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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何校正中心线(对心)

大家都知道转动机械的使用寿命和设备的安装有很大的关联，设备的安装除了基础、底座、

配管等重要工作以外，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心(Alignment)。我们从事转动设备的销售自然

应该对这项技术有某种程度的了解才对。

以下我们将讨论对心的原理以及介绍几种常用的对心方法，提供销售人员就算不能实际操

作，至少也必须能分辨客户的对心方式对不对，符不符合对心原理。

【对心原理】

对心的英文 Alignment 可以解释为轴的同心度校正，简单说就是轴直不直。另一个解释是指

透 过联轴器联结的两个轴心是否同心的校正上，最常见的指马达的对心，这才是我们以下所要讨

论的主要课题。

通常对心是指利用千分表或雷射对心仪，量测

联轴器两端的轴心偏差，再运用各种不同厚度的垫

片（Shim），加在马达脚座和底座之间，来调整高

度，尽可能的让联轴器两端的转动设备之轴心处于

同一个中心在线。

对心不准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角度的偏差，

我们以一个两端具有挠性的联轴器来做说明，角度

的偏差可能集中在其中的一端，如对心图（一），

它是有可能所有的角度偏差全部集中在轴心 A 那

一端，另一端则完全是正的。如果我们发现联轴器

的损坏老是发生在同一侧时，就可能是这种情况。

另一种是平行度的偏差，如对心图（二），偏心度

同时由两边的挠性元件来分担。

軸心 A
聯軸器
中心元件

軸心 B

對心圖（一）

聯軸器
中心元件

軸心 A

軸心 B

對心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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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零

讀取下垂量

對心圖（三）

【准备工作】

在进行对心之前有几个事项必须澄清解释一下：

软脚（Soft Foot）
软脚的意思是说：当设备安装在它的底座上时，四只脚发生不平的现像（有些脚高有些脚低，

设备会摇晃），当然我们将固定螺丝锁紧时，它就不会摇了。但是这会让设备产生某种程度的变形，

进而对轴承产生不当的应力，而造成设备的震动。软脚的现像也会造成我们在对心时千分表所读的

指数不准确。软脚的现像必须先消除掉，它的做法很简单，先在设备的底下加入垫片，直到设备不

会摇晃为止。

千分表下垂（ Indicator Sag）
千分表下垂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把千分

表安装在轴上时，因重力的关系，当它位于

轴上方时和转到轴下时，千分表下垂会导致

表面的读数会改变，尤其是在跨距很长的情

况下，它会更明显。当然我们能让固定架更

坚固，就不容易变形下垂，但是有时受到一

些限制就无法避免此一现象。因此为求精确

的量测起见，我们必须先量测其下垂量，以

便在对心时修正之用。我们可以用一个转轴

将千分表先固定在轴上，当千分表在轴上方

时将其归零，再转到轴下方，看读数的变化

（必然为负），以后读取对心数据时下方的读数应该减掉这个修正量。如对心图

（三）。

热膨胀效应（ Thermal Growth）
当设备操作在高温时会产生热膨胀的现象，它会影响轴心的高低，我们对心的目的是要让轴

心在它们正常的操作温度时维持同心，因此必须请设备厂商提供其在高温下轴心变化的修正量，我

们在对心时依照指示来调整高低，否则必须等设备达到运转温度一段时间之后再测一次中心位置，

称之为热对心。

对心数据的读取（Alignment Readings）
通常我们以站在趋动（马达）端向设备（泵）端看，将千分表位于上方时（12点钟方向）设

定为归零的位置，另在轴毂上标示出 3点钟（右）6点钟（下）及 9点钟（左）的方位，我们将每

转 90 度角记录一次数据。联轴器两边的轴必须一起转，这可以避免因固定千分表位置的轴心如

果 有偏心时，会读到错误的数据。量完记得将千分表回到原点（上），覆核读数有没回到零，如

果没有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刚才的数据不能用，必须重覆以上步骤全部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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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将整理一份对照表，协助大家了解读取之数据和轴心的相对位置。 以泵端已

经固定在底座上，准备移动马达来对心为例来说明。（千分表在上方归零）

轴间的垂直关系（Side View） 轴间的水平关系（TopView）
支架固定在马达上，

千分表读取泵端的数据

支架固定在泵轴上，

千分表读取马达端的数据

支架固定在马达上，

千分表读取泵端的数据

支架固定在泵轴上，

千分表读取马达端的数据

下方为 ＋ 下方为 ＋ 左方为 ＋ 左方为 ＋

下方为 － 下方为 － 左方为 － 左方为 －

下方为 ＋ 下方为 － 左方为 ＋ 左方为 －

下方为 － 下方为 ＋ 左方为 － 左方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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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心方法】

我们所要介绍的都是以手工为主的，先进的雷射对心仪已经可以很简单的完成对心的工作。

不过，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可以负担动辄数十万的雷射对心仪，再者没有手工对心的基础，常

见有人搬出高档的雷射对心仪，越校越不准的屡见不鲜。所以学会基本的手工对心是非常重要的。

在进行对心之前请先停一下，先看看泵浦基础、底座、配管等安装的工作是否正确，如果设

备安装不当，对心是很困难的，甚至于有时根本就对不起来，或者明明已经对好了，一段时间后就

跑掉了，都可能是安装不良所造成的。

以下我将介绍三种常用的对心方法，每一种方法都会用到方格纸，因此必须准备好方格纸。

反向对校法（Reverse Indicator）
简单的说利用两组千分表分别固定在马达和泵浦端，固定在马达端的千分表读取泵浦轴心的

数据，反之固定在泵浦端的千分表读取马达轴心的数据，因此称之为反向对校法。这个方法是先将

泵浦固定好在底座上，利用增减马达脚座下的垫片厚度来调整高度，确定两轴心等高之后，再利用

马达的左右移动，来完成平面的对心。比较贴心的底座设计，会装有调整左右用的螺丝，调整起来

就方便多了。虽然说泵浦固定不动，但有时如果马达已经移到极限还不能完成对心时，还是需要动

到调整泵浦的。什么时候用这种方法较合适？先决条件是必须能装下两组千分表的空间才行，其他

就没什么限制了。

對心圖（五）
千分錶
之間距

千分錶至

馬達腳座

之間距

馬達腳座
之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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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如下：

1. 首先将千分表固定在马达和泵浦轴心上，如对心图（五），可以固定在轴心或轴毂的位置，

联轴器可以联结也可以不联结，但为了让两根轴一起转，建议联结上去，否则你必须在

两端的轴上分别做记号，以保证等一下相对的关系不变。再来要量测设备的几个重要的

尺寸，从千分表在泵上的指针位置开始量 1.两个千分表之间的距离；2. 马达端的千分表

至马达前脚座螺丝孔的距离；3. 马达前后脚座螺丝孔之距离。按照比例将之记录在方格

纸上，如图（五－１），每一小格代表 1 公分。

泵浦

千分錶間距
20 cm

馬達前腳間距
20 cm

馬達前後腳間距
40 cm

圖（五－１）

2. 先记录泵端的读数，将每隔 90 度所量测的值记下来，如图（六－１），记得当千分表

转 到轴下方时可能会有下垂，所以必须修正，假设我们已经预先量得下垂修正量为-
0.01，

0.00 mm

- 0.05 - 0.15

- 0.21
修正下垂量後為 - 0.20 圖（六－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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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下方的读数修正为－0.21－(－0.01)=－0.20，因为千分表所得之读数为整圈位移，实际

上轴心对轴心的相对位移只有一半，因此除以 2得到－0.10，当出现负读数时，表示马达中

心

的延伸线一定比泵端的中心低，所以我们在下方 10格的位置标上记号。同样的道理量出千分

表在左右方位时的读数，我们各加上 0.15 使右方归零，则左方－0.05＋0.15=0.10 同样除以

2得 0.05，出现正时，代表马达中心延伸线会落在泵端的右方，所以我们在右方 5 格的位置

标 上记号。标在方格纸之后如对心图（六－２）。

對心圖（六－２）

3. 再记录马达端的读数，如图（六－３）千分表固定在泵端指针量测马达端，同样上方归

零，转到下方位置读出 0.09，修正下垂量后得 0.10，除以 2得 0.05，因为得到的是正数，

所以表示马达端比较低，我们在马达端下方 5格的位置做上记号。 以左右的读数而言，

左方为 0.06右方为 0.04，两边同减 0.04让右方为零，则左方剩 0.02， 除以 2之后得

0.01，因为是正数代表马达端向左方偏 1格的位置做记号。如图（六－４）。

4. 接下来把做好的泵浦和马达端的上下偏差记号联成一条线，这就是代表上下位置的直

线，以蓝色代表；再把泵浦和马达端的左右偏差记号联成一条线，以红色代表，这就是

代表左右位置的直线，我们可以算出来蓝线和马达前脚交会，后脚翘起来 10 格。同样

的

算一下左右的红线，可以看出马达前脚偏左 7格，后脚偏左 19格。请参考图（六－４）。



宁波承创机械有限公司

第 7页共 9页

0.00 mm

0.06 0.04

0.09
修正下垂量得 0.10 圖（六－３）

-0.10

+0.05

-0.07
+0.01

-0.19

圖（六－４）

5. 就高低而言，前脚刚好交会，代表不必调整，后脚翘起来 0.1mm，应该将后脚的垫片厚

度减少 0.1mm，这时也可以一并考虑温度变量，如果已知操作温度时泵轴心将提高 0.05
mm，这时可以将前脚加上 0.05mm的厚度，后脚拿掉 0.05mm 就好了。左右的调整就比

较简单了，以本例而言，只需将马达前脚向右推 0.07mm，后脚向右推 0.19mm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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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的运用中常会见到同一组设备中含有两组联轴器的情形，如 Viking的齿轮泵带有减速

机 或双头马达两边各安装一台泵的设备等等，因为必须同时对心两组联轴器，又会彼此影响，因

此必须特别注意校正的程序。以齿轮泵为例，如下图。

如果我们从泵和减速机的联轴器先对心，对好了之后再对减速机和马达的联轴器，我们常会发

现马达必须垫很高，或者更麻烦的是马达底下的垫片全拿掉之后还是太高，不得已只好再动减速

机，如此一来等于整个重作（还好我们的 Viking减速机是可以调整出力轴的高低的设计，真是太体

贴了！别人的可不一定有这种设计喔）。或者有时调整左右时，马达的螺丝孔已经顶到底了，还对

不出来，也只好再动减速机重作了。以下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决定参考线的高低，如对心图（九），

新的對心參考線

原本的參考線

減速機

馬達

齒輪泵

對心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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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向对校法将泵、减速机和马达的高低线在同一张方格纸内标示出来，我们可以看出来马达和减

速机都必需做大幅度的调整高低，但如果改以新的对心参考线（红线）作为基准时，各单元都只需

要小幅度的调整，新的对心参考线并没有一定的取法，我们可以尝试不同的参考线，原则上以各单

元脚座的位置试着去连连看，那一条线可以让我们作最小幅度调整的，就是最理想的参考线了。

再一次强调，反向对校法是最基本的对心原理，即使是最先进的雷射对心仪也是运用这个原

理去设计出来的，只不过是它利用量测激光束的反射角的偏移量来取代千分表的量测，再结合程

式的设计，由对心仪自动计算出各脚座下应调整的垫片高度，如此则可以大大的简化了对心的程

序，也比原来用千分表的方法更精准。

面幅校心法（ FACE/RIM ）

【实作经验】

在对心之前先以直尺将联轴器的两端先粗校一次，再用千分表细校会容易很多，尤其是这种

有三个单元必须校正的状况，粗校可以让以后的作业顺畅很多。

使用的垫片（Shim）的质量也会影响校心的效果，当垫片不良时，常会发现在固定螺丝锁紧

之后中心线会有很大的差异。必须注意剪裁垫片时注意将毛边修平；厚度不同的垫片分开放；要保

持垫片平整不要翘起来；垫片的面积最好和脚座一样大，太小的垫片会使脚底悬空，造成设备不稳；

不要用太多片垫片，需要垫很高时，适时的抽换厚一点的垫片或宁可铣一片薄板来取代一组垫片，

可以减少设备软脚的情况。

通常垫片被剪成如图（）的形状，大小最好配合脚座底部的面

积来剪裁。

脚座底下要清理干净，通常设备摆一段时间，上面会有油污和

锈蚀，会影响校心的精确度，想想看误差几条的精度，中间如果有

铁锈存在时，螺丝锁上去会有什么影响？

校正中心线需要细心和耐心，目前的雷射对心仪已经相当的好

用，市面上也有出售各种不同厚度的校心专用的不锈钢垫片，比起

以前土法对心已经方便太多了，惟恐大家在方便之余，反而忘记了

这个传统的基本功夫，希望有空还是练习一下。

也欢迎提供实作经验的心得给我。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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