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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

(57)摘要

一种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涉及一种轧机轴

承，内圈（6）套在外圈（2）中，两个滚子（8）相对设

置且以分别设有的凸块（11）相接触形成一组滚

子（8），多组滚子（8）间隔置于内圈（6）和外圈（2）

之间，环形板A（3）和环形板B（14）分别置于多组

滚子（8）的两端；本实用新型通过将滚子设置为

在滚柱两端分别设置滚珠并在其中的一个滚珠

端部设置凸块的结构，并在外圈内壁和内圈外壁

分别设置适合的弧形环槽，将两个滚子相对组合

为一组并设置在外圈和内圈之间，起到了轧机轴

承在高速及重载的运转下稳定运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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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包括外圈（2）、滚子（8）、保持架和内圈（6），其特征是：在

外圈（2）的外圈内壁（15）上间隔设有四个弧形环槽A（16），在内圈（6）的内圈外壁（17）上间

隔设有四个弧形环槽B（18），滚子（8）包括滚柱（9），在滚柱（9）的两端分别设有滚珠（10），两

滚珠（10）的直径分别大于滚柱（9）的直径，在其中一个滚珠（10）的端部设有凸块（11），在凸

块（11）端部的中心部位和另一个滚珠（10）的端部之间设有贯通的通孔（19），保持架包括环

形板A（3）、销钉A（5）、销钉B（13）和环形板B（14），环形板A（3）和环形板B（14）相对设置，在环

形板A（3）的两底面之间围绕中心孔间隔等距设有多个穿孔A（21），在环形板B（14）的两底面

之间和多个穿孔A（21）相对应的位置上分别设有穿孔B（23），在穿孔A（21）和穿孔B（23）相对

面的孔边沿上分别设有半球形凹槽（22），在销钉A（5）的一端设有钉帽A（4），在销钉A（5）的

另一端设有螺孔（25），在销钉B（13）的一端设有钉帽B（12），在销钉B（13）的另一端设有螺杆

（20），内圈（6）套在外圈（2）中，两个滚子（8）相对设置且以分别设有的凸块（11）相接触形成

一组滚子（8），多组滚子（8）间隔置于内圈（6）和外圈（2）之间，每组滚子（8）设有的四个滚珠

（10）分别和四个弧形环槽A（16）、四个弧形环槽B（18）相接触，每组滚子（8）设有的滚柱（9）

和凸块（11）分别和外圈内壁（15）、内圈外壁（17）相接触，环形板A（3）和环形板B（14）分别置

于多组滚子（8）的两端，多组滚子（8）一端设有的滚珠（10）的端部和环形板A（3）设有的半球

形凹槽（22）相接触，多个滚子（8）另一端设有的滚珠（10）的端部和环形板B（14）设有的半球

形凹槽（22）相接触，销钉A（5）的另一端穿过穿孔B（23）后由每组滚子（8）设有的通孔（19）的

一端穿入，销钉B（13）的另一端穿过穿孔A（21）后由每组滚子（8）设有的通孔（19）的另一端

穿入，螺孔（25）和螺杆（20）螺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其特征是：在穿孔A（21）和穿孔B（23）相

背面的孔边沿上分别设有钉槽（24），钉帽A（4）置于环形板A（3）设有的钉槽（24）内，钉帽B

（12）置于环形板B（14）设有的钉槽（24）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其特征是：销钉A（5）的长度大于销钉B

（13）的长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其特征是：外圈（2）的外圈外壁（1）为环

状平面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其特征是：外圈（2）的外圈外壁（1）与外

圈（2）的两端面之间设置为倒角过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其特征是：内圈（6）的内圈内壁（7）为环

状平面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其特征是：内圈（6）的内圈内壁（7）与内

圈（6）的两端面之间设置为倒角过渡。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其特征是：在钉帽A（4）和钉帽B（12）的

端部分别设有十字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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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轧机轴承，尤其是涉及一种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

[0003] 【背景技术】

[0004] 轴承是当代机械设备中的一种重要零部件，它的主要功能是支撑机械旋转体，降

低其运动过程中的摩擦系数，并保证其回转精度。轧机轴承系指用于压延行业，即有色金

属、黑色金属及非金属制品压延；用于压延辊系辊径处及滚筒上的轴承，具有径向承载能力

大，适用于承受重负荷与冲击负荷。但随着速度的提高，传统轧机轴承缺点越发突出：轴承

寿命短、消耗量大、成品精度低、辊颈磨损严重、轧辊轴向窜动大等。棒材厂轧机生产工作条

件恶劣，常常出现轧机轴承烧损现象而不得不临时重新装配轧机，严重影响了棒材厂的生

产。

[0005]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克服背景技术中的不足，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通过将

滚子设置为在滚柱两端分别设置滚珠并在其中的一个滚珠端部设置凸块的结构，并在外圈

内壁和内圈外壁分别设置适合的弧形环槽，将两个滚子相对组合为一组并设置在外圈和内

圈之间，起到了轧机轴承在高速及重载的运转下稳定运行的目的。

[0007] 为了实现所述发明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包括外圈、滚子、保持架和内圈，在外圈的外圈内壁上

间隔设有四个弧形环槽A，在内圈的内圈外壁上间隔设有四个弧形环槽B，滚子包括滚柱，在

滚柱的两端分别设有滚珠，两滚珠的直径分别大于滚柱的直径，在其中一个滚珠的端部设

有凸块，在凸块端部的中心部位和另一个滚珠的端部之间设有贯通的通孔，保持架包括环

形板A、销钉A、销钉B和环形板B，环形板A和环形板B相对设置，在环形板A的两底面之间围绕

中心孔间隔等距设有多个穿孔A，在环形板B的两底面之间和多个穿孔A相对应的位置上分

别设有穿孔B，在穿孔A和穿孔B相对面的孔边沿上分别设有半球形凹槽，在销钉A的一端设

有钉帽A，在销钉A的另一端设有螺孔，在销钉B的一端设有钉帽B，在销钉B的另一端设有螺

杆，内圈套在外圈中，两个滚子相对设置且以分别设有的凸块相接触形成一组滚子，多组滚

子间隔置于内圈和外圈之间，每组滚子设有的四个滚珠分别和四个弧形环槽A、四个弧形环

槽B相接触，每组滚子设有的滚柱和凸块分别和外圈内壁、内圈外壁相接触，环形板A和环形

板B分别置于多组滚子的两端，多组滚子一端设有的滚珠的端部和环形板A设有的半球形凹

槽相接触，多个滚子另一端设有的滚珠的端部和环形板B设有的半球形凹槽相接触，销钉A

的另一端穿过穿孔B后由每组滚子设有的通孔的一端穿入，销钉B的另一端穿过穿孔A后由

每组滚子设有的通孔的另一端穿入，螺孔和螺杆螺接。

[0009] 所述的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在穿孔A和穿孔B相背面的孔边沿上分别设有钉槽，

钉帽A置于环形板A设有的钉槽内，钉帽B置于环形板B设有的钉槽内。

[0010] 所述的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销钉A的长度大于销钉B的长度。

[0011] 所述的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外圈的外圈外壁为环状平面结构。

[0012] 所述的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外圈的外圈外壁与外圈的两端面之间设置为倒角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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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

[0013] 所述的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内圈的内圈内壁为环状平面结构。

[0014] 所述的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内圈的内圈内壁与内圈的两端面之间设置为倒角过

渡。

[0015] 所述的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在钉帽A和钉帽B的端部分别设有十字槽。

[0016]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7]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通过将滚子设置为在滚柱两端分别设置

滚珠并在其中的一个滚珠端部设置凸块的结构，并在外圈内壁和内圈外壁分别设置适合的

弧形环槽，将两个滚子相对组合为一组并设置在外圈和内圈之间，将滚子设置在外圈和内

圈之间，将滚子设置为在滚柱的两端设有滚珠的结构实现了轧机用承重轴承能够承受径向

及轴向的压力，起到了轧机轴承在高速及重载的运转下稳定运行的目的；本实用新型设计

合理、实用性强、增强了轴承的稳定性，有效地延长了轴承的使用寿命，有很大的市场推广

价值。

[0018]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外圈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内圈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滚子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实用新型保持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实用新型销钉B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1、外圈外壁；2、外圈；3、环形板A；4、钉帽A；5、销钉A；6、内圈；7、内圈内壁；8、

滚子；9、滚柱；10、滚珠；11、凸块；12、钉帽B；13、销钉B；14、环形板B；15、外圈内壁；16、弧形

环槽A；17、内圈外壁；18、弧形环槽B；19、通孔；20、螺杆；21、穿孔A；22、半球形凹槽；23、穿孔

B；24、钉槽；25、螺孔。

[0026]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通过下面的实施例可以更详细的解释本实用新型，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下面的

实施例，公开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旨在保护本实用新型范围内的一切变化和改进；

[0028] 结合附图1～6所述的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包括外圈2、滚子8、保持架和内圈6，在

外圈2的外圈内壁15上间隔设有四个弧形环槽A16，外圈2的外圈外壁1为环状平面结构，外

圈2的外圈外壁1与外圈2的两端面之间设置为倒角过渡，在内圈6的内圈外壁17上间隔设有

四个弧形环槽B18，内圈6的内圈内壁7为环状平面结构，内圈6的内圈内壁7与内圈6的两端

面之间设置为倒角过渡，滚子8包括滚柱9，在滚柱9的两端分别设有滚珠10，两滚珠10的直

径分别大于滚柱9的直径，在其中一个滚珠10的端部设有凸块11，在凸块11端部的中心部位

和另一个滚珠10的端部之间设有贯通的通孔19，保持架包括环形板A3、销钉A5、销钉B13和

环形板B14，环形板A3和环形板B14相对设置，在环形板A3的两底面之间围绕中心孔间隔等

距设有多个穿孔A21，在环形板B14的两底面之间和多个穿孔A21相对应的位置上分别设有

穿孔B23，在穿孔A21和穿孔B23相对面的孔边沿上分别设有半球形凹槽22，销钉A5的长度大

于销钉B13的长度，在销钉A5的一端设有钉帽A4，在销钉A5的另一端设有螺孔25，在销钉B13

的一端设有钉帽B12，在销钉B13的另一端设有螺杆20，在钉帽A4和钉帽B12的端部分别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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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槽，在穿孔A21和穿孔B23相背面的孔边沿上分别设有钉槽24，钉帽A4置于环形板A3设

有的钉槽24内，钉帽B12置于环形板B14设有的钉槽24内，内圈6套在外圈2中，两个滚子8相

对设置且以分别设有的凸块11相接触形成一组滚子8，多组滚子8间隔置于内圈6和外圈2之

间，每组滚子8设有的四个滚珠10分别和四个弧形环槽A16、四个弧形环槽B18相接触，每组

滚子8设有的滚柱9和凸块11分别和外圈内壁15、内圈外壁17相接触，环形板A3和环形板B14

分别置于多组滚子8的两端，多组滚子8一端设有的滚珠10的端部和环形板A3设有的半球形

凹槽22相接触，多个滚子8另一端设有的滚珠10的端部和环形板B14设有的半球形凹槽22相

接触，销钉A5的另一端穿过穿孔B23后由每组滚子8设有的通孔19的一端穿入，销钉B13的另

一端穿过穿孔A21后由每组滚子8设有的通孔19的另一端穿入，螺孔25和螺杆20螺接。

[0029] 实施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轧机用双列承重轴承，使用时，在外圈2的外圈内壁15上及

弧形环槽A16内涂抹适量的轴承油，在内圈6的内圈外壁17上及弧形环槽B18内涂抹适量的

轴承油，将外圈2套在内圈6的外部，且使外圈2和内圈6偏心，在外圈2和内圈6之间放入适量

的滚子8，且使滚子8成组放置，滚珠10置于弧形环槽A16和对应的弧形环槽B18之间，将成组

的滚子8分开并定位，使多组滚子8一端设有的滚珠10的端部和环形板A3设有的多个半球形

凹槽22分别接触，多组滚子8另一端设有的滚珠10的端部和环形板B14设有的多个半球形凹

槽22分别接触，销钉A5设有螺孔25的一端穿过穿孔B23后由通孔19的一端穿入，销钉B13设

有螺杆20的一端穿过穿孔A21后由通孔19的另一端穿入，螺孔25和螺杆20螺接即可使用。

[0030] 本实用新型未详述部分为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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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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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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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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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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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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