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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说明书与产品密不可分，内含有关伺服电动缸正确安装，

使用以及维护的基本知识。

对于未按照技术目录上的说明对伺服电动缸进行的不正确操

作而导致的直接或间接后果 LIND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

不按照说明书的说明进行使用维护操作违反保修的条款，由

此而引发的可能的人员伤亡或产品的损坏，LIND公司不承担任何

责任。

在产品选形以及产品设计过程中，LIND公司以及它指定的代

理商随时为您服务，并为您正确应用伺服电动缸提供所有的技术

支持。

LIND 公司有权在不做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对产品及说明书

进行完善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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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点概述

LIND伺服电缸采用伺服电机作为驱动，将滚珠丝杠的旋转运

动转化为轴向往复直线运动，从而实现活塞杆的伸缩运动。伺服

电缸采用闭环控制，且具有额定推力过载保护装置和行程调节机

构。用户可在额定行程范围内任意调节行程。伺服电缸典型特点：

（1）精度高，重复定位精度可达 0.02mm；

（2）安装简单、安装方式多样可选；

（3）可在恶劣环境下如 100℃高温、粉尘等情况下精确工作；

（4）行程可调性，用户可根据需要调节行程；

（5）采用高温锂基润滑脂润滑，定期注油即可。

2. 相关参数

LIND 伺服电缸标记代码及相关性能参数含义， 以

LDE80-650-P-L10-P-FA-ZP1000W-B-JS8-T3为例：

名称 参数 说明

额定行程 650mm 可定制

丝杠导程 10mm

伺服电机功率 1000W

减速比 8

限位开关数 3 两个限位、一个原点

额定推力 13.6KN（计算得出） 请勿过载使用

额定往复速度 62.5mm/s（计算得出）

工作温度 -25~100℃

传动精度 ±0.01mm

响应速度 0.2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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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案例

LIND伺服电动缸应用领域：

部分应用案例：

纺织行业（福建鑫港） 汽车行业（发动机） 汽车行业（转向器）

汽车行业（离合器） 智能物流产线（江苏天奇） 电动工具（史丹利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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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机械 航天科工

冶金行业 电机线圈压装

模拟仿真平台 法兰焊接机

食品灌装机 纠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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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网印刷机 医疗设备

急救平衡床 非标专机 线束线缆行业

玻璃热弯机 灯泡压动测试 汽车配件伺服压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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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装调试

4.1 安装

4.1.1 电动缸的定位和安装

（1）如果电动缸的长度需要进行不同设置（或者延长或者缩短）

以使安装更加简便，应按照下面的操作进行：

设置的长度不要超过电动缸的极限值(最小值–Lc最大值–La如下图

所示)

1）无反转装置的电动缸：手动正或反旋转伸缩管，直至达到

期望的长度；

2）带反转装置的电动缸：取下电机手动正或反旋转丝杠输入

轴以使伸缩管到达合适的位置。

4.1.2 检验安装固定的零件是否加工完好、干净，并确保这些零件

与电动缸上要安装的零部件的尺寸吻合。

4.1.3 在车间安装好电动缸，确保电动缸只受轴向载荷，如发生扣

紧或受到非轴向载荷，电动缸将不能正常工作，严重影响使用寿

命！

电动缸负载: （a）正确;（b）不正确

提示：伺服电动缸有侧向载荷时，可以考虑加装线性导向模块使

电动缸正常工作！

4.1.4 尽量不要在伺服电动缸伸缩管上施加扭矩，扭矩过大时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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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伺服电动缸内的防反转机构。

当伺服电动缸伸缩管与外部设备连接时，固定伺服电动缸伸缩管

的扳手位置应该在伺服电动缸前端接头的外方出，如下图所示。

为了不使伺服电动缸的防转机构损坏，当伺服缸伸缩管施加扭矩

时不应超过以下值：

型号 最大扭矩值/N∙m 型号 最大扭矩值/N∙m

LOE25 3 LDE80/100 40
LOE40 5.6 LDE125 50
LOE50 11.4 LDC140 76
LOE80/100 28 LDC160 76

4.2 试运行

4.2.1 空载情况下运行一个工作循环。

4.2.2 逐渐增加负载运行工作循环直至达到最大负载。

4.3 伺服电动缸电气原理及接线图

4.3.1 有关电动缸所配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的接线和使用方法，参见

伺服电机和驱动器随机所附说明书或者厂家的技术资料。

4.3.2 磁感应开关线路图

磁感应开关线路图如下图所示：

限位开关使伺服电动缸运行到极限位置时停止，从而保护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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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缸。限位装置结构如下图。

由固定于伺服缸体外侧的常闭磁感应开关和缸体内部丝杠螺

母上的环形磁铁组成。环行磁铁在周围形成一个 100 高斯的磁场

区，随电动缸运动而感应开关，使其改变状态，亦可在前后两个

极限之间布置多个磁感应开关 ，获取电动缸的位置信息或者停止

在中间某个位置，由于磁场区域的宽度影响，两个磁感应开关最

小距离 10mm；而且同一磁感应开关所获取的电动缸位置信息可

因进退两种方向而不同。移动限位开关位置可改变电动缸实际行

程。

额定容量

DC AC
电压

功率 20W 20VA
电流 300mA 阻抗

感抗 3W
注：磁感应开关必须连接到控制电路中，不能直接连接在主

电路中。限位开关配备：3m 长的 2X0.25mm2 电缆

4.3.3 接近开关线路图

接近开关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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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位装置结构如下图

带接近式限位开关的电缸

开关通过螺牙固

定在缸筒上

开关不可伸入缸

筒内

.

接近式限位开关安装示意

提示： 接近开关不可旋入缸体内部，不然会撞坏开关！

LIND 各型号电缸接近开关安装深度如下：

电缸型号 安装深度

LDE80 开关伸入深度大于6mm小于7mm

LDE100 开关伸入大于3.8mm小于5mm

LDE125 开关伸入深度大于3.8小于5mm

LDC系列

装开关时，将电缸手动控制运行到上极限，开关旋

到底，然后反向转2圈，锁紧螺母固定好开关，开

关即固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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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IND 系列伺服电动缸拆卸

进行拆卸和重新组装前必须切断电源！

进行拆卸、替换伺服电动缸的部件以及进行相应的重新组装

时需要具备下列条件：

专业人员；

相关的设备；

对推杆的构成有基本的知识；

遵照正确的程序；

必须遵守现行的国家以及区域性的卫生安全条例。

如有不明之处，请联系灵德公司或者他的授权代理商。

下面的描述有关部件的具体的位置，这些部件的具体位置在

相应的图上都有标明。

5.1 限位开关的拆卸

1) 磁感应式限位开关

* 拧松磁感应开关的固定螺钉

* 取下磁感应关

2）接近式限位开关

* 松掉拧下限位开关支架的固定螺钉

* 将限位开关连同支架一同取下

5.2 前端出轴拆卸

1）将活塞杆 2伸出一定长度，避免加热时，由于热传递将前端盖

的防尘圈损坏。

2）加热前端出轴 1和活塞杆 2连接的螺纹部分，以软化螺纹密封

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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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拧下前端出轴 1，注意清理活塞杆 2中的螺纹胶残渣，避免进

入活塞杆 2内部，污染丝杆。

6. 注意事项

1. 伺服电动缸安装严禁用铁锤敲击；

2. 伺服电动缸安装之前，先连接线缆、驱动器上电，手工开机、

关机，

确认电动缸是否动作，以免电动缸出现问题，影响正常使用；

3. 确认完毕及时取下电动缸；

4. 电动缸不用时要存放在专用的存放柜内存放，请勿放在粉尘、

腐蚀、

高温环境下；

5. 严禁操作已损坏的产品；

6. 安装前详细阅读操作说明书

7. 遵守相关的安全指示说明，说明如下：

电压危险 带电工作

机械危险 电动缸和车间可能受损坏，
操作人员有危险

非常重要的指令

注意留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