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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庞大的润滑材料家族 

 

 

 

 

润滑是人们向摩擦、磨损作斗争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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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润滑 

有了矛人们便发明了盾。为了减少摩擦和磨损，保证机器设备的安全运行，延长其使用

寿命，我们在相对运动的两个接触表面之间加入某种物质，从而使两摩擦面之间形成润滑膜，

将直接接触的表面分隔开来，变干磨擦为润滑剂分子间的内磨擦，达到减少磨擦，降低磨损，

延长机械设备使用寿命的目的，即谓之润滑。能起到降低接触面的摩擦阻力的物质叫做润滑

剂。 

手上涂抹护手霜，自行车链条上抹的黄油，门轴吱嘎吱嘎响时滴点油，这都是润

滑。工厂车间里的润滑就更是比比皆是了。  

润滑剂的作用只是润滑吗 

润滑剂，顾名思义，它们的作用是润滑，那我们就好奇了，它们的作用只是润滑吗？答

案是否定的，它们的作用大着呢。当然，它们首要的功效就是控制摩擦，减少磨损，以延长

机器设备的寿命，提高精度、节约能源。另外，润滑剂还有清洁、冷却、防锈、减振、密封、

传递动力以及降低噪音等等一系列的作用。 

 控制摩擦：就是在摩擦面之间加入润滑剂，减少金属之间的直接接触，从而降低摩

擦系数，减少摩擦阻力。 

 减少磨损：摩擦面间加入润滑剂后，形成具有一定强度的润滑膜，能够支承负荷，

避免或减少金属表面的直接接触，从而可减轻各种程度的粘着磨损。同时流体润滑

剂在润滑过程中不断流动，可将摩擦面上的磨屑及污染物冲走，有利于防止或减轻

磨粒磨损和腐蚀磨损。 

 冷却降温：在有些系统中，当摩擦热或工艺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必须除去，而又不可

能使用其它冷却介质时，冷却将成为润滑剂不可缺少的功能，如金属切削过程、燃

气涡轮发动机中介轴承等。 

 密封隔离：润滑剂特别是润滑脂，覆盖于摩擦表面或其它金属表面，可隔离水气、

湿气和其它有害介质与金属的接触，从而减轻腐蚀磨损，防止生锈，保护金属表面。 

 阻尼振动：润滑剂能将冲击振动的机械能转变为液压能，起到减缓冲击，吸收噪音

的作用。 

 传递动力：在许多情况下润滑剂具有传递动力的功能，如液压传动等。 

庞大的润滑材料家族 

 时至今日，针对不同的使用需求，人们研究出了各种各样的润滑剂，这个润滑剂大家庭

不可谓不庞大。按照润滑剂的物理状态，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四大类：液体润滑剂、半固体

润滑剂、固体润滑剂和气体润滑剂。 

液体润滑剂 

这是用量最大、品种最多的一类润滑材料，包括动植物油脂、矿物油、合成油和水基液

体等。液体润滑剂可提供低的、稳定的摩擦系数，又能有效地从摩擦表面带走热量，而且多

数价格便宜，因而应用广泛，历史久远。 

这其中矿物油是目前用量最大的一种液体润滑剂。矿物润滑油是石油产品中非常重要的

一类产品，虽然其数量只占石油燃料消耗量的 2%-3%，但是其应用领域极其广泛，品种牌

号是石油产品中最多的一大类产品。 

目前，在某些特殊的场合，还在使用动物脂肪作为润滑剂。植物油，如菜籽油、棉籽油、

蓖麻油、花生油和葵花籽油等的使用范围更为广泛一些，其优点是油性好，生物降解性好，

环保。缺点是氧化安定性和热稳定性较差，低温性能也不够好。目前仍为某些切削液的重要

组分，随着石油资源的逐渐短缺以及环保要求的日益苛刻，人们又重新重视动植物油脂作为

绿色润滑材料的开发应用，希望通过化学方法改善其热氧化稳定性和低温性能，作为未来代

替矿物油的重要润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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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润滑剂的家族成员  

 

合成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起来的。合成油又包含了多种类型、不同化学结构和

不同性能的化合物，多使用在条件比较苛刻的工况下。多数是针对具体的润滑难题而合成开

发出来的，所以使用针对性强，功效卓著。它们的合成成本较高，所以最开始是用于军用，

后来才逐渐推广向民用，这也是未来取代矿物油的重要润滑材料。 

水具有良好的导热性，资源丰富，价廉易得，在某些场合下也可以充当润滑剂。但必须

添加增粘剂或油性剂以增大它的粘度。目前大量使用的有水基切削液和水－乙二醇液压液，

这是一类很有发展前途的润滑材料。一旦将来世界石油资源缺乏，这将是代替矿物油的重要

润滑材料。 

半固体润滑剂 

半固体润滑剂是一类在常温、常压下呈半流体状态，并且具有胶体结构的润滑材料，称

为润滑脂。一般分为皂基脂、烃基脂、无机脂、有机脂四种。它们除具有抗摩、减磨性能外，

还能起密封、减震等作用，使用简单、维护管理方便、操作费用少，从而获得广泛应用。其

缺点是流动性小，散热性差，高温下易产生相变、分解等。润滑脂产量占整个润滑剂总产量

的比例虽然不大，约 2%左右，但在润滑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却很大，据统计，大约 90% 的

滚动轴承是用脂润滑的。而且在目前滚动轴承的失效中，大约 43% 是由于润滑不当引起的。

因此，必须重视润滑脂的质量和产品构成以及正确选用。 

固体润滑剂 

这类润滑材料虽然历史不长，但其经济效果好，适应范围广，发展速度快，能够适应高

温、高压、低速、高真空、强辐射等特殊使用工况，特别适合于给油不方便、装拆困难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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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当然，它也有摩擦系数较高、冷却散热不良等缺点。 

固体润滑剂包括软金属、金属化合物、无机物和有机物四类。按其形状可分为固体粉末、

薄膜和自润滑复合材料三种。固体粉末可分散在气体、液体及胶体中使用；薄膜有喷涂、真

空沉积、火焰喷镀、离子喷镀、电泳、烧结等多种；至于复合材料的生成工艺则更是多种多

样，是新兴的重要润滑材料。 

气体润滑剂 

气体可以像油一样成为润滑剂，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空气的比重极低、粘度极小，而

且几乎无污染性，故适用于特殊情况的润滑而代替液体润滑剂；但因其负荷能力极低，而且

稳定性较差，故使用不广。使用气体作润滑剂时，必须采用特殊设计而以气体来润滑的“气

体轴承”， 要求轴承的设计和加工难度很高。气体润滑可以用在比润滑油和润滑脂更高或更

低的温度下，可在－200℃～2000℃范围内润滑滑动轴承，其摩擦系数低到测不出的程度，

轴承稳定性很高。 

常用气体润滑剂有空气、氦、氮、氢等。要求清净度很高，使用前必须进行严格的精制

处理。 

四种润滑剂各具特色，必须慎重选择。 

 润滑系统应尽可能简单化，只要能保证机械适当的润滑即可。最简单的可能技术通常是

最可靠的和最便宜的。润滑的最简单形式是在轴承部位有少量纯矿物油，没有加油系统，这

可满足很宽范围润滑要求，从门斗、锁到纺织机械、自行车，当速度、负荷或温度太高、寿

命要求太长或者磨损碎片及其它污染使油变得太脏时会出现问题。只有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才开始提出润滑剂或加润滑剂的系统的选择问题。 

在高真空条件下，固体润滑剂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它不蒸发，在纺织和食品机械中可能

采用白色固体润滑剂或气体润滑，以避免污染产品的事故发生。 

润滑方式的多样性 

 润滑剂种类繁多，意味着润滑方式也是丰富多彩的。润滑剂加入到摩擦对偶之间，在摩

擦过程中它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是如何起到降低摩擦减少磨损的呢？人们对此也进

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流体润滑  

润滑剂加入到摩擦表面间，形成连续的润滑膜，将金属表面完全分隔开，变金属接触干

摩擦为液体的内摩擦，通常液态润滑剂的摩擦系数仅为 0.001~0.01，只有金属直接接触时的

几十分之一，磨损轻微。 

根据润滑膜压力的产生方式不同又可分为：  

流体静压润滑，是利用外部的供油装置，将具有一定压力的润滑剂输送到支承中去，使

支承的轴等运动部件浮起，因此运动件从静止状态直至在很高的速度范围内都能承受外力作

用，这是流体静压润滑的主要特点。 

 流体静压润滑的基本类型有两种，即定压供油系统和定量供油系统。定压供油系统，供

油压力恒定，压力大小由溢流阀调节，集中由一个泵向各节流器供油，再分别送入各油腔。

定量供油系统，各油腔的油量是恒定的，随油膜厚度变化自动调节油腔压力来适应载荷的变

化。 

 流体静压润滑已在许多机床，特别是重型机床、精密机床、高效率机床和数控机床中得

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在精密机床和测试仪器、重型机械、冶金机械、某些通用机械和液压元

件中也得到了应用。 

 流体动压润滑是借滑动表面的形状和相对运动形成流体膜，使相对运动两固体表面隔开

的一种润滑方式。 

与液体润滑相同，气体轴承也有动压润滑和静压润滑两类，目前主要使用气体静压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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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空气作为润滑剂的轴承可以实现极高的速度，可达 100m/s 或更高，并可获得极低的摩擦

系数和发热。在高低温工作环境、核工业以及纺织工业等中的轴承，特别适宜采用气体润滑。 

 弹性流体动压润滑，就是指相对运动两表面之间的摩擦和流体润滑剂膜的厚度取决于摩

擦表面材料的弹性以及润滑剂在接触表面区的流变特性的润滑。现在已可应用弹性流体动压

润滑理论在设计阶段计算滚动轴承、齿轮、凸轮等零件的油膜参数以及用膜厚比 λ 来判断其

润滑的有效性，预测其使用寿命。此外，对于表面弹性变形量接近或大于最小油膜厚度的柔

性滑动轴承，如轧钢机轴承、大型推力轴承、人工关节等，在工作中都会产生相当大的弹性

变形，也可用弹性流体动压润滑理论来解决其润滑问题。 

边界润滑是指相对运动表面被一层极薄的润滑膜（边界膜）隔开，摩擦表面的微凸接触

较多，润滑剂的流体润滑作用减少，甚至完全不起作用，载荷几乎全部通过微凸体以及润滑

剂和表面之间相互作用所生成的边界润滑剂膜来承受。 

润滑膜不遵从流体动力学定律，且两表面之间的摩擦和磨损不是取决于润滑剂的粘度，

而是取决于两表面的特性和润滑剂的特性。边界润滑剂膜可分为物理吸附膜、化学吸附膜、

化学反应膜、沉积膜及固体润滑剂膜等。 

 混合润滑 

即同时存在几种润滑状态。例如摩擦面上同时出现流体润滑、边界润滑和干摩擦的润滑

状态。 

 固体膜润滑 

是指摩擦表面之间用固体润滑剂润滑，其膜厚可以是 10
-3

~100μm，摩擦系数可以是

0.01~0.3，其磨损可以大范围内变动，关键是如何选用固体润滑剂及其应用方式。 

多种多样的润滑方法 

添加润滑剂，实施润滑的手段和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图 4.2 各种润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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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的流动性较好、散热效果佳、易于过滤除去杂质，因而适用于所有速度范围的润滑，

油还可以循环使用，换油也比较方便。其缺点是密封比较困难。 

 手工润滑是一种最普遍、最简单的方法。在需要润滑的部位上开个加油孔，利用油壶

或油枪将润滑油直接注入油孔或者摩擦副表面上，油注入油孔中后，沿着摩擦副表面扩

散以进行润滑。这种加油方式主要依靠操作人员的感觉与经验，所以加油量不均匀、不连续、

无压力，只适用于低速、轻负荷和间歇工作的部件和部位，如开式齿轮、链条、钢丝绳及不

经常使用的粗糙机械。 

还记得小时候帮妈妈给缝纫机加油吗？  

 

 

 

 

 

 

 

图 4.3 各种各样的油壶  

 

滴油润滑主要用油杯，靠润滑油的自重，一滴一滴地滴到摩擦副上。常用的油杯有：针

阀式注油杯、压力作用滴油杯等。油杯多用铝或铝合金等轻金属制成骨架，杯壁的检查孔多

用透明的塑料或玻璃制造，以便观察其内部油位，构造简单、使用方便。其缺点是给油量不

易控制，机械的振动、温度的变化和液面的高低都会改变滴油量。这种润滑方法多用于数量

不多而又容易靠近的摩擦副上，如机床导轨、齿轮、链条等部位的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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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阀式注油杯，这种注油杯的滴油量受针阀的控制，油杯中油位的高低可直接影响通过针阀环形间隙

的滴油量。 

压力作用滴油油杯，这种油杯的底面有一个针阀，其阀杆通过油杯上的操作缸伸出外部连接调节螺母。

阀的起闭由压缩机的排气通过弹簧压着的活塞加以控制，并可用阀杆上的螺母来调节油杯的滴油量。 

跳针式润滑油杯，这种润滑油杯一般直接装在摩擦副上，通过摩擦副轻微的垂直振动产生泵送的作用，

使油随着跳针下降而润滑摩擦副。 

热膨胀油杯，这种油杯由摩擦副的温度变化来控制。摩擦副中的温度变化通过油杯的金属管传到油杯

的上腔使其中的空气膨胀或收缩。当空气膨胀时，油杯上面空腔内的气压增大，强迫少量润滑油流出油杯

送入摩擦副；而在空气收缩时，油流即停止，如是连续不断地动作。 

连续压注油杯，这种连续压注油杯由于其下面储油器能保持着不变的油压，所以能保证自动均匀的供

油。 

均匀滴油油杯，润滑油从上面储油器经过连在浮飘上的阀，补充到下面的储油器，送往摩擦副的油量

靠针阀来调节。 

活塞式滴油油杯，它的滴油量可通过杯上的杠杆机构来调节。  

 

油池润滑是将需要润滑的部件的一部分浸在油池的油中，依靠淹没在油池中的旋转零

件，将油带到需润滑的部位进行润滑。这种润滑方法适用于封闭箱体内转速较低的摩擦副，

如齿轮副、蜗杆蜗轮副、凸轮副等。油池润滑的优点是自动可靠，给油充足；缺点是油的内

摩擦损失较大，且易引起发热，油池中的油可能积聚冷凝水。 

飞溅润滑是利用高速旋转零件或附加的甩油盘、甩油片，将油池中的油溅散成飞沫向摩

擦副供油，主要用于闭式齿轮副及曲轴轴承等处。另外，箱体内壁的油槽还能将部分溅散的

润滑油引到轴承内润滑轴承。飞溅润滑时，要注意浸在油池中的零件或附件的圆周速度不应

太大，否则将产生大量泡沫及温升而使油迅速氧化变质。应装设通风孔以加强箱内外空气的

对流，以便油面指示器显示油位。 

油绳、油垫润滑，这种润滑方法是将油绳、垫或泡沫塑料等浸在油中，利用毛细管的虹

吸作用进行供油。油绳、油垫本身可起到过滤作用，因此能使油保持清洁，且供油连续均匀。

其缺点是油量不易调节。这种润滑方法多用在低、中速的机械上。 

油环、油链润滑，这种润滑方法只用于水平轴，如电风扇、电动机、机床主轴等的润滑。

这种方法非常简单，它依靠套在轴上的环或链把油从油池中带到轴上，再流向润滑部位。如

能在油池中保持一定油位，这种方法是很可靠的。 

油链与轴、油的接触面积都较大，所以在低速时也能随轴转动和带起较多的油，因此油

链润滑最适于低速机械。在高速运转时，油被剧烈搅动，内摩擦增大，且链易脱节，故不适

于高速机械。 

喷雾润滑，是利用压缩空气将油雾化，再经喷嘴喷射到需要润滑的部位。由于压缩空气

和油一起被送到润滑部位，因此还有较好的冷却效果。压缩空气具有一定压力，可以防止摩

擦表面被灰尘、磨屑所污染。其缺点是排出的空气中含有油雾粒子，会造成污染。这种润滑

方式主要用于高速的滚动轴承及封闭齿轮、链条等。 

强制润滑，装上一套可靠的供油装置即可。由于具有压力的油到达润滑部位时能克服旋

转零件表面上产生的离心力，给油量也比较丰富，因此不但润滑效果效好，而且冷却效果也

较好。强制送油润滑方法和其它方法比较起来，更易控制！供油量的大小，也更可靠。流体

静力润滑以及流体动力润滑是当今工程上最有效的润滑方式。因此，它被广泛地用于大型、

重载、高速、精密、自动化的各种机械设备。强制润滑又可以分为全损耗性润滑、循环润滑

和集中润滑三种类型。 

 (1)全损耗性润滑  这种润滑是指经过摩擦副的润滑油不再循环使用的一种润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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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用于需油量较少的各种设备的润滑点，而且常常是通过运动的机械或电动机带动柱塞泵从

油池中把油压送至润滑点。供油是间歇的，油的流量可以由柱塞的行程来调整，慢的几分钟

发送一滴油，快的每秒钟发送几滴油，它既可以作单独润滑也可以将几个泵组合起来作集中

润滑。 

(2)循环润滑  这种润滑是液压泵从机身油池中把油压送到各摩擦副进行润滑，经过润滑

部位后的油又回流到机身油池内而循环使用。 

(3)集中润滑  集中润滑是由一个中心油箱向数个润滑部位供油。因此，它主要用于有大

量润滑点的机械设备甚至整个车间或工厂。这种方式不但可以手工操作，也可自动配送适量

的润滑油。集中润滑的优点是：可以任意连接许多润滑部位，可以适应润滑部位的改变，能

精确地分配润滑剂，容易实现各种机械的自动化生产，可实现机器起动前的预润滑，可控制

润滑剂流动状态或整个润滑过程，简化维修，当机械中的润滑剂缺乏或集中润滑系统发生故

障时，可使机械停车。 

 脂润滑 

与润滑油相比，润滑脂的流动性、冷却效果都较差，杂质也不易除去。因此，脂润滑多

用于低、中速机械。 

涂刷润滑是将脂用手抹入轴承中，或用脂枪将脂注入到润滑部位，这种润滑方法适用于

高速运转而不需要经常补充润滑脂的部位。 

装填密封润滑是将脂装填入轴承中，一般只装填空隙的 2/3。 

滴下润滑是将脂装在脂杯里利用受热或压力滴向润滑部位。 

集中润滑是用压力泵将脂缸中的脂输送到润滑点上，再经过分配阀将脂定时定量地分送

至各润滑点，多用于润滑点多的车间和工厂。 

 固体润滑 

整体润滑，是指以整体材料作成整体零件使用。某些工程塑料如聚四氟乙烯、聚缩醛、

聚甲醛、聚碳酸脂、聚酰胺、聚砜、聚酰亚胺、氯化聚醚、聚苯硫醚和聚对苯二甲酸酯等的

摩擦系数较低，化学稳定性好，电绝缘性优良，抗冲击能力强，容易加工成形，可以制成整

体零部件。若采用环璃纤维、金属纤维、石墨纤维、硼纤维等对这些塑料增强，综合性能更

好，使用得较多的有齿轮、轴承、导轨、凸轮、滚动轴承保持架等。 

复合材料润滑，是指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润滑材料组合或复合起来使用。这些材料的物

理和化学性质以及形状都是不同的，而且是互不可溶的。组合或复合的最终目的是要获得性

能更优越的新材料。比如说可将塑料基、金属基自润滑复合材料制成齿轮、轴承、活塞环等

零件直接使用。 

膜润滑，将各种固体润滑剂制成固体润滑膜覆盖在需要润滑的部件上。成膜的方法很多，

溅射、电泳沉积、等离子喷涂、离子镀、电镀、粘结剂粘结、化学生成、挤压、浸渍、滚涂

等等。 

粉末润滑，是直接用固体润滑粉末进行润滑，大多已被复合材料和干膜所代替，应用场

合很少。当前，固体润滑剂粉末应用较多的是加到润滑油脂中，据说这样既可增加其减摩效

果，又可增加其极压性能。随着固体润滑剂的微细化成功，这种应用将会得到大力发展。例

如现在广泛应用的二硫化钼粉末（MoS2），添加适量到润滑油脂中，可提高润滑油脂的承载

能力，改善边界润滑状态，如 MoS2油剂、MoS2 油膏、MoS2 润滑脂及 MoS2水剂等。 

 总之，人们必须根据各种机械的实际情况选择润滑方式，以保证机械设备具有良好的工

作状况。由于近来各种机械向高速度、大功率、高精度和高度自动化发展，因此对润滑方式

的选择也日趋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