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有RSL和RSH密封的SKF探索者深沟球轴承

SKF探索者深沟球轴承
为您带来更多

提高精度且静音运行

改善密封性能

低摩擦

延长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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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带有新RSL和RSH密封的深沟球轴承

新一代密封提供更多可能性

2

图1

最受欢迎的轴承

深沟球轴承是市场上使用最广的轴承类

型。通用的设计使其成为径向和轴向负荷

下高速运行时首选的解决方案。

SKF提供系列广泛的深沟球轴承，具有开放

式、防护式和密封设计。防护和密封设计

与开放式设计相比具有更多优点，因此成

为很多应用的首选。两端均密封时，轴承

终身润滑且无需维护、易于安装。

SKF已经开发了两种具有延长使用寿命特点

的新密封。本手册规定范围内，这两种密

封是SKF密封式深沟球轴承的标准。

本手册提供有关这两种新SKF密封的信息：

●  RSL低摩擦密封圈取代RZ低摩擦密封圈。

●  RSH接触式密封取代RS1接触式密封。

本手册还提供了有关SKF探索者深沟球轴承

的一般信息。 

范围

带有新一代密封的深沟球轴承涵盖的轴

承范围为：

●  60、62和63系列

●  内径范围为6至25mm
●  最大外径为52mm

轴承可以两端密封，或者仅在一端密

封。

广泛的应用

全球的工业部门指定了SKF密封式深沟球轴

承。一些主要应用包括：

●  农业和林业设备

●  汽车和工业齿轮箱

●  汽车和卡车电子部件，如交流发电机

●  电动机

●  流体机械

●  材料运输

●  动力工具和家用电器

●  纺织机械

●  两轮车



一般信息

与之前配备RZ或RS1密封的轴承相比，配

备RSL或RSH密封轴承的一般尺寸、公差以

及内部游隙的信息没有变化。

详细信息见SKF轴承综合型录。

密封设计的一般性能

RSL和RSH密封具有很多重要的性能，包括

合成橡胶材料和增强材料。

密封

RSL和RSH密封由丁腈橡胶（NBR）制成，

操作温度范围为-40至+100摄氏度并且有时

可高达+120摄氏度。密封对下列物质有较

好的抵抗性能：

●  多数矿物油基润滑油

●  燃油，包括汽油、柴油和家用燃油

●  动物和植物脂肪基油和油脂

●  水

通过采用FEM计算优化密封唇的形状，使

得设计坚固耐用且有足够的接触力。

通过密封唇和额外的迷宫相结合提高了密

封效率，迷宫是由圆锥橡胶部分和内部环

形挡边之间的缝隙所形成。

增强

使用独特形状的钢板强化橡胶材料，使得

密封更加坚固，同时保持轴体紧靠着密

封。内部有更大的轴向空间，改善了润滑

条件并且使得使用寿命延长。外圈的密封

保持也已经优化，在外圈旋转应用时提供

适当的密封功能。

密封对立面

为使得轴承使用寿命延长，通过生产极高

精度的密封对立面和在内圈挡边提供凹进

（使得密封唇滑进）来减少密封唇磨损。

RSL低摩擦密封

根据轴承大小和可用空间，有两种设计。

对于具有以下特征的轴承提供该密封：

●  外径小于25mm，如图2所示

●  外径大于25mm，如图3所示

与相同操作条件（表1）的RZ低摩擦密封

相比，RSL低摩擦密封具有如下优点 ：

●  改进油脂保持力

●  改善除水和除污能力

带有RSL低摩擦密封的轴承可通过名称后

缀来识别：

●  RSL：在轴承一端的密封，例如

   6203-RSL
●  2RSL：在轴承两端的密封，例如

   6204-2RSL

RSH接触式密封

除了提到的RSL低摩擦密封的性能之外，

SKF接触式密封还具有以下特点：

● 

●

RSH设计也有两种。其在第一道密封唇的

位置上稍有差异，根据轴承大小和可用空

间确定。对于具有以下特征的轴承提供该

密封。

第二道密封唇可承受高压清洗并防止水

进入。当向轴承外部施压时，这一密封

唇和密封对立面之间的接触压力增大，

但是密封唇的设计防止密封压进轴承。

对于外径大于25mm轴承的密封，在圆

锥连接处有径向开槽。这些可以在密封

唇和对立面之间提供接触区域，用于适

当润滑。这还可以延长轴承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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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径小于25mm的RSL密封设计 对于外径大于25mm的RSL密封设计

图2 图3 表1

RSL和RZ密封的性能对比

特点 密封类型

 RSL  RZ 

低摩擦 ++ +++
速度性能 +++ +++
油脂保持 +++ +
除尘 ++ +
静态水排除 o -
动态水排除 o -
高压水排除 o -

标记：

+++优秀 ++很好 +好 o较好 -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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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径小于25mm的RSH密封设计 对于外径大于25mm的RSH密封设计 RSH和RS1密封的性能对比

标准金属板保持架 尼龙6.6保持架 黄铜保持架

保持架精度和安全运行

SKF探索者深沟球轴承以较ISO普通级公差

更高的精度生产。尺寸精度符合P6公差，

除了宽度公差以外，其相当紧凑并且

●  对于外径高达100mm的轴承0/-60µm，

  以及

●  对于较大的轴承为0/-100µm。

图4 图5 表2

图6 图7 图8

特点 密封类型

 RSH  RS1 

低摩擦 o o
速度性能 o o
油脂保持 +++ ++
除尘 +++ +++
静态水排除 +++ ++
动态水排除 + +
高压水排除 +++ o

标记：

+++优秀 ++很好 +好 o较好

●  外径小于25mm，如图4所示

●   外径大于25mm，如图5所示

与相同操作条件（表2）的RS1低摩擦密封

相比，RSH低摩擦密封提供 ：

●  油脂保持改进

●  污染物和水排除改进，尤其是高压水冲

  击。

带有RSH密封的轴承可通过名称后缀来识

别

●  RSH：在轴承一端的密封，例如

   6203-RSH
●  2RSH：在轴承两端的密封，例如

   6204-2RSH

SKF探索者深沟球轴承

SKF探索者深沟球轴承受益于很多改进，以

满足您的应用需求。

●  高精度

●  静音运行

●  防护和密封

●  材料

●  保持架

●  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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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形防护设计 RZ密封设计 RS1密封设计

密封式SKF探索者深沟球轴承和性能对比

防护及密封

根据系列和大小，SKF探索者深沟球轴承可

以提供：

●  Z形防护（图9）
●  RSL（图2和图3）或RZ低摩擦密封

 （图10）
●  RSH（图4和图5）或RS1接触式密封

 （图11）。

表3提供了总述。

图9 图10 图11

表3

旋转精度由轴承尺寸而定并符合:

●  对于外径高达52mm的轴承符合P5公差

●  对于外径在52mm至110mm之间的轴承

  符合P6公差

●  对于较大轴承符合普通级公差

较高的精度以及较低的噪音和振动水平使

得轴承可以以更高速度更安静地运行。这

是通过数年来发展和实施清洁度、环和球

的质量、静音油脂等的持续改进而实现的。

 防护式 防护式 RZ 防护式 RS11)

 Z RSL  RSH 

适用系列2）     
60 607-6026 607-6005 6006-6008 607-6005 6006-6026
62 625-6222 626-6205 6206，6208 626-6205 6206-6221
63 635-6319 6300-6304 6305，6306 6300-6304 6305-6319

特点3）     
低摩擦 +++ ++ +++ O O
速度性能 +++ +++ +++ O O
油脂保持 O +++ + +++ ++
除尘 O ++ + +++ +++
静态水排除 - O - +++ ++
动态水排除 - O - + +
高压水排除 - O - +++ O

1）参见SKF一般型录查阅有关密封设计的更多信息。

2）向SKF或SKF经销商检查可用性。

3）标记：+++优秀 ++很好 +好 o较好  -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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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密封式深沟球轴承的SKF油脂的技术规格

表4

特点 标准油脂1）  高温油脂2） 低温油脂 宽温油脂 宽温油脂和静

      音运行油脂

轴承外径 ≤62mm ＞62mm 所有 所有 所有 所有

SKF油脂代码 MT47 MT33 GXN LT20 GWB LHT23

轴承名称前缀 - - HT LT WT LHT23

一致性等级 2 3 2 2 2-3 2
(根据NLGI） 

增稠剂 锂皂  尿素皂基 锂皂 尿素皂基 锂皂

油基 矿物油  矿物油 双脂油 酯油 酯油

温度范围3） -30至+110 -30至+120 -40至+150 -55至+110 -40至+160 -50至+140

油脂性能系数（GPF）4） 1 1 2 1 4 2

1）除了618和619系列外径达30mm的深沟球轴承。

2）美国标准可能不同，根据GJN油脂。

3）对于安全操作温度，见SKF一般型录中的“润滑——温度范围——SKF交通灯概念”部分。

4）有关根据GPF进行的油脂寿命计算，请咨询SKF。

材料

SKF探索者深沟球轴承由经过淬火的优质碳

铬钢制成，实现了高疲劳强度和耐磨损

性。

保持架

大多数SKF探索者深沟球轴承安装了铆接、

冲压钢保持架（图6）。

对于特殊应用，可提供其它类型的保持

架，例如：

●  

●  

润滑

两端带有防护或密封的轴承都是一次性润

滑的。SKF已经选择了一些经验证的油脂，

涵盖了大多数应用（表4）。

为满足特殊的应用需求，所以轴承可以填

充定制的油脂。

先进的特征和功能一体化

对于要求很高的应用，SKF可以提供具有特

殊特点的深沟球轴承，例如：

●  特殊钢

●  陶瓷球

●  耐高温尼龙保持架（PA46，PEEK）
●  特殊橡胶混合的密封（ACM，FKM）

●  电子绝缘

●  防卡死

●  对于极端高温，石墨保持架（窖车轴承）

●  嵌入油封（ICOS轴承）

●  固态油

●  集成传感器

SKF深沟球轴承对于机械装置而言一直是关

键的部件。其作为系统的中心发挥着特殊

作用——支持轴、携带载荷和界面固定以及

旋转部件——驱使SKF将更多的功能整合至

标准深沟球轴承。

SKF“智能部件”将额外的功能整合进来。

这一“永久性”解决方案有利于简化安装

过程并减少零件数量。典型的例子是传感

器轴承部件。

SKF提供详细的安装说明，可在线查找，网

址www.skf.com/mount。

除了轴承和密封之外，SKF在130个国家提

供国际工业集团的优势:

●  国际销售网络，包括大量的销售公司和

   15000个经销商和零售商

●  全球国际标准质量认证。ISO 9001和
   ISO/TS 16949/2002。
●  全球ISO 14001环境认证以及全球健康和

  安全管理标准OHSAS 18001认证。

玻璃纤维增强尼龙6.6。（后缀TN9，图

7）。TN9保持架的独特材料性能可提供

各种优势，诸如高速性能以及对于润滑

不良的较低敏感性。当持续操作温度低

于120摄氏度时，趋向于使用尼龙保持

架。

机削黄铜保持架（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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