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铸机导辊轴承解决方案



钢 铁 与 有 色 金 属

独一无二、完美和谐的轴承解决方案

舍弗勒集团工业事业部与其著名
品牌INA、FAG提供品质无与伦比
的高性能产品。作为重工业的组
成部分，INA与FAG综合了她们广
泛的产品范围，共同服务于“钢铁
与有色金属”领域的金属冶炼与轧
机应用。

这包括钢铁与有色金属冶炼与成
型工厂内所有的轴承解决方案。
舍弗勒集团工业事业部在这一领
域具有卓越的专家技能，与设备
制造商及终端用户有着几十年的
合作经验。众多的钢铁厂已经从
我们的用户化解决方案中获益，
从而经济、安全地提高了生产效
率,并保证了最高水平的可靠性。

通过CoCaB（Continuous Caster 
Bearing，连铸机轴承）计划，舍
弗勒集团工业事业部提供完美的
连铸机专用轴承解决方案。

应用于连铸机导辊上的新型
FAG圆柱滚子轴承是针对该处应
用的理想的轴承解决方案，此类
轴承能够实现无摩擦阻力的轴向
位移以及进行偏中补偿。

连铸机导辊用滚动轴承

连铸坯由转速非常低的节辊支撑
并由竖直方向向水平方向引导。
为了限制偏斜，节辊沿整个长度
上由数个滚动轴承支撑。

FAG圆柱滚子轴承与调心滚子轴
承用于节辊的支撑。INA滚针轴承
用于上部段位。FAG剖分式调心

滚子轴承与INA剖分式圆柱滚子轴
承用于驱动辊。同时，我们还提
供采用循环水冷却的FAG专用轴
承座。

连铸机的工作条件对轴承具有极
高的要求。轴承在低速下承受重
载，并且必须保证在高温及喷水
环境下稳定运转



FAG调心滚子轴承作为定位轴承

FAG 调心滚子轴承可以应用于所
有重载以及需要补偿轴的挠曲变
形或轴承座的不对中的场合。他
们在极为苛刻的工况下依然可以
稳定地运转。

特别是导辊固定端轴承承受高的
径向与轴向载荷并且进行对中 
补偿。

新型冲压钢保持架

通过改进调心滚子轴承的内部结构
增强了轴承的运动性能。外径至
320mm的240与241系列调心滚子
轴承采用了新型冲压钢保持架。

双分式保持架可以承受高的工作温
度，因此非常适用于工作环境极为
恶略的导辊。保持架的设计保证滚
子受到最理想的引导并使轴承内部
有更大的空间贮存润滑剂。

新型设计大大提高了轴承的运转
可靠性和性价比。

密封式调心滚子轴承

连铸厂使用的数量众多的调心滚
子轴承需要添加大量的润滑脂。

实践证明，密封式调心滚子轴承

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并且有利

于保护环境。与开式轴承相比，

密封式轴承在整个寿命周期内的

润滑脂消耗量减少了80 %。

连铸机导辊

能够承受极高载荷的可靠轴承

固 定 端 轴 承

密封的调心滚子轴承减少了润滑脂的消耗量



对浮动端轴承的高要求 

连铸机浮动轴承必须能够对轴的
轴向伸长及弯曲进行良好的补偿。
重载要求轴承必须具备高的静态
载荷承载能力。传统的浮动轴承

解决方案通常存在不足而不能非
常好地满足这些要求。

新型FAG圆柱滚子轴承综合了满
装圆柱滚子轴承与调心滚子轴承
的优点，也就是说其同时具有高
的径向载荷承载能力、无摩擦阻
力轴向移动以及偏中补偿能力。 
所有这些特点都被集成到一个轴
承内，并且轴承安装快捷、简
单。 这一理想的浮动轴承已经在
多台连铸机中成功应用。

FAG圆柱滚子轴承

此类新型的满装圆柱滚子轴承带
有防腐层，该防腐层是根据连铸
机浮动轴承的工况专门开发的。
此类轴承的内部结构设计充分利
用了可用空间，从而轴承具有极
高的承载能力。

理想的浮动端轴承

浮 动 端 轴 承

轴的热膨胀得到无摩擦阻力的轴
向补偿，并且保证各个轴向移动
位置受载均匀。特殊的滚道轮廓
设计优化了轴承的偏中补偿能
力。轴承套圈上的Corrotect® 涂层
防止轴承遭受普通腐蚀以及摩擦
腐蚀。

轴承的安装与拆卸不需要任何的
特殊工具。连铸机用FAG圆柱滚
子轴承遵循DIN/ISO尺寸标准，不
需做任何修改便能进行替换安装。

高的运转安全性和设备有效性
极高的径向承载能力显著延长了轴承寿命

理想的轴承解决方案
无摩擦阻力的轴向位移和偏中补偿

低维护要求
安装与拆卸简单，无需特殊工具



为提高运转可靠性和成本效益提供服务

服 务

高品质的产品和卓越的服务是相
辅相成的。因此，舍弗勒集团工
业事业部不仅提供一流的轴承解
决方案，而且还提供专业的服务
以提高钢铁厂设备的生产能效率
和效益。我们的服务贯穿轴承设
计和选型，轴承的安装与润滑以
及状态监测与轴承修复。润滑到
轴承的状态监测及轴承修复。 

专家的技术咨询

舍弗勒集体“重工业”部的“钢铁与
有色金属”行业为转动部件整个
寿命周期内所有方面提供技术咨
询，这也是我们TCO（Total Cost 
Ownership，总体拥有成本）概念
的一部分。

我们的专家不仅拥有轴承技术领
域的专业知识，而且在钢铁厂和
轧机应用领域也拥有全面的专业
知识。客户可以得到一流的咨询
以及在轴承设计与选型方面的支
持。舍弗勒可以为客户在设计阶
段提供技术支持，在设备运行阶
段提供维护服务。

全球性服务

FAG 工业服务部(F’IS)，即舍弗勒
集团工业服务公司，负责商务服
务并在全球范围提供维护和质量
保证，包括非FAG/INA品牌轴承。
F’IS 使客户减少维护成本，提高
化设备的有效性并且避免非计划
性停机。另外，F’IS 还针对轴承
安装及状态监测提供广泛的培训
和咨询服务。

滚动轴承的修复

我们为滚动轴承提供的修复服务能
够减少维护的成本并增加有效性。

修复过程包括如下服务：

• 分解轴承

• 清洗所有组件

• 检测轴承组件

• 修复轴承

• 重新组装轴承

•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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