 m/s  

[N]
400
200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400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400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x) [Nm] 5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21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21

最大驱动轴力 1 [N] 350

最大输入/驱动轴扭矩 (Mta) [Nm] 10

皮带轮直径 [mm] 41.38

轴每旋转一周行程 [mm] 130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每100 mm行程
  滑架

[kg]
0.71
0.96
0.33

1 仅与不带RediMount法兰的单元相关。

通用规格

参数 M50

导轨尺寸（宽 × 高）[mm] 50 × 50

皮带类型 GT 5MR-19

滑架密封系统 无

可调校的皮带紧度 客户可视实际需要重新调节 
皮带紧度

润滑 终身润滑

包含的附件 无

滑架空载扭矩（M空载）[Nm]
输入转速 [rpm] 空载扭矩 [Nm]

150 2.1

M空载 = 在无负载情况下移动滑架所需的输入扭矩。

导轨挠度

作用力示意图

» 订购代码 - 参见第77页
» 附件 - 参见第45页
» 其他参数 - 参见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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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0
皮带驱动、滑轨

A1：ø6.5，M6螺钉
A2：深度9，螺旋护套

尺寸 投影 在线选型

公制 www.LinearMotioneering.com

RediMount法兰规格

参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法兰长度 (Lrm) [mm] 57 92

法兰面积 (Srm) [mm] 60 139

法兰重量 * [kg] 1.84
* 最大重量包括联轴器和紧固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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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5
皮带驱动、滑轨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单标准滑架的单元 (A)1

参数 M55

最大行程 (Smax) [mm] 7000

最大总长度 (L tot) [mm] 7313

最大直线速度 [m/s] 5.0

最大加速度 [m/s2] 40

重复精度 [± mm] 0.2

最大输入转速 [rpm] 2850

运行温度范围 [°C] -20 – 70

最大动态负载 (Fx)
  < 2.5 m/s
  > 2.5 m/s

[N]
400
200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400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400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x) [Nm] 9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21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21

最大驱动轴力 2 [N] 200

最大输入/驱动轴扭矩 (Mta) [Nm] 7

皮带轮直径 [mm] 33.42

轴每旋转一周行程 [mm] 105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每100 mm行程
  滑架

[kg]
4.10
0.41
1.10

1 具有其他滑架类型的单元请参见下页。
2 仅与不带RediMount法兰的单元相关。

通用规格

参数 M55

导轨尺寸（宽 × 高）[mm] 58 × 50

皮带类型 22-STD SM5-HP

滑架密封系统 自调节钢质防尘带

可调校的皮带紧度 客户可视实际需要重新调节 
皮带紧度

润滑 终身润滑

包含的附件 无

滑架空载扭矩（M空载）[Nm]
输入转速 [rpm] 单滑架 双滑架

150 2.1 3.8

M空载 = 在无负载情况下移动滑架所需的输入扭矩。

导轨挠度

作用力示意图

» 订购代码 - 参见第77页
» 附件 - 参见第45页
» 其他参数 - 参见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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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5
皮带驱动、滑轨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双标准滑架的单元 (C)

参数 M55

最大行程 (Smax) [mm] 6800

最大总长度 (L tot) [mm] 7313

滑架间最小距离 (Lc) [mm] 200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600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600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Lc1 × 0.3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Lc1 × 0.3

移动第二个滑架所需力 [N] 35

总长度 (L tot] [mm] Smax + Lc + 313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滑架

[kg]
6.00
2.20

1 数值单位mm

A1：滑轨张紧孔
A2：使用内六角螺钉M5时为ø9.5/ø5.5

尺寸 投影 在线选型

公制 www.LinearMotioneering.com

RediMount法兰规格

参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法兰长度 (Lrm) [mm] 57 92

法兰面积 (Srm) [mm] 60 139

法兰重量 * [kg] 1.84
* 最大重量包括联轴器和紧固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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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75
皮带驱动、滑轨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单标准滑架的单元 (A)1

参数 M75

最大行程 (Smax) [mm] 12000

最大总长度 (L tot) [mm] 12368

最大直线速度 [m/s] 5.0

最大加速度 [m/s2] 40

重复精度 [± mm] 0.2

最大输入转速 [rpm] 2300

运行温度范围 [°C] -20 – 70

最大动态负载 (Fx)
  < 2.5 m/s
  > 2.5 m/s

[N]
900
450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1485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1485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x) [Nm] 49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85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85

最大驱动轴力 2 [N] 600

最大输入/驱动轴扭矩 (Mta) [Nm] 30

皮带轮直径 [mm] 41.38

轴每旋转一周行程 [mm] 130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每100 mm行程
  滑架

[kg]
6.30
0.67
1.50

1 具有其他滑架类型的单元请参见下页。
2 仅与不带RediMount法兰的单元相关。

通用规格

参数 M75

导轨尺寸（宽 × 高）[mm] 86 × 75

皮带类型 STD5-40

滑架密封系统 自调节钢质防尘带

可调校的皮带紧度 客户可视实际需要重新调节 
皮带紧度

润滑 终身润滑

包含的附件 无

滑架空载扭矩（M空载）[Nm]
输入转速 [rpm] 单滑架 双滑架

150 2.2 4.0

M空载 = 在无负载情况下移动滑架所需的输入扭矩。

导轨挠度

作用力示意图

» 订购代码 - 参见第77页
» 附件 - 参见第45页
» 其他参数 - 参见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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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75
皮带驱动、滑轨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双标准滑架的单元 (C)

参数 M75

最大行程 (Smax) [mm] 11750

最大总长度 (L tot) [mm] 12368

滑架间最小距离 (Lc) [mm] 250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2227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2227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Lc1 × 1.114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Lc1 × 1.114

移动第二个滑架所需力 [N] 40

总长度 (L tot] [mm] Smax + Lc + 368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滑架

[kg]
9.50
3.00

1 数值单位mm

A1：滑轨张紧孔
A2：使用内六角螺钉M8时为ø13.5/ø8.5

尺寸 投影 在线选型

公制 www.LinearMotioneering.com

RediMount法兰规格

参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法兰长度 (Lrm) [mm] 81 143

法兰面积 (Srm) [mm] 90 200

法兰重量 * [kg] 6.00
* 最大重量包括联轴器和紧固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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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0
皮带驱动、滑轨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单标准滑架的单元 (A)1

参数 M100

最大行程 (Smax) [mm] 11900

最大总长度 (L tot) [mm] 12331

最大直线速度 [m/s] 5.0

最大加速度 [m/s2] 40

重复精度 [± mm] 0.2

最大输入转速 [rpm] 1700

运行温度范围 [°C] -20 – 70

最大动态负载 (Fx)
  < 2.5 m/s
  > 2.5 m/s

[N]
1250
625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3005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3005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x) [Nm] 117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279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279

最大驱动轴力 2 [N] 1000

最大输入/驱动轴扭矩 (Mta) [Nm] 45

皮带轮直径 [mm] 56.02

轴每旋转一周行程 [mm] 176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每100 mm行程
  滑架

[kg]
11.10
1.16
2.40

1 具有其他滑架类型的单元请参见下页。
2 仅与不带RediMount法兰的单元相关。

通用规格

参数 M100

导轨尺寸（宽 × 高）[mm] 108 × 100

皮带类型 STD8-50

滑架密封系统 自调节钢质防尘带

可调校的皮带紧度 客户可视实际需要重新调节 
皮带紧度

润滑 终身润滑

包含的附件 无

滑架空载扭矩（M空载）[Nm]
输入转速 [rpm] 单滑架 双滑架

150 3.8 5.8

M空载 = 在无负载情况下移动滑架所需的输入扭矩。

导轨挠度

作用力示意图

» 订购代码 - 参见第77页
» 附件 - 参见第45页
» 其他参数 - 参见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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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0
皮带驱动、滑轨

性能规格
适用于具有双标准滑架的单元 (C)

参数 M100

最大行程 (Smax) [mm] 11550

最大总长度 (L tot) [mm] 12331

滑架间最小距离 (Lc) [mm] 350

最大动态负载 (Fy) [N] 4508

最大动态负载 (Fz) [N] 4508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y) [Nm] Lc1 × 2.254

最大动态负载扭矩 (Mz) [Nm] Lc1 × 2.254

移动第二个滑架所需力 [N] 45

总长度 (L tot] [mm] Smax + Lc + 431

重量 
 零行程单元
 滑架

[kg]
17.40
  4.80

1 数值单位mm

A1：滑轨张紧孔
A2：使用内六角螺钉M10时为ø17/ø10.5
A3：170 (L tot <= 1056 mm)，270 (L tot > 1056 mm)
A4：186 (L tot < = 1056 mm)，436 (L tot > 1056 mm)

尺寸 投影 在线选型

公制 www.LinearMotioneering.com

RediMount法兰规格

参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法兰长度 (Lrm) [mm] 81 143

法兰面积 (Srm) [mm] 90 200

法兰重量 * [kg] 6.00
* 最大重量包括联轴器和紧固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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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装套件

安装压块类型M1和M2（单压块）1

单元型号 M1 M2 A B C D øE F øG H 螺钉 Ms [Nm]

M50 1 D312 248 – 25 30 20 – – – 6.5 14 ISO4762-8.8 9.4

M55 1 D313 403 D313 402 25/56 25.5 10.7 41 9.5 5.3 5.5 10.2 ISO4762-8.8 5.5

M75 1 D312 747 D312 748 30/75 28.5 15 60 14 8.5 8.5 11 ISO4762-8.8 23

M100 1 D312 339 D312 334 45/92 46.5 22 60 17 10.5 10.5 20 ISO4762-8.8 45
1 螺钉不在压块的供货范围内 Ms = 螺钉上紧扭矩

M1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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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平板的安装压块类型M21

单元型号 p/n A B C D E øF øG H

M50 D312 117 7 20 105 35 30 6.5 11 –

M55 D313 474 8.5 15 100 44 70 8.5 14 44

M75 D312 718 8.5 15 134 44 80 8.5 14 44

M100 D312 317 8.5 20 190 44 100 8.5 14 44
1 M2型号的两种安装压块（参见46页）和将这些压块连接在板上的螺钉包含在供货范围内

附件
安装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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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装套件

压块 + 平板包含2个M2型压块、1个平板和必

要的螺钉。

压块 带平板的 
压块

Clamps +PlateClamps

多轴系统安装压块类型M21

单元类型X轴为 单元类型Y轴为 p/n A B C D øE F øG H

M55 M55 D313 424 56 25.5 10.7 41 9.5 5.3 5.5 10.2

M75 M75 D312 719 75 28.5 15 60 14 8.5 8.5 11

M100 M100 D312 304 92 46.5 22 60 17 10.5 10.5 20

带平板的多轴系统安装压块类型M21

单元类型X轴为 单元类型Y轴为 p/n A B C D E øF øG H

M55 M75 D313 470 5.5 15 134 76 80 5.5 9.5 41

M75 M55 D313 060 8.5 15 134 106 80 8.5 14 60

M75 M100 D313 062 8.5 20 190 106 100 8.5 14 60

M100 M75 D313  292 10.5 20 190 142 100 10.5 17 60
1 所有必要的螺钉均在供货范围内

轴
轴

轴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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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平板的多轴系统安装压块类型M21

单元类型X轴为 单元类型Y轴为 p/n A B C D E øF øG H

M55 M75 D313 470 5.5 15 134 76 80 5.5 9.5 41

M75 M55 D313 060 8.5 15 134 106 80 8.5 14 60

M75 M100 D313 062 8.5 20 190 106 100 8.5 14 60

M100 M75 D313  292 10.5 20 190 142 100 10.5 17 60

附件
安装套件

适配板

单元型号 I I I A B C D E øF G

M55 D313 422 D313 423 40 60 20 38 25.5 6.5 37

M75 D312 746 – 40 – 26 - 45 6.5 51

M75 – D312 745 – 60 - 39 45 7.5 51

M100 D312 338 – 40 – 26 - 69 6.5 62

M100 – D312 337 – 60 - 39 69 7.5 62

适配板沿着导轨安装在沟槽中，可用于将诸

如传感器、开关、线缆管道等组件连接到单 
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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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装套件

T型槽螺栓

单元型号 p/n øD H

M50 D312 221 M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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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盖板和保护套件

轴保护盖板

单元型号 p/n A B

M50 D312 201 126 35

M55 D312 201 151 35

M75 D700 178 198 45

M100 D700 178 202 45

轴保护盖板用于为未使用的轴提供遮挡。盖板须由客户自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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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盖板和保护套件

环保选件类型S1和S2兼容性表

单元型号 驱动类型 导轨类型 S1 S2 订购

M55 滚珠丝杠 滑轨 • 参见单元订货号

M55 皮带驱动
滑轨 • • 参见单元订货号

滚珠 • 参见单元订货号

M75 滚珠丝杠 滑轨 • 参见单元订货号

M75 皮带驱动
滑轨 • • 参见单元订货号

滚珠 • 参见单元订货号

M100 滚珠丝杠 滑轨 • 参见单元订货号

M100 皮带驱动
滑轨 • • 参见单元订货号

滚珠 • 参见单元订货号

上表的某些单元可订购S1和S2环保选件，其所有性能参数和使用

寿命和标准型一致（详情请联系客服部门）。滚珠丝杠和皮带驱

动单元（无论是滚珠导轨还是滑轨）均可订购S1型，而仅有皮带

驱动滑轨单元可订购S2型。使用化学剂和/或清洁剂前请务必咨询

您当地的Thomson客服部门。

S1 - 冲洗保护型

S1通常在屠宰场、乳品厂、食品厂或其他任何有轻微冲洗的应用

场合使用。

S2 - 增强冲洗保护

S2通常应用在较为潮湿的环境条件下，在造纸厂、镀锌设备、食

品工业或任何需要更强冲洗保护能力的苛刻场合都会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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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选件类型S1和S2，技术规格

项目 S1 S2

外部丝杠、螺栓和螺母 A2或更高级别的不锈钢材料 A4或更高级别的不锈钢材料

内部丝杠、螺栓和螺母 标准材料 A2或更高级别的不锈钢材料

驱动轴、滚珠丝杠驱动单元 标准材料 -

驱动轴、皮带驱动单元 SS2333或更高级别的不锈钢材料 SS2343或更高级别的不锈钢材料

紧度导轮轴 标准材料 SS2333或更高级别的不锈钢材料

轴承类型 标准轴承 2RS

轴承密封、皮带驱动单元 径向密封 径向密封

机械挤制铝部件表面处理 无 阳极氧化处理

机械铸铝部件表面处理 无 阳极氧化处理

附件
盖板和保护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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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齿轮和传动套件

TBS40蜗轮尺寸

齿轮 A B C D E F øG H øI J K

TBS40 54 40 46 10 100 125 14j6 45 65 M8 (4×) 25

TBS40蜗轮兼容性表

型号 TBS40 IEC71B14 IEC80B14 A L

M75 • • 32 58

M75 • • 32 68

M100 • • 32 58

M100 • • 32 68

蜗轮不需要中间联轴器即可直接安装到设 
备上。

为将齿轮安装到电机上，必须在齿轮和电机之间使用钟形罩法

兰。钟形罩法兰（包含一个配套的联轴器）需单独订购。您可以

订购轴盖来遮盖未处于使用状态下的第二主轴。

钟形罩法兰

轴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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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齿轮和传动套件

TBS40蜗轮订购代码

1 2 3

示例 TBS40 -3 -216

1. 蜗轮的类型和尺寸

TBS40 = TBS40蜗轮

2. 齿数比

-3 = 3:1
-5.5 = 5.5:1
-7.5 = 7.5:1
-10 = 10:1
-15 = 15:1
-20 = 20:1
-24 = 24:1
-30 = 30:1
-40 = 40:1
-48 = 48:1
-60 = 60:1

3. 固定代码

-216

TBS40蜗轮用钟形罩法兰，订货号

电机尺寸 p/n

IEC71B14 D701 011

IEC80B14 D701 015

BS40涡轮所用轴盖，订货号

齿轮类型 p/n

TBS40 D701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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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齿轮和传动套件

BGM皮带齿轮，尺寸

齿轮 A B C D øE F G H I J

BGM09 118.7 52 255 140 20 H9 95 115 60 – –

BGM41 155.2 70 305 165 25 H9 122 147 70 – –

BGM09/41 - 无U形夹选件

BGM09/41 - S型U形夹选件

BGM皮带齿轮仅可用于不带RediMount法兰的单元。皮带齿轮拆

解交付，须由客户自行组装到单元和电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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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M皮带齿轮订购代码

附件
齿轮和传动套件

BGM皮带齿轮，参数

齿轮 i nmax [rpm] Mmax [Nm]  h J [kgm2] 重量 [kg}

BGM09 1.04:1 4000 4.1 0.85 0.000102 2

BGM09 1.85:1 4000 4.1 0.85 0.000112 2.1

BGM09 2.85:1 4000 4.1 0.85 0.000213 2.5

BGM41 1:1 4000 22.0 0.85 0.000438 3.4

BGM41 2:1 4000 15.8 0.85 0.000342 3.7

BGM41 3:1 4000 16.7 0.85 0.000583 4.6

i = 齿数比 h = 效率系数

nmax = 最大输入转速 J = 惯量

Mmax = 最大输入扭矩  

BGM皮带齿轮兼容性表

齿轮 M50 M55 M75 M100

BGM09 • • •

BGM41 • •

参见下一页的订购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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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齿轮和传动套件

BGM 09皮带齿轮订购代码

1 2 3 4 5 6 7 8

示例 BGM09 -2 -CC 063 P 050 X +XX

1. 皮带齿轮的类型和尺寸

BGM09 = BGM皮带齿轮尺寸09

2. 齿数比

-1 = 1.04:1
-2 = 1.85:1
-3 = 2.85:1

3. 联轴器类型

-CC = 圆锥联轴器

4. 电机尺寸1

063 = IEC 63 B14
071 = IEC 71 B14
S80 = 伺服电机尺寸80
AK4 = 伺服电机类型AKM 4

5. 安装类型

P = 标准

6. 配用单元类型

050 = M50
060 = M55
070 = M75

7. U形夹选件

X = 无U形夹选件

S = S型U形夹选件

8. 保护

+XX = 标准型

+S1 = 冲洗保护型

1这仅是所有匹配此齿轮的部分电机类型。

请联系客户支持来咨询您选择的电机是否

与此齿轮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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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M 41皮带齿轮订购代码

1 2 3 4 5 6 7 8

示例 BGM41 -1 -CC 071 P 070 X +S1

1. 皮带齿轮的类型和尺寸

BGM41 = BGM皮带齿轮尺寸41

2. 齿数比

-1 = 1:1
-2 = 2:1
-3 = 3:1

3. 联轴器类型

-CC = 圆锥联轴器

4. 电机尺寸1

071 = IEC 71 B14
080 = IEC 80 B14
S80 = 伺服电机尺寸80
S95 = 伺服电机尺寸95
AK5 = 伺服电机类型AKM 5

5. 安装类型

P = 标准型

6. 配用单元类型

070 = M75
10B = M100 (MF/G10B)
10K = M100 (MF/G10K/C/D)

7. U形夹选件

X = 无U形夹选件

S = S型U形夹选件

8. 保护

+XX = 标准型

+S1 = 冲洗保护型

1这仅是所有匹配此齿轮的部分电机类型。

请联系客户支持来咨询您选择的电机是否

与此齿轮匹配。

附件
齿轮和传动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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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齿轮和传动套件

DSP中间轴数据

轴 轴重量 [kg] 最大转速 [rpm] 轴直径 [mm]

DSP-05B 0.3 + 1.3 × Lm 1500 20

DSP-06B 0.3 + 1.3 × Lm 1500 20

DSP-07B 0.6 + 2.6 × Lm 1500 30

DSP-10B 0.6 + 2.6 × Lm 1500 30

DSP-TBS 0.6 + 2.6 × Lm 1500 30

DSP中间轴可直接安装在两个皮带驱动单元之间，或者采用

TBS蜗轮安装在两个丝杠驱动单元之间。DSP轴不可与带Redi- 
Mount法兰的单元结合使用。联轴器和软管包含在交付包内。

如果超过轴的临界速度，可能需要安装支撑轴承。参见图示。

可向您所在地的轴承供应商订购支撑轴承。

轴临界速度

1：无需支承轴承
2：DSP-05B和DSP-06B需要支撑轴承
3：必须有支撑轴承

DSP-05B/06B/07B/10B/-ZB DSP-TBS

Lm = 单元间C/C距离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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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齿轮和传动套件

DSP中间轴兼容性表

型号 驱动类型 DSP-05B DSP-06B DSP-07B DSP-10B DSP--ZB DSP-TBS

M50 皮带 •

M55 皮带 •

M75 皮带 •

M100 皮带 •

M55 丝杠 •

M75 丝杠 •

M100 丝杠 •

DSP中间轴订购代码

1 2

示例 DSP-06B -305

1. 中间轴尺寸和类型

DSP-05B = 用于皮带驱动M50单元

DSP-06B = 用于皮带驱动M55单元

DSP-07B = 用于皮带驱动M75单元

DSP-10B = 用于皮带驱动M100单元

DSP-TBS = 用于带TBS蜗轮的丝杠驱动M55、M75或M100单元

2. 单元间C/C距离 (Lm)，单位cm
 - xxx  = 长度，单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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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电子反馈装置

限位开关支架1

单元型号 I 限位开关型号 I I 限位开关型号

M50 D393 035 ZCM-D21 – –

M55 D313 427 ZCM-D21 D313 428 ZCM-D21

M75 D312 860 XCK-M115 D312 861 XCK-M115

M100 D312 330 XCK-M115 D312 331 XCK-M115

1  限位开关未包含在供货范围内

限位开关

开关型号 p/n 防护等级 触点 电缆

XCK-M115 D535 107 IP67 NO + NC –

ZCM-D21 D535 102 IP67 NO + NC 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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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电子反馈装置

用于柱状传感器的传感器支架1

单元型号 I 适用传感器直径 I I 适用传感器直径

M55 D313 429 M12 D313 430 M12

M75 D312 862 M18 D312 863 M18

M100 D312 332 M18 D312 333 M18

1  传感器不在供货范围内

柱状感应传感器

传感器型号 p/n 直径 输入电压 最大电流 防护等级 触点 电缆

PNP D535 085 M12 12 - 48 Vdc 0.2 A IP67 常开 接头

PNP D535 089 M18 12 - 48 Vdc 0.2 A IP67 常开 接头

柱状感应传感器接头

适用传感器直径 p/n

M12 D535 092

M18 D535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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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电子反馈装置

磁传感器参数

参数

最大功率 [W] 10

最大电压 [Vdc] 100

最大电流 [A] 0.5

开关的LED指示灯 无

防护等级 IP67

电缆长度 [m] 3

电缆截面积 [mm2] 2 × 0.15

运行温度范围 [°C] -25 – 65

重量 [kg] 0.050

磁传感器，订货号

传感器型号 适用型号 p/n

常闭 M50 D535 071

常开 M50 D535 070

M50磁传感器直接安装到单元导轨的传感器槽中，无需配备安装

支架。传感器采用采用两个M3型号锁定螺钉 (A1) 固定。电缆 (A2) 
则经过模塑后插入传感器。

蓝

黑

蓝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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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电子反馈装置

ENF和ENK感应传感器导轨选件包已在出厂前安

装。ENF选件包括两根500 mm长ENT14x16传感器 
导轨，其安装在单元每个末端左侧或右侧导轨

上。若因单元太短而无法安装两根500 mm传感 
器导轨，则将一根导轨沿着整个单元导轨安

装。ENK选件也包括ENT14x16传感器导轨，但

ENK选件贯穿单元整个导轨的传感器导轨。无

论ENF还是ENK，发货时都包含特定数量和种类

的EN2传感器。传感器由客户视其实际需要安装

在传感器导轨上的相应位置。 

注意！Movopart M55/75/100单元需要适配板才

能将ENF/ENK安装至导轨。适配板尺寸请参见 
第49页。

ENF和ENK感应传感器导轨选件包兼容性表

单元型号 ENF / ENK

 M55 / M75 / M100 •

ENF

E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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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电子反馈装置

ENK和ENF感应传感器导轨选件包订购代码

1 2 3 4 5 6 7 8

示例 ENF28 -S -04000 -R -2 -0 -1 -6

1. 导轨类型和配用单元

ENF28 = MF/MG07K用ENK导轨

ENK29 = MF/MG06K用ENK导轨

ENK30 = MF/MG06B用ENK导轨

ENK31 = MF/MG07B用ENK导轨

ENK32 = MF/MG10K用ENK导轨

ENK33 = MF/MG10B用ENK导轨

2. 滑架数量

-S = 单滑架

-D = 双滑架

3. 单元总长度 (L tot)
- vvvvv = 距离，单位mm

4. 单元的安装侧

-L = 左侧

-R = 右侧

5. 带常闭触点和2 m电缆的EN2传感器数量

- w = 0 – 9传感器 / 常闭 / 2 m电缆

6. 带常开触点和2 m电缆的EN2传感器数量

- x = 0 – 9传感器 / 常开 / 2 m电缆

7. 带常闭触点和10 m电缆的EN2传感器数量

- y = 0 – 9传感器 / 常闭 / 10 m电缆

8. 带常开触点和10 m电缆的EN2传感器数量

- z = 0 – 9传感器 / 常开 / 10 m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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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0N

附件
非驱动直线运动系统

M75N

A1：滑轨张紧孔ø6 (MG07N)，润滑孔ø10 (MF07N) 
A2：177 (MG07N)，127 (MF07N)
A3：24 (MG07N)，43 (MF07N)

A4：326 (MG07N)，346 (MF07N)
A5：深度8，螺旋护套
A6：使用内六角螺钉M8时为ø13.5/ø8.5

A1：滑轨张紧孔ø6 (MG10N)，ø10 (MF10N)
A2： 如果Ltot <=1055mm，则为127.5； 

如果Ltot > 1055mm (MG10N)/292.5 (MF10N)，则为227.5
A3：34.5 (MG10N)，56.5 (MF10N)

A4： 如果Ltot <= 1055mm，则为127.5；如果Ltot > 1055mm (MG10N) / 292.5，则为377.5，
如果Ltot => 755mm，则为292.5，如果Ltot < 755mm (MF10N)，则无孔

A5：深度10，螺旋护套
A6：使用内六角螺钉M10为ø17/ø10.5

» 订购代码 - 参见第78页
» 技术参数 - 参见第14，22页

» 订购代码 - 参见第78页
» 技术参数 - 参见第16，24页

尺寸 投影 在线选型

公制 www.LinearMotio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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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滚珠丝杠驱动的M75
» 订购代码 - 参见第74，75页
» 技术参数 - 参见第14，22页

附件
非RediMount直线运动系统

带滚珠丝杠驱动的M55
» 订购代码 - 参见第74，75页
» 技术参数 - 参见第12，20页

尺寸 投影 在线选型

公制 www.LinearMotio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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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非RediMount直线运动系统

带滚珠丝杠驱动的M100
» 订购代码 - 参见第74，75页
» 技术参数 - 参见第16，24页

尺寸 投影 在线选型

公制 www.LinearMotio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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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非RediMount直线运动系统

带皮带驱动的M55

带皮带驱动的M75

» 订购代码 - 参见第76，77页
» 技术参数 - 参见第28，38页

» 订购代码 - 参见第76，77页
» 技术参数 - 参见第30，40页

尺寸 投影 在线选型

公制 www.LinearMotio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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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非RediMount直线运动系统

带皮带驱动的M100
» 订购代码 - 参见第76，77页
» 技术参数 - 参见第32，42页

尺寸 投影 在线选型

公制 www.LinearMotio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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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非RediMount直线运动系统

M50
» 订购代码 - 参见第77页
» 技术参数 - 参见第36页

尺寸 投影 在线选型

公制 www.LinearMotioneering.com

A1：深度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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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技术资料
带滚珠丝杠驱动和滑轨的直线运动系统

带皮带驱动和滑轨的直线运动系统

技术资料

参数 M55 M75 M100

导轨几何惯性矩 (ly) [mm4] 4.27 × 105 1.9 × 106 5.54 × 106

导轨几何惯性矩 (lz) [mm4] 3.4 × 105 1.15 × 106 3.86 × 106

导轨系统的摩擦系数 (µ) 0.15 0.15 0.15

效率
  滚珠螺母单元
  复合螺母单元

0.8
0.5

0.8
0.5

0.8
0.5

挠曲系数 (b) 0.0005 0.0005 0.0005

滚珠丝杠的惯性 (jsp) [kgm2/m] 4.1 × 10-5 1.6 × 10-4 2.5 × 10-4

滚珠丝杠的惯性 (Cx)
  05 mm导程
  05.8 mm导程
  08 mm导程
  10 mm导程
  12.7 mm导程
  20 mm导程
  25 mm导程
  32 mm导程

[N]
9300
5420

-
15400

-
1900

-
2000

10400
-
-
-

17960
10400

-
-

12500
-
-

20600
-
-

11800
-

技术资料

参数 M50 M55 M75 M100

导轨几何惯性矩 (ly) [mm4] 2.61 × 105 4.59 × 105 1.9 × 106 5.54 × 106

导轨几何惯性矩 (lz) [mm4] 2.44 × 105 3.56 × 105 1.15 × 106 3.86 × 106

导轨系统的摩擦系数 (µ) 0.15 0.15 0.15 0.15

单元的效率 0.85 0.85 0.85 0.85

挠曲系数 (b) 0.0005 0.0005 0.0005 0.0005

皮带密度 [kg/m] 0.086 0.09 0.16 0.31

皮带轮惯量 (Jsyn) [kgm2] 3.1 × 10-5 1.7 × 10-5 6.8 × 10-5 8.5 ×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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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代码
带滚珠丝杠驱动和滚珠导轨的直线运动系统

M55, M75, M100

1 2 3 4 5 6 7 8 9 10

MF07S 05 LX MC8 -01000 -01500 X N 0000 S1

1. 单元类型

MF06S = M55单元，滚珠导轨，滚珠丝杠

MF07S = M75单元，滚珠导轨，滚珠丝杠

MF10S = M100单元，滚珠导轨，滚珠丝杠

2. 丝杠导程和公差等级1

05 = 5 mm
10 = 10 mm
12 = 12.7 mm
20 = 20 mm
25 = 25 mm

3. 传动类型

LX = 内联式，直接耦合，RediMount法兰

SX = 内联式，直接耦合，无RediMount法兰

4. RediMount电机ID代码

vvw =  针对合适RediMount法兰的电机的 
字母数字代码（电机已知）

999 = 电机未知时使用的代码

XXX = 无RediMount法兰的单元

5. 最大行程 (Smax)
- xxxxx = 距离，单位mm

6. 单元总长度 (L tot)
- yyyyy = 距离，单位mm

7. 丝杠支撑

X = 无丝杠支撑

S = 单丝杠支撑

D = 双丝杠支撑

8. 滑架配置

N = 单标准滑架

Z = 双标准滑架

9. 滑架间距 (Lc)
0000  = 用于所有单标准滑架单元

zzzz  = 滑架间距，单位mm

10. 保护选项2

S1 = 冲洗保护型

1  可用的单元和滚珠丝杠导程类型、导程和

公差组合见下表。

2 如果不需要额外保护，则不填写此栏。

滚珠丝杠
类型

单元类型

M55 M75 M100

05 x x x

10 x x

12 x

20 x x

25 x

» 规格参数 - 参见第10页
» 附件 - 参见第45页
» 其他参数 - 参见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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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代码
带滚珠丝杠驱动和滑轨的直线运动系统

M55, M75, M100

1 2 3 4 5 6 7 8 9 10

MG07S 05 LX PP2 -01000 -01500 X N 0000 S1

1. 单元类型

MG06S = M55单元，滑轨，滚珠丝杠

MG07S = M75单元，滑轨，滚珠丝杠

MG10S = M100单元，滑轨，滚珠丝杠

2. 丝杠导程和公差等级1

05 = 5 mm
10 = 10 mm
12 = 12.7 mm
20 = 20 mm
25 = 25 mm

3. 传动类型

LX = 内联式，直接耦合，RediMount法兰

SX = 内联式，直接耦合，无RediMount法兰

4. RediMount电机ID代码

vvw =  针对合适RediMount法兰的电机的字母

数字代码（电机已知）

999 = 电机未知时使用的代码

XXX = 无RediMount法兰的单元

5. 最大行程 (Smax)
- xxxxx = 距离，单位mm

6. 单元总长度 (L tot)
- yyyyy = 距离，单位mm

7. 丝杠支撑

X = 无丝杠支撑

S = 单丝杠支撑

D = 双丝杠支撑

8. 滑架配置

N = 单标准滑架

Z = 双标准滑架

9. 滑架间距 (Lc)
0000  = 用于所有单标准滑架单元

zzzz  = 滑架间距，单位mm

10. 保护选项2

S1 = 冲洗保护型

1  可用的单元和滚珠丝杠导程类型、导程和

公差组合见下表。

2 如果不需要额外保护，则不填写此栏。

滚珠丝杠
类型

单元类型

M55 M75 M100

05 x x x

10 x x

12 x

20 x x

25 x

» 规格参数 - 参见第18页
» 附件 - 参见第45页
» 其他参数 - 参见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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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代码
带皮带驱动和滚珠导轨的直线运动系统

M55, M75, M100

1 2 3 4 5 6 7 8 9

MF10B LX 999 -01000 -01500 D N 0000 S1

1. 单元类型

MF06B = M55单元，滚珠导轨，皮带驱动

MF07B = M75单元，滚珠导轨，皮带驱动

MF10B = M100单元，滚珠导轨，皮带驱动

2. 传动类型

LX = 内联式，直接耦合，RediMount法兰

SX = 内联式，直接耦合，无RediMount法兰

3. RediMount电机ID代码

vvw =  针对合适RediMount法兰的电机的字母数字代码 
（电机已知）

999 = 电机未知时使用的代码

XXX = 无RediMount法兰的单元

4. 最大行程 (Smax)
- xxxxx = 距离，单位mm

5. 单元总长度 (L tot)
- yyyyy = 距离，单位mm

6. 驱动轴 / RediMount法兰配置1

C = 左侧轴有键槽或RediMount
D = 右侧轴有键槽或RediMount
M = 左侧轴带键槽或RediMount，右侧轴带键槽

N = 左侧轴带键槽，右侧轴带键槽或RediMount

7. 滑架配置

N = 单标准滑架

Z = 双标准滑架

8. 滑架间距 (Lc)
0000  = 用于所有单标准滑架单元

zzzz  = 滑架间距，单位mm

9. 保护选项

S1 = 冲洗保护（如果不需要额外保护，则不填写本栏）

1 轴的示意图见下表。

左侧、右侧或两侧带轴或RediMount

左侧或右侧无RediMount

左侧或右侧带RediMount，另一侧轴无RediMount

» 规格参数 - 参见第26页
» 附件 - 参见第45页
» 其他参数 - 参见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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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代码
带皮带驱动和滑轨的直线运动系统

M50, M55, M75, M100

1 2 3 4 5 6 7 8 9

MG07B LX DE5 -01000 -01500 D N 0000 S1

1. 单元类型

MG05B = M50单元，滑轨，皮带驱动

MG06B = M55单元，滑轨，皮带驱动

MG07B = M75单元，滑轨，皮带驱动

MG10B = M100单元，滑轨，皮带驱动

2. 传动类型

LX = 内联式，直接耦合，RediMount法兰

SX = 内联式，直接耦合，无RediMount法兰

3. RediMount电机ID代码

vvw =  针对合适RediMount法兰的电机的字母数字代码 
（电机已知）

999 = 电机未知时使用的代码

XXX = 无RediMount法兰的单元

4. 最大行程 (Smax)
- xxxxx = 距离，单位mm

5. 单元总长度 (L tot)
- yyyyy = 距离，单位mm

6. 驱动轴 / RediMount法兰配置1

C = 左侧轴有键槽或RediMount
D = 右侧轴有键槽或RediMount
M = 左侧轴带键槽或RediMount，右侧轴带键槽

N = 左侧轴带键槽，右侧轴有键槽或RediMount

7. 滑架配置

N = 单标准滑架

Z = 双标准滑架（不适用于MG05B）

8. 滑架间距 (Lc)
0000  = 用于所有单标准滑架单元

zzzz  = 滑架间距，单位mm（不适用于MG05B）

9. 保护选项2

S1 = 冲洗保护（不适用于MG05B单元）

S2 = 增强冲洗保护（不适用于MG05B单元）

1 轴的示意图见下表。

2 如果不需要额外保护，则不填写此栏。

左侧、右侧或两侧带轴或RediMount

左侧或右侧无RediMount

左侧或右侧带RediMount，另一侧轴无RediMount

» 规格参数 - 参见第34页
» 附件 - 参见第45页
» 其他参数 - 参见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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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代码
非驱动直线运动系统

1. 单元类型

MG07N00 = 带滑轨的M75N单元 
MG10N00 = 带滑轨的M100N单元 
MF07N00 = 带滚珠导轨的M75N单元 
MG10N00 = 带滚珠导轨的M100N单元

2. 传动类型

SX = 内联式，直接耦合，无RediMount法兰

3. RediMount电机ID代码

XXX = 无RediMount法兰的单元 

4. 最大行程 (Smax)
- xxxxx = 距离，单位mm

5. 单元总长度 (L tot)
- yyyyy = 距离，单位mm

6. 驱动轴 / RediMount法兰配置

K = 无轴RediMount法兰

7. 滑架配置

N = 单标准滑架

Z = 双标准滑架

8. 双滑架间距

 0000 = 总是对应单滑架

 zzzz = 距离，单位mm

6. 保护选项1

S1 = 冲洗保护型

1 如果不需要额外保护，则不填写此栏。

M75N, M100N

1 2 3 4 5 6 7 8 9

MG10N00 SX XXX -04500 -04800 K N 0000 S1

» 规格参数 - 参见第67页
» 附件 - 参见第45页
» 其他参数 - 参见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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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杠驱动单元

皮带驱动单元

双滑架*

驱动轴 前部轴承外罩

导轨

后轴承外罩

术语
直线运动系统基本术语

单滑架*

T-形槽/安装槽

防尘带

驱动站

张紧站

驱动轴

导轨

T-形槽/安装槽

防尘带

* 丝杠和皮带驱动单元可配备单或双滑架。

注意！图中设备均不包含RediMount™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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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度
加速度是用于衡量从静止（或较低速度）达到较高速度的速度变

化率的度量方式。如果您的应用对加速度值有严格要求，请联系

我们的客服部门。

精度
精度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许多因素都会对系统的整体精度造成

影响。另请参见“重复精度”、“定位精度”、“分辨率”、 

“丝杠精度”以及“背隙”。

背隙
背隙是导轨丝杠/皮带传动组件和传动装置（背隙）公差的叠加，

在改变方向时，这些传动装置会造成死区。结果便是，当电机旋

转方向转向时，在滑架上进行任何可见的运动之前，电机已开始

不等程度的旋转。背隙因直线运动系统的类型而异。

滚珠导轨
滚珠导轨包含一个滚珠导轨和一个滚珠衬套。滚珠导轨由淬火钢

制成，沿着导轨内部铺设。滚珠衬套固定在单元的滑架上，其中

包含在导轨上滚动的滚珠。衬套内的滚珠可重新循环或具有固定

滚珠位置，这取决于滚珠导轨的类型。重新循环类型有更长的寿

命以及更好的负载能力；固定类型则体积更为紧凑。Thomson的

直线运动系统中主要使用3种类型的滚珠导轨。带有重新循环滚珠

衬套的的紧凑单导轨类型 (A)，同样带有重新循环滚珠衬套的更坚

固双导轨类型 (B) 或者最小型单元中使用的小巧型固定滚珠位置滚 

珠衬套类型（图中未标出）。滚珠导轨具有高精度、高负载和中

级速度。

A

B

词汇表
A - 皮带D

滚珠丝杠驱动
滚珠丝杠由一个旋转丝杠和一个移动滚珠螺母组成。滚珠螺母固

定在单元的滑架上。没有正常的线程，相反的是滚珠在螺母中循

环作为沿着丝杠运行的高效滚珠轴承工作。滚珠丝杠有多种导

程、直径和公差等级可选。公差等级（T3、T5、T7或T9）表示丝

杠的导程公差。数字越小，公差越大。滚珠丝杠驱动单元的典型

特性味高负载性能和高精度。

轴承外罩
丝杠驱动型单元有前后两个轴承外罩。前面的轴承外罩有驱动

轴，而后面的则无驱动轴。然而，个别情况下，亦可为后面外罩

选择用于连接到编码器的输出轴。

钟形罩法兰
当电机须直接连接到直线运动系统的驱动轴（即直接驱动）时，

需用到钟形罩法兰。当电机须直接连接到直线运动系统的驱动轴

（即直接驱动）时，需用到钟形罩法兰。另请参见“直接驱动”。

皮带驱动
皮带驱动固定在单元滑架上的齿形皮带组成。皮带在定位在导轨

一端的两个皮带轮之间运行。一个皮带轮通过驱动轴连接到电机

的驱动站，另一个皮带轮则安装在张紧站。皮带由强化钢芯塑料

制成。皮带驱动单元的典型特性为高速度、长行程、低噪音和低

总体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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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带传动机构
皮带传动机构包含一条运行在两个不同直径的皮带轮之间的同步

带。皮带轮直径的差异决定了传动比的大小。皮带齿轮运行安

静，精度达到中等水平且无需维护，但在过载情况下很容易损

坏。

制动器
这些单元都未配备制动器且不具有自锁定功能，意即若不在驱动

轴上配备外部制动器（例如电机中的制动器），滑架/负载就会从

垂直单元上坠落。在皮带驱动单元中，必须时刻注意因皮带断裂

造成的滑架/负载立即滑落，这在垂直应用中尤为重要。您可能也

希望能将制动器植入到系统中，以保证在急停或断电时，可以快

速、安全的停机。若为此种情况，所用制动器应为故障自动保险

型，即制动在断电下关闭并在在通电时释放。

滑架
滑架是沿着单元导轨运行的移动部件，负载附加在单元上。有些

单元具有多个滑架，以便分担长距离负载的重量，这多少会造成

给定导轨长度的可用行程减少。同时提供短或长滑架类型。相对

于标准型，端滑架承载的重量更少，但给定导轨长度的可用行

程也会稍稍延长；长滑架则与此相反。若有需要，也可将滑架固

定在基座上，而采用导轨作为移动部件。这在垂直应用中较为常

见，其经常使用导轨升降负载。

CE认证
直线运动系统不需要也未进行任何认证。然而，所有Thomson直

线运动系统的设计都遵循CE规程，且具有证明此条件的生产商声

明。一旦直线运动系统被使用或装配到机器中，则由终端用户自

行负责保证包含直线运动系统的整个机器遵循了当前适用的CE规

程，同时制定证明此条件的文档并在机器上张贴CE标记。

防尘带
防尘带使用在个别单元上，用以防止外物通过滑架运行的导轨开

口进入单元，其制作材料可为塑料 (A) 或不锈钢 (B)。若采用塑料

材料，则防尘带卡入滑架开口沟槽密封导轨。若采用不锈钢材

料，则使用磁条将防尘带安装在滑架开口各侧密封导轨。个别单

元还配备防尘带紧度自调节机制，可用于消除因温度变化造成的

防尘带松弛，从而改善密封级别、延长防尘带的期望寿命。

A

B

临界速度
所有滚珠丝杠都具有临界速度，在此速度下丝杠开始振动并最终

弯曲或卷起丝杠。具体的限值为一个由丝杠总长度和速度构成的

函数。对于个别执行器而言，这意味着当行程超出一定距离后，

在性能规格表中查到的容许最大速度可以超出临界速度。此种情

况下，要么必须将速度降至临界速度，必须减少行程量；要么必

须选择其它能在此行程下控制速度的执行器型号。否则，则必须

选择能在此行程下满足速度要求的其它单元。临界速度限值可相

应单元的产品页面的“临界速度”图内找到。

定制
尽管Thomson为您提供多种范围的直线运动系统，但仍存找不到

适合您的具体应用的可能。但无论你需要何种系统，Thomson均

时刻待命，基于您的具体应用提供合适的单元。亦可定制驱动

轴，请联系客服部获取更多信息。

周期
滑架从后到前完成一次整单元行程运行即为一个循环。

词汇表
G - C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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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速度
减速度是用于衡量从较高速度达到静止（或较低速度）的速度变

化率的度量方式。如果您的应用对减速度值有严格要求，请联系

我们的客服部门。

作用力示意图
作用在单元上的力的名称在各个单元的产品页中进行了示意图，

详见各自的“作用力示意图”（参见下面例子）。在与Thomson

沟通时，请务必采用相同示意图。

导轨挠度 
个别单元需要沿着整个导轨支撑，而另一些则仅在超出指定范围

时进行自支撑。更为详尽的内容可参阅产品资料页。应采用我们

推荐的支撑间隔进行支撑，从而将单元挠度降至最低。支撑点间

的最大距离可参阅产品资料页。单元的挠度也可使用“其他参数

和计算”章节的方法进行计算。

直接驱动
直接驱动意味着电机和直线运动系统驱动轴之间无传动装置。相

反，电机直接通过联轴器连接到钟形罩适配器法兰上。另请参

见“钟形罩法兰”。

双滚珠螺母
使用双滚珠螺母将会提高单元的重复精度。安装滚珠螺母时应使

其彼此之间相对预张紧，从而消除螺母和丝杆之间的背隙。双滚

珠螺母单元将会使得给定总长度的行程稍微变短。

双滑架
双滑架单元有两个滑架，因而其负载能力较单滑架单元更高。订

购双滑架单元时，须注明要求的滑架间距离。根据具体的型号，

该距离简称为La或Lc。

驱动轴
驱动轴是电机所连的轴，或直接连接，或通过钟形罩法兰或减速

机连接。驱动轴有多种尺寸和类型，例如带键槽、不带键槽以及

中空轴，具体因单元类型和尺寸而异。皮带驱动单元通常有两个

驱动轴（相同或不同的类型和尺寸），各位于在驱动站的一侧；

而丝杠驱动则只有一个位于单元末端的驱动点。亦可定制驱动

轴，请联系客服部获取更多信息。

驱动站
驱动站是在皮带驱动单元末端（驱动轴位置）的机械组件。

占空比
所有单元均按100%负载循环设计。然而，在极端负载、速度、加

速度和温度下长期运行时，会降低单元的预期寿命。

编码器反馈
编码器可以提供方波脉冲序列形式的数字输出信号，该信号可以

用于确定延伸管的位置。伺服电机系统中的编码器信号与运动控

制器相连，因此能够控制伺服驱动并关闭位置反馈环路。

行程末端限位开关
如果单元以一定速度运行到行程末端，将存在损坏的风险。通过

使用行程末端限位开关，在单元运行到接近单元末端时，可自动

制动或切断电机电源，以免造成损坏。你必须确保在行程末端限

位开关和单元末端之间有足够的距离，以保证在撞击末端前滑架

可以完全停止。所需的停止距离取决于速度、负载且需针对各个

应用单独计算。在计算所需行程时，必须将停止距离考虑在内。

词汇表
D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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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轨
导轨本质上而言是滑架在其上运行的一种直线轴承。Thomson使

用主要使用三种导轨，它们都具有不同的特性，您可以根据应用

的不同要求来选取。另请参见“滚珠导轨”、“滑轨”和“导轮

导轨”。

空载转矩
空载转矩是指移动无负载滑架时，旋转驱动轴所需的扭矩。空载

转矩因输入速度而而异，产品页上的空载转矩表给出了部分速

度下的扭矩值。表中给出的值针对的是配备标准长度单滑架的单

元。如果您需要其他速度、多滑架、短/长滑架的确切扭矩值，请

联系我们的客服部门。

惯性
惯性是物体抵抗自身速度改变的一种属性，其大小取决于物体的

形状和质量。当选定尺寸和型号以及想调整伺服系统至最佳性能

时，对惯性的考虑非常重要。更多相关信息，请咨询我们的客服

部门。

输入轴
输入轴是减速机上动力源（电机）连接的轴。主轴则是输入轴的

另一种表达。个别时候，直线单元上的驱动轴也称为输入轴。

输入速度
输入速度是直线运动系统或减速机所连驱动轴 /输入轴的旋转 

速度。

安装和服务手册
每个直线运动系统均具有一本安装和服务手册，用以解答单元安

装和服务常见的疑问。

导程精度
导程精度是衡量滚珠丝杠导程精度的一条标准。理论上而言，对

于25 mm导程的滚珠丝杠，应每旋转一周螺母移动25 mm。但事实

上，预期行程和实际行程会有一个偏差。滚珠丝杠的典型偏差为

每300 mm行程0.05 mm。更多相关信息，请咨询我们的客服部门。

左/右移动滑架
带左/右移动滑架的单元，有两个当驱动轴转动时在相反方向上

移动的滑架。此类单元有一个滚珠丝杠，这个丝杠的一半为左旋

式，而另外一半则是右旋式。

预期寿命
在决定直线运动系统的使用寿命时，须评估所有作用在单元上的

力和扭矩。本目录所列的参数和算式作为基本参考。若需更详尽

的使用寿命计算方法，请使用我们的尺寸和选型软件。请联系我

们获取进一步的指导。

直线提升系统
直线提升系统本质上一种专门针对垂直提升应用设计的直线运动

系统。部分单元在特定条件下亦可用在水平应用中。如果您打算

任何非垂直位置安装提升单元（承载盘朝下），请联系我们。

直线运动系统
直线运动系统是机械组件，负责将电机的旋转运动转化为沿着负

载支撑梁/导轨的滑架直线运动。直线运动系统也称为直线单元、

直线驱动单元、无杆执行器等。

额定负载
许多类型的额定负载都需要考虑。我们通常所说的负载指的是延

伸管将要推动或拉动负载，即动态负载。但是也存在静态、侧

向、惯量和加速力、减速力、重力和摩擦力负载，这些负载同等

重要。对于部分单元而言，给定的负载和负载扭矩值适用于整个

单元和导轨系统。整个单元的值是单元能够运行的值。导轨系统

的值应仅在不同单元比较时使用，且不可用于表述整个单元的实

际性能。

维护
绝大多数单元需要润滑。通用的润滑需求可以在产品数据页的通

用规格表中找到。润滑间隔、油品以及具体的润滑说明可见各个

单元的安装和服务手册。除正常的清洁和检查外，无需其他的周

期性维护。有防尘带的单元还需要不定期更换防尘带，因为防尘

带会磨损。在正常运行状况下，通常不需要重新张紧皮带驱动单

元内的皮带。

生产商声明
所有Thomson直线运动系统都有证明其生产遵循了CE规程的生产

商声明。

安装
多数单元可在任何方向上安装。任何安装位置的限制均在各个产

品目录章开头的产品展示页中注明。即便允许在任意方向上安

装，仍需考虑部分条件。由于此类单元都没有自锁功能，意即若

不在驱动轴上配备外部制动器（例如电机中的制动器），滑架/负

载就会从垂直单元上坠落。在皮带驱动单元中，必须时刻注意因

皮带断裂造成的滑架/负载立即滑落，这在垂直应用中尤为重要。

所有滚珠丝杠驱动单元都配备有安全螺母，用以防止滚珠损坏时

滑架/负载释放。

词汇表
G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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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驱动直线运动系统
非驱动型支线运动系统既无驱动轴也无任何类型的传动装置。实

际上，非驱动直线运动系统和驱动型支线运动系统具有相同的外

观和外部尺寸。非驱动单元通常和平行工作驱动单元一起使用，

与其机械连接在一起，非驱动单元可帮助驱动单元分担负载。

非导轨型直线运动系统
非导轨型直线运动系统有驱动轴和滚珠丝杠，但无导轨设备。实

际上，非导轨直线运动系统是一个封闭的带滑架滚珠丝杠组件，

其与导轨型支线运动单元具有相同的外观和外部尺寸。使用非导

轨单元时，需要一些滑架固定于其上的外部导轨装置。

工作和储存温度
运行温度限制可在产品资料页的性能表中找到。单元的存储和运

输温度范围相同。若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单元需暴露在比我们

推荐的温度更高/更低的环境中时，请联系我们。

输出轴
输出轴是在减速机上的轴，通过减速机链接到待驱动物体上。输

出轴也称为副轴。

发货包和多轴套件
Thomson能够提供完全预示意图的发货包（直线运动系统，齿轮

和伺服电机已组装，且与伺服驱动器及电缆一同发货）以及创建

两轴及三轴系统所需的安装套件。如欲了解更具体信息，敬请联

系我们。

定位精度
定位精度指期望位置与实际位置之间的偏差，是所有可能造成精

度降低的因素（即重复精度，背隙，分辨率，丝杠/皮带精度，电

机、驱动和运动控制系统精度）叠加的结果。有些因素，如背隙

和导轨精度，有时能够通过使用运动控制系统的软件进行补偿。

另请参见“精度”。

位置反馈
滑架/杆/提升导轨的位置可以用多种方法获取。最常用的方法是

给单元配备编码器或采用内置反馈装置（编码器、旋转变压器）

的电机。对于多数单元，都备有可用的编码器或/和编码器安装套

件。参见附件章节。

重复精度
重复精度是指定位系统从相同的距离，以相同的速度和减速度率

回到位置的能力。影响重复精度的因素是电机角度重复精度，驱

动和运动控制系统，系统摩擦和负载变化，速度和减速度。

分辨率
分辨率指系统能够达到的最小运动增量。影响分辨率的因素为电

机、驱动和运动控制系统的角度重复精度，系统摩擦，传动下

降，进给丝杠类型和导程，以及负载、速度和减速度的变化。

解算装置
解算装置基本上是一个用来测量转动角度的旋转电动变压器，通

常用在交流伺服电机上作为一个反馈装置来控制电机线圈的电流

变换。解算装置安装在电机轴末端，当电机转动时解算装置会将

转子的位置和方向传送到伺服驱动中，以此来控制电机。现今市

场中大多数交流伺服电机用的的伺服驱动都能够将解算装置信号

转换成脉冲序列（编码器信号模拟），而运动控制器可以使用它

来决定和控制电机的位置。另请参见“编码器反馈”。

遵守RoHS
RoHS指令是在电气和电子设备中“使用一定有害物质限制”的

缩写。这个指令禁止投放在欧盟市场中的新型电气和电子设备中

铅、镉、汞、六价铬、多溴化联(二)苯以及多溴化二苯脂阻燃剂

的含量超过协议水平。所有在欧盟销售的精密直线执行器、控制

器和附件均遵循RoHS标准。

丝杠支撑
有了丝杠支撑，即便行程变长，也可高速丝运行杠驱动单元。支

撑减少了丝杠的非支撑长度，后者则会造成振动。丝杠支撑有单

（在滑架各侧各有一个丝杠支撑）支撑或双（各侧各有两个支

撑）支撑型号。丝杠支撑单元会稍稍缩短给定总长度的行程。

词汇表
N - 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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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滑架
单滑架单元有一个滑架。个别直线运动系统还具有长或短的单滑

架选件。长滑架处理较高负载，但给定行程的总长度将增大。

尺寸选定和选型
此目录为一个概述，概述包括Thomson能够提供给您的以及适合

您应用的产品的指示。但为获得最优解决方案，需要知道您的具

体应用情况，以便进行精细的尺寸和选型计算。请联系客服部门

获取进一步帮助。

滑轨
滑轨由固定在导轨内部的导轨和固定在滑架上的滑动衬套组成。

导轨可以用不同材料制作而成（如抛光淬火钢、阳极化铝），衬

套则由聚合物制成。有两种类型的衬套：固定的和棱形的。棱形

衬套可相对导轨移动，从而获得更长的寿命和更高的负载性能。

滑动衬套安静、简单、可靠、坚固，且可在受污和灰尘环境中使

用。它们还可承受冲击负载，预期寿命更长，需要少量维护或无

需维护。

行程
理论上的最大行程 (Smax) 是滑架能从单元一端到另一端移动的总

长度。然而，达到最大行程则意味着滑架会和末端导轨相撞。因

此，实际行程要短于Smax。我们建议您在指定单元长度时，至少

应比您要求的最大行程长100 mm，这样单元即可在撞到末端之前

停止，并且允许在安装时对单元的位置进行调整。

词汇表
Si - W

张紧站
张紧站是位于皮带驱动单元上，与驱动站对侧的机械组件。张紧

站具有一个可调节皮带滑轮位置的机制，可通过其更改皮带的紧

度。仅在更换损坏或磨损的皮带时，才需进行皮带紧度的调节。

导轮导轨
导轮导轨由运行在淬火钢导轨上的滚珠轴承导轮组成。导轮导轨

是简单、坚固的导轨方式，具有高速度、高负载和中等精度。

工作环境
所有单元均针对正常的工业环境应用而设计。单元有一个开放的

导轨（即没有防尘带），所以易受灰尘、污垢和流体的侵蚀。若

需应用在灰尘、污垢或流体环境中，则需要为这些单元配备盖

板。封闭导轨单元亦可订购冲洗或增强冲洗型。请参阅附件页。

所有单元直接暴露在腐蚀性化学物、严重振动或其他潜在的危害

过程的情形下，我们建议您向我们咨询进一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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