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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轧机换辊装置及其换辊

方法，该装置包括上辊总成和下辊总成，所述上

辊总成包括上辊和两个上辊轴承座，上辊两端通

过轴承安装与于两个上辊轴承座内；所述下辊总

成包括下辊和两个下辊轴承座，下辊两端通过轴

承安装与于两个下辊轴承座内；上辊总成置于下

辊总成上，下辊轴承座远离上辊总成一侧连接滚

动机构，滚动机构置于导轨上，可沿导轨长度方

向移动。本发明的具有操作方便、快捷、造价低

廉，且具有完全对等的换辊功能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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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轧机换辊装置，其特征在于：其包括上辊总成和下辊总成，所述上辊总成包括上

辊（11）和两个上辊轴承座（12），上辊（11）两端通过轴承安装于两个上辊轴承座（12）内；所

述下辊总成包括下辊（11）和两个下辊轴承座（22），下辊（21）两端通过轴承安装于两个下辊

轴承座（22）内；上辊总成置于下辊总成上，下辊轴承座（22）远离上辊总成一侧连接滚动机

构，滚动机构置于导轨（4）上，可沿导轨（4）长度方向移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轧机换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滚动机构包括车轮总成

（31），车轮总成（31）活动连接在固定座内，其外周与导轨（4）滚动连接，固定座与下辊轴承

座（22）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轧机换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座包括固定座本体

（32）和盖体（33），所述固定座本体（32）整体为倒L型，其横边连接下辊轴承座（22），固定座

本体（32）的横边端面连接盖体（33），固定座本体（32）与盖体（33）的内侧分别设有安装车轮

轴承（34）的本体内孔（321）和盖体内孔（331），车轮总成（31）通过车轮轴承（34）安装于本体

内孔（321）和盖体内孔（331）中。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轧机换辊装置，其特征在于：其还包括移动导轨（41），移

动导轨（41）连接固定在地面上的竖向油缸（5）的活塞杆（51），活塞杆（51）可以使移动导轨

（41）即可以相对导轨（4）齐平，也可以相对导轨（4）上下移动。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轧机换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座本体（32）与下辊

轴承座（22）相连接处装有键（6）。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轧机换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轨（4）为“工”字型

钢轨。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轧机换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导轨（41）为“工”字

型钢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轧机换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导轨（41）的底部通

过“7”字型压板（71）和螺栓（72）固定在活塞杆（51）的端面上。

9.一种轧机换辊方法，其利用上述权利要求中任何一项所述的轧机换辊装置更换轧

辊，其主要步骤包括：

A   升降加压系统8将需更换的轧机换辊装置升至换辊位；

B   将移动导轨41伸至与导轨4齐平；

C  通过动力将轧机换辊装置从机架牌坊9内移出。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轧机换辊方法，其特征在于：其还包括

D   将新的轧机换辊装置通过导轨4，移至机架牌坊9内的移动导轨41上；

E   将移动导轨41向下移动，使新的轧机换辊装置置于机架牌坊9的基座上；

F   升降加压系统8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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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机换辊装置及其换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金属轧制领域，其特别是涉及一种轧机换辊装置及其换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轧机轧辊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之后，轧辊表面磨损丧失精度，必须进行更换。现有的

轧机在换辊时，一般采用将上、下辊分别拆卸，操作人员利用行车和起吊工具将轧辊从轧机

牌坊9中强行挪出，存在费时费力、操作人员劳动强度大的缺点。也有利用换辊小车进行换

辊，如图6所示，换辊时，图示左边主轧机牌坊9内的升降加压系统8将轧辊已升至换辊位，换

辊小车空车导轨4进入机架牌坊9内，到达准确的工位之后，卸下轧辊落入换辊小车上，再将

换辊小车开出机架牌坊9，把装有新轧辊的换辊小车沿导轨4进入机架牌坊9内，将新轧辊装

入轧机牌坊9中，但是专用的换辊小车体积庞大，而且还配套了专门的驱动系统，设备造价

昂贵；同时由于小车高度的原因，相应地增加了轧机牌坊的高度，对轧机牌坊的强度和刚度

产生负面影响。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不足而提供操作简单、换辊快捷，不增加轧

机牌坊高度的轧机换辊装置。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轧机换辊装置，其包括上辊总成和下辊总成，所述上辊

总成包括上辊和两个上辊轴承座，上辊两端通过轴承安装于两个上辊轴承座内；所述下辊

总成包括下辊和两个下辊轴承座，下辊两端通过轴承安装于两个下辊轴承座内；上辊总成

置于下辊总成上，下辊轴承座远离上辊总成一侧连接滚动机构，滚动机构置于导轨上，可沿

导轨长度方向移动。

[0005] 本发明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滚动机构包括车轮总成，车轮总成活动连接在

固定座内，其外周与导轨滚动连接，固定座与下辊轴承座相连接。

[0006] 本发明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固定座包括固定座本体和盖体，所述固定座本

体整体为倒L型，其横边连接下辊轴承座，固定座本体的横边端面连接盖体，固定座本体与

盖体的内侧分别设有安装车轮轴承的本体内孔和盖体内孔，车轮总成通过车轮轴承安装于

本体内孔和盖体内孔中。

[0007] 本发明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其还包括移动导轨，移动导轨连接固定在地面上的

竖向油缸的活塞杆，活塞杆可以使移动导轨即可以相对导轨齐平，也可以相对导轨上下移

动。

[0008] 本发明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固定座本体与下辊轴承座相连接处装有键。

[0009] 本发明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导轨为“工”字型钢轨。

[0010] 本发明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移动导轨为“工”字型钢轨。

[0011] 本发明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移动导轨的底部通过“7”字型压板和螺栓固定

在活塞杆的端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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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发明还公开一种轧机换辊方法，其利用上述技术方案中任何一项所述的轧机换辊

装置更换轧辊，其主要步骤包括：

A   升降加压系统8将需更换的轧机换辊装置升至换辊位；

B   将移动导轨41伸至与导轨4齐平；

C  通过动力将轧机换辊装置从机架牌坊9内移出。

[0013] 本发明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其还包括

D   将新的轧机换辊装置通过导轨4，移至机架牌坊9内的移动导轨41上；

E   将移动导轨41向下移动，使新的轧机换辊装置置于机架牌坊9的基座上；

F   升降加压系统8复位。

[001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1、本发明相对现有的换辊小车，具有造价低，其制造成本为现有的50%，大幅节约生产

成本。

[0015] 2、采用本发明可使更换轧辊非常方便、快捷，同时将机架窗口设计热冷共用，可用

共一台主轧机进行冷轧和热轧。

[0016] 3、本换辊装置既可以采用人工拉出与推入，也可采用液压缸拉出与推入非常的方

便。

[0017]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详细结构作进一步描述。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滚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图2的A-A剖视图；

图4为本发明工作时，滚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图4的A-A剖视图；

图6为现有换辊小车换辊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实施例1

如图1-5所示，一种轧机换辊装置，其包括上辊总成和下辊总成，所述上辊总成包括上

辊11和两个上辊轴承座12，上辊11两端通过轴承安装于两个上辊轴承座12内；所述下辊总

成包括下辊11和两个下辊轴承座22，下辊21两端通过轴承安装于两个下辊轴承座22内；上

述的轴承优选为双列或四列向心圆锥滚子轴承，这样上辊11和下辊21的轴径分别在上辊轴

承座12和下辊轴承座22内支撑宽度很宽，具有很好的刚性和稳定性，通过两端的轴承座与

轧辊装配在一起相当于一个刚性体。

[0020] 上辊总成置于下辊总成上，下辊轴承座22远离上辊总成一侧连接滚动机构，所述

滚动机构包括车轮总成31和固定座，车轮总成31的车轮外圆置于导轨4上，车轮可沿导轨4

长度方向移动，导轨4优选为“工”字型钢轨，其通过螺栓固定在地面上。

[0021] 固定座包括固定座本体32和盖体33，所述固定座本体32整体为倒L型，其横边连接

下辊轴承座22，如图3所示，即固定座本体32上端面通过螺栓紧固在下辊轴承座22的下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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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为了保证位置精度，在固定座本体32与下辊轴承座22相接触的表面开设有键槽，其内装

有键6。

[0022] 固定座本体32的横边端面连接盖体33，即图3所示的有端面通过螺栓连接盖体33，

固定座本体32与盖体33的内侧分别设有安装车轮轴承34的本体内孔321和盖体内孔331，车

轮总成31通过车轮轴承34安装于本体内孔321和盖体内孔331中。盖体33在本实施例中具有

双重功能，一是盖板功能；二是支承功能，相当于车轮总成31右侧的支撑轴承座。这样的好

处是，即起到支撑的作用，又起到便于拆装和维修的作用。

[0023] 为了便于本发明能快捷方便地换辊，在轧机牌坊9内，设有移动导轨41，即导轨4设

在轧机牌坊9外，移动导轨41设在轧机牌坊9内，其安装竖向油缸5的活塞杆51上，竖向油缸5

安装在相对导轨4安装地面较低的位置，其目的是使活塞杆51上的移动导轨41与导轨4齐

平，当然移动导轨41在竖向油缸5的作用下，可相对导轨4上下移动。移动导轨41优选为“工”

字型钢轨，其底部通过“7”字型压板71和螺栓72固定在活塞杆51的端面上，这样便于移动导

轨41与活塞杆51的拆装和维修。

[0024] 本发明还公开一种轧机换辊方法，其利用上述的轧机换辊装置更换轧辊，其主要

步骤包括：

A   升降加压系统8将需更换的轧机换辊装置升至换辊位，控制竖向油缸5的活塞杆51

向上伸出，使移动导轨41的上表面与车轮总成31的车轮外圆接触；

B   将移动导轨41伸至与导轨4齐平，如图2、图3所示；

C   操作人员便可退出要更换的轧机换辊装置，当然也可以采用液压或电机拖动将轧

机换辊装置从机架牌坊9内移出，经导轨4移至更换处。

[0025] D   将新的轧机换辊装置通过导轨4，移至机架牌坊9内的移动导轨41上，到达准确

的工位；

E   控制竖向油缸5的活塞杆51向下移动2-3mm，即将移动导轨41向下移动，使新的轧机

换辊装置置于机架牌坊9的基座上，如图4、图5所示；让车轮总成31的车轮外圆与移动导轨

41的上表面相隔一定的距离，免得在轧机工作时，损伤车轮总成31和移动导轨41；

F   升降加压系统8复位，轧辊更换完成，可以进行轧制工作了。

[0026]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现方案，除此之外，本发明还可以其它方式实现，在

不脱离本技术方案构思的前提下任何显而易见的替换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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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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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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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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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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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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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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