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4 PMI 轉造級滾珠導絲桿外徑及導程對照表
PMI 轉造級滾珠絲桿有多元化規格與不同導程精度最大轉造長度可提供選購，參考表
14.2~14.3

等級 C5 C7 C8 C10

PMI eP=±(lu/300)×e300        lu: 有效螺紋長度(單位: mm)

單位: μmeP (有效螺紋長度範圍內累積導程誤差之容許值) 

單位: μm

C5 C7 C8 C10

0~100 20 44 84 178

101~200 22 48 92 194

201~315 25 50 100 210

e300 等級

測量長度

絲桿公稱
外徑Ø

導程 轉造絲桿最
大長度4 5 5.08 6 10 16 20 25 32 40

12 ● ● 1500

14 ● ● 3000

15 ● ● ● 3000

16 ● ● ● ● 3000

20 ● ● ● ● 3000

25 ● ●/○ ●/○ ● ● 6000

28 ● ● 6000

32 ●/○ ●/○ ● ● ● 6000

36 ● 6000

38 ● ● ● 6000

40 ● ● ● ● 6000

50 ● 6000

●：右旋螺紋   ○：左旋螺紋

P.S. 轉造級滾珠絲桿長度與精度所限制，如有其他需求請向本公司電洽諮詢

表14.2 轉造絲桿規格表

P.S. 如有PMI C5、C6級需求，請洽詢本公司業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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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桿公稱
外徑Ø(mm)

導程精度等級(e300)最大轉造長度(mm)

C5 C7 C8 C10

12 1500 1500 1500 1500

14 1500 3000 3000 3000

15 2000 3000 3000 3000

16 2000 3000 3000 3000

20 3000 3000 3000 3000

25

3000 6000 6000 6000

28

32

36

38

40

50

表14.3 導程精度與最大轉造長度對照表

14.5 軸向背隙
一般無預壓情況下，最大軸向背隙見表14.4

14.6 材料與硬度
PMI 轉造級滾珠導絲桿標準素材及表面硬度，見表14.5

絲桿外徑Ød (mm) 6~32 36~50

最大軸向背隙 (mm) 0.04 0.07

表14.4 最大軸向背隙

名稱 材料 熱處理方式 硬度(HRC)

轉造級絲桿 S55C/等同於 中週波熱處理 58~62

螺帽 SCN420H/等同於 滲碳熱處理 58~62

表14.5

PMI 轉造級滾珠絲桿可用相同預壓方式來消除軸向背隙，如需做預壓動作，歡迎洽詢本公
司業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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