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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士凸輪分割器的特性： 
1-1分度式操作： 

間接迴轉運動、昇降運動或二者合併。 
1-2搖擺式操作： 

採用可靠度高的滾子凸輪使搖擺迴轉達至高速定位及耐久性。 
2.分割器的特點： 

2-1滾子式凸輪機構的特點： 
(1)達高速運轉。 
(2)高精度定位。 
(3)達到機構學理運動特性。 
(4)運轉安定、可長時間的轉動。 
(5)精簡機構，不佔空間及控制系統簡單化即可。 
(6)安裝簡單的動力傳動。 
(7)賦予預壓剛性高。 
(8)安裝度高型式自由。 
(9)小型至大型標準化系列。 
(10)省動力的高效率傳動。 

2-2性能減損之原因： 
(1)傳動元件之間隙。 
(2)入力驅動系統之迴轉不穩定。 
(3)出力傳動系統之彎曲、彎扭。 
(4)出力傳動系統之摩擦扭距。 
(5)衝擊性之變動荷重。 
(6)水、酸、鹼等，易生鏽之環境。 
(7)多塵埃環境。 
(8)裝置有通電。 
(9)不適當的保養。 
(10)安裝基準面剛性不足。 

3.分割器使用環境考量： 
安裝的環境位置，對凸輪的傳動、裝置的性能影響很大，需預先依考量
檢查，如下列參考資料： 
3.1溫度： 

標準運轉溫度條件 0~40°C，若不在此標準限定時，請依照以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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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C時，潤滑油的黏稠度高，使迴轉數降低於無法提昇；潤
滑油需使用比指定黏度低之番號。 

(2)40~70°C時，因潤滑油的黏稠度稀，影響迴轉數提昇；潤滑油需
使用比指定黏度高之番號。 

(3)70~100°C 時，凸輪驅動裝置之油封、O 型環等材質；請改用耐
熱合成橡膠的材質。 

3-2水氣： 
安裝基準面以外的加工面，如入/出力軸需作噴漆防銹處理，若處在
容易生銹的環境中，安裝基準面請預先塗抹黃油或水會直接噴灑的
環境下，入/出力軸必須改成裝置密封及耐水性佳的構造環境。 

3-3塵埃： 
入/出力軸中的油封密閉度高，可隔離灰塵等；若塵埃過多時會使油
封磨耗導致漏油或化學藥劑滲入造成腐蝕、生銹，處在此環境下必
須加裝不銹鋼或塑膠的保護蓋。 

3-4電流： 
當電流通過入/出力軸使轉動面與轉動體間引起火花所產生的微小
腐蝕，造成凸輪傳動中的出力軸與滾珠之間珠溝產生細凹紋此現象
稱之電蝕，即使在 1Volt 以下，電流突增也會產生電蝕，使傳動中
軸承珠溝與滾動面因受電蝕侵蝕後產生之高低曲面，形成的震動及
高噪音會縮短使用壽命(特別是使用大電流的機器，如電焊機)；所
以連接馬達與入力軸之聯軸器需用絕緣性高的橡膠聯軸器來做好絕
緣；若為防止電蝕現象，V 型皮帶、時規皮帶的傳動需用橡膠性材
質可防止電蝕。 

4.出廠及安裝： 
4-1出廠： 

(1)德士分割器出貨時，依客戶使用轉速及條件，選擇適當潤滑油加
入後才出廠。 

(2)德士分割器奏組立後，經本公司檢驗合後才出廠。 
(3)入/出力軸、鍵、透氣孔螺栓及安裝面均塗防銹油用塑膠袋包裝，
避免搬運中碰撞受損。 

(4)分割器在吊運時，要利用外殼專用的吊環螺絲孔，不可利用分割
器之入/出力軸吊運，不但影響分割器精準度也會減少其使用壽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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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安裝： 
滾子式凸輪機構與一般機械裝置比起來諸多特點相異，為達到高精
度，必須充份瞭解分割器使用特性與正確安裝步驟。如不正確的安
裝會提早造成破損故障原因而無法得到預期結果及期望使用壽命；
到目前為止滾子凸輪分割器的故障因素，有 90%以上因不正確安裝
後，致使自動機械設備造成性能惡化；應確實依照標準安裝步驟組
裝，可防止大部分的故障原因。 
(1)分割器設有入油孔、排油孔、油鏡面為將來作定期保養用；安裝
基準面取決時，必須考量以上孔位。 

(2)安裝時若要得到良好精確度：外殼、軸、固定螺絲孔及圖面需確
認是否正確；安裝基準面之平滑度、垂直度請詳細檢查，若有傷
痕、毛邊、塵埃、殘漆，需用油石或砂紙修整平滑、乾淨後，再
抹薄黃油以防止生鏽及傷痕，然後再安裝。請避免非指定安裝基
準面。 

(3)與週邊機械配合時，須注意正入/出力軸中心位置，螺栓固定時需
抹防鬆接著劑，扭力板手依規定之扭力鎖緊(參考DIN.8.8扭力規
定)。 

(4)若要分割器有高精度、長壽命，安裝時必須鎖緊、牢靠，水平須
平穩不可有震動產生。(不正確安裝會因煞車時產生震動而影響分
割器的精確度與使用壽命長短)。 

※(5)請注意！安裝後須將入
油孔的螺栓更換成透氣
孔螺栓(附在零件包內)；”
若未更換”當分割器內
之油經高速運轉產生熱
漲壓力，油會從較弱點洩
出而產生漏油 (例如油
封)。 

5.分割器試機： 
凸輪驅動裝置應用在自動化機
械與週邊各連動機構配合，在組
裝後請先用手動運轉感覺是否有干涉情況，再依相位作細微調整。 
5-1啟動運轉： 

組裝後初步運轉，需用手動運轉來審查是否順暢，如相位角度、位
置精確度的確認及摩擦是否過大而作適當調整；若大型機械無法手
動時可啟動馬達，以微慢速度傳動來審查運轉是否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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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連續運轉： 
上列運轉審查正常後，再連續運轉來試機(手要隨時作動停止開
關)，由低速迴轉至高速運轉(需慢慢增速)，觀察是否有異音、震動、
回油、漏油、馬達及驅動裝置的溫昇等情況；確認無異後再以長時
間運轉審察初期磨耗及精度是否有變化。 

6.入力軸之使用： 
德士分割器要完全發揮性能，入力軸的不穩定需降至最低，才能發揮入
力驅動特性，是不可忽視的要點。 
6-1驅動系統之條件： 

以機種選定計算公式求出數據，對驅動系統非僅間隙螺桿彎曲變
形，所謂要達到理想的運轉時，出力軸需要扭距來表示，實際運轉
勢必產生迴轉不安定導致扭距值也有變化；產生迴轉不安定時有三
大原因： 
(1)依間隙所產生。 
(2)因鏈條傳動多角形運動所產生。 
(3)螺桿彎曲變形或負荷大小導致轉速有變化。 

※以上會使壽命及精度有劣化的影響，尤其極力避免背隙的產生，若
(1)~(2)共同產生時，震動和噪音都會出來，尤其避免使用鏈條傳動。 
a.螺輪減速機與分割器搭配當脈動及定速的傳動從馬達到分割器
時，最佳搭配高為高效率出力蝸輪減速機。 

b.時規皮帶輪與分割器搭配請最佳搭配為時規皮帶，當傳動轉至
分割器的入力軸時可降低下列狀況： 

(1)不會打滑，可與其他機器同步傳動。 
(2)初張力很小，對軸荷重也很小。 
(3)免維修，與正齒輪鏈條比起來噪音很小。 
※以上因與時規皮帶搭配之優點，分度傳動有很好的實績與結果。 

6-2分度角基準位置： 
入力軸鍵的中心線為準使鍵凹槽朝
上，此時為靜止角之一半的位置。
凸輪驅動而言，以入力軸順時針
(CW)或逆時針(CCW)回轉至靜止
角之一半，依 θ 分度角就開始區間
分割。凸輪傳動裝置之相位即是入
力軸的回轉角度對出力軸的分割，
一切需依客戶需求而定。若要與其
他裝置同步運轉時需充份確認基準
位與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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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入力軸與鍵之尺寸： 
標準凸輪驅動裝置：入力軸軸衡公差(h6)與軸相對配的內孔、崁合
公差(H7)，在烘燒崁入時，依使用扭距、鎖緊量需再討論。入力軸
之鍵與鍵槽依 JIS B 1301-1976規範。鍵槽公差(N9)、鍵公差(h9)。 

6-4安裝： 
入/出力軸裝複式床檯、鏈輪、皮帶環、齒輪、飛輪時勿用鐵槌重擊，
若重擊時凸輪面、軸承會有損壞請小心裝。 
(1)輪轂內徑鏈槽尺寸依 JIS B 1303-1976規格加工，此規格通用於

滑動鍵向輪轂軸稍微移動即很容易崁入。 
(2)鍵使用目的為定位及有衝擊負荷而能安全傳動，若不能安全順暢

傳動須用其他方法。 
(3)入力軸與輪轂之間不

可有間隙(如右圖示)，
若有間隙會產生微動
磨耗。為防止微動磨耗
發生，此時可採用錐柄
相合來鎖附，或入力軸
塗抹礦油亦可防止微
動磨耗。 

 
 
(4)皮帶與軸心及鍵的重

要性：皮帶輪與入力軸
心鍵不可鬆動，否則發
生皮帶輪前後鬆動，以
致帶動時有慣性產
生：如振動、急跳等現
象。 

 
 
註分割器入力軸之從動輪外徑約略尺寸如下：(mm) 

4.5D65Φ、6D80Φ、7D90Φ、8D100Φ、11D130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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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出力軸之使用： 
凸輪驅動的出力軸定位動作，隨起動停止所產生之慣性負荷扭距需維持
定位精度，固定螺絲的剛性很重要又依凸輪驅動裝置之型式，出力軸的
使用也不同，各種裝置的特性，目的要適當的使用。安裝工件、治具時，
依目錄所記載的容許荷重，請勿超過來使用。與出力軸裝配的仍須注意
以下兩點。 
(1)有用齒輪、鏈輪、皮規皮帶環，間接驅動時動力傳遞的作用點儘可能
靠近些、懸掛荷重要小些較好。 

(2)有裝床檯之時出力軸的固定螺絲因剛性低，鎖附的位置儘可能靠近
些；床檯設計時以床檯法蘭固定用高剛性螺絲來鎖緊。 

8.分割器潤滑： 
潤滑週期凸輪傳動裝置的潤滑極為重要的，可減少傳動部位的摩擦去除
摩擦熱，防銹，減少磨耗。凸輪傳動裝置的壽命因摩耗而精度變差因震
動或燒掉而壽命縮短。凸輪傳動裝置的滑動磨擦部位，包括滾輪錐度軸
承的停持器與轉動體之間滾錐與內輪之間，凸輪從動轉子的外輪與止推
墊片間，滾針軸承的滾輪間滾子凸輪的立體錐溝與從動轉子的滑動及其
他密封裝置的溝部滑動等，若無潤滑時，短時期內即會出現磨耗。即使
有良好的潤滑，但粘度太低，溫度一上升，動粘度會降低，因此不能得
到油膜形成的最低動粘度。會造成二面金屬直接接觸造成磨耗，影響機
械壽命，所以潤滑要很適合其使用條件。 
8-1潤滑油選擇： 

潤滑劑分固態、氣態、液態三種，因時、因地的選擇使用才能發揮
效果。凸輪傳動裝置使用油脂或潤滑油，建議使用國光牌#90 機油
或MOBIL#630或SHELL#320在選擇應注意事項： 
(1)潤滑油選擇錯誤，將影響精度與壽命；故選擇時要充份考慮使用
條件再決定。 

(2)潤滑油為礦物油添加極壓添加劑所以油膜強度不大，防鏽需使用
氧化安定性佳的潤滑油。 

(3)極壓添加劑為特殊化合物各廠家成份不同，例如：同樣目的使用
之油請絕對避免不同廠牌混在一起使用。 

(4)潤滑油的粘度因使用轉數及裝置的大小不同而異，請選擇適合之
油使用。 

(5)潤滑油的粘度因使用環境溫度而有不同，標準規格的凸輪傳動裝
置使用為 0~40°C在此之外的溫度使用時需與原廠洽商。 



  ○8  

8-2潤滑油方法： 
(1)入油在外殼頂部設計

有六角螺絲孔栓拆下
後即可注油，液面的
確認需要待流動靜止
後。 

 
 
 
 
(2)入油栓、液面、洩面，操作界面不會在凸出部位，使用轉數過高，

排氣後再洩油或出力軸從床檯安裝後再入油、排油。 
(3)潤滑油粘度：入力軸轉速不固定時，需計算最高轉數與最低轉數

的幾何平均數(N=√Nmax x Nmin)依最長時間使用之轉數來選定
潤滑油。 

8-3潤滑週期： 
(1)入油：油好壞決定壽命的長短，加油時若塵埃、雜物、水跑入會
使凸輪錐溝面、軸承、從動轉子等燒掉影響其精度與壽命，首先
注油口週邊需擦拭乾淨，再注入新油。 

(2)換油：第 1 次運轉 1000 小時後。第 2 次在第 1 次更換後 3000
小時運轉後更換，但是即使很少運轉一年也要更換 1次 

9.檢修與保養： 
做定期檢修與正確保養，可防止提早破損與故障。其方法如下： 
(1)入力軸與出力軸的間隙會隨著使用而變大，須做定期檢查。 
(2)過少潤滑油時會產生磨耗及破損，油過多時也會造成溫昇及洩油，適
量潤滑油為最佳狀態。 

(3)潤滑油在運轉 3000 小時後，請即更換新油；若運轉時間很短，1-2
年更換一次即可。 

(4)油脂類於 2000~4000小時補充即可。 

 

停止中的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