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Power of Knowledge Engineering

SKF ConRo
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以减少停机、降低成本并改善运行板柸连铸机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板坯铸造的工作条件非常恶劣  

高温和高磨蚀。漏油、洒水和蒸气。板坯铸造的工作

条件使辊系单元长期处于故障风险下，从而导致昂贵

的辊系运行成本。 

集中润滑系统通过不断给轴承位置供油，来对抗严重

污染的侵入。这种方法需要大量的润滑脂和不断的维

护。低转速和辊系单元所承受的巨大载荷给轴承带来

极具挑战的工作条件。 

此外，润滑脂、结晶器保护渣和污染物的混合物堆积

在轴承座表面烘烤结块后可能导致板坯表面缺陷和辊

系卡阻，从而造成质量问题。 

更换轴承、意外停机、润滑脂处理、脂润滑和水清洁

系统的巨大成本都会减少盈利。SKF ConRo 是一种整

合了SKF服务与支持的定制型免再润滑辊系单元，可

帮助您最大程度提高轧钢机的产量，并为您提高盈利

能力。

结合 SKF 知识、技术和服务来优化辊系单元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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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KF ConRo，增加板柸连铸

机运行时间并节约资源   

专为提高辊系单元可靠性而研发，SKF ConRo 可不断提高

板柸连铸机的性能。SKF ConRo 解决方案具有三大关键特

征： 

高性能的免再润滑辊系单元 - 这一坚固的模块化辊系单元

无需再润滑，同时又可以提高可靠性并减少对环境的影

响。 

持续的工程优化 - SKF ConRo 包括一个初始的工程优化过

程，随后会根据设备的使用周期进一步优化其性能。  

再制造服务 - 再坚固的辊系单元最终也会需要整修，因此 

SKF ConRo 包含了一项翻修服务，翻修后辊系单元的性能

将与新的一样。

在全世界的板坯铸造行业中，SKF ConRo 帮助轧钢机减少

公吨成本并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运营成本的节省（基于现场经验）

•	  辊系单元运行成本减少高达 50% 

•	  每年能减少两次以上的非计划停机

•	  显著延长辊系单元的使用寿命 

•	  在维护停机期间，辊系单元的更换速度能提高 30%

•	  减少计划停机和非计划停机

润滑成本的节省 

•	  减少 99% 辊系单元润滑脂的使用

•	  无需使用润滑系统，消除了相关的成本 

•	  减少润滑脂处理成本

减少环境影响 

•	  减少二氧化碳排量 – 根据SKF 的计算结果，每年每台连

铸机可减少 600 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	  减少有害垃圾 

•	  辊系单元中几乎不使用润滑脂 

•	  使冷却水中的污染物更少

结合 知识、技术和服务来优化辊系单元的性能

高性能的免再润滑辊系单元

再制造服务

持续的工程优化

SKF Con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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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的免再润滑辊系单元

结合 SKF 在轴承、密封件、润滑、流程控制和应用工程方

面的实力，SKF ConRo 解决方案为板柸连铸机提供独特的

模块化辊系单元。 

为了承受不对中，SKF ConRo 辊系单元配备有密封的 SKF 

自调心轴承系统。这些轴承在出厂时已填充高品质的高温

润滑脂。一旦投入使用，它们无需额外的润滑。

由于不需要对轴承进行再润滑，SKF ConRo 节省了集中再

润滑系统安装、运营和维护的全部成本以及润滑脂更换的

成本。减少了轴承座外侧污垢的堆积，这意味着减少了废

弃油脂进入冷却水系统而造成的影响

为您的连铸机度身定制

SKF ConRo 辊系单元是模块化嵌入式单元，可用于替换大多数制

造商所生产的辊段（尺寸通用）。与传统辊子相比，模块化的设

计最高可使替换速度加快 30%，从而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让维

护团队去完成其他工作。 

顶段 140-160 mm 设计 

（弯曲段，零段）

低段 用于下部位置的 

200-300 mm 设计

SKF ConRo， 

传统分节设计

SKF ConRo：适用于板柸连铸机的综 合解决方案

SKF ConRo， 

通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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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工程优化  
SKF ConRo 解决方案始于一项对客户需求的综合分析，而

该分析着重于您轧钢机特定应用的需求。 

基于该项分析，SKF 就可以为您特定型号的连铸机定制辊

系单元，并预估使用寿命。同时也为不断的工程改进奠定

了基础，即延长辊系单元使用寿命和提高产品质量。 

一旦投入使用，将在翻修服务有效期内对辊系单元进行重

新评估，以评定其性能并为不断的工程优化探索更多机

会。

再制造服务

根据您生产线适当的保养间隔，将 SKF 

ConRo 辊系单元拆下进行翻修，此操作

可在现场或最近的 SKF 再制造工厂进

行。 

投入使用后，将由 SKF 工程师评估每根

辊系单元的状态，目的是为了让修复后的单元至少可以拥

有与全新的辊系单元一样的使用寿命。对所有的辊系单元

进行评估可实现持续的流程优化和改进。通过 SKF 全球工

程的专业知识，再制造流程本身也在不断地改进。

：适用于板柸连铸机的综 合解决方案

安装简单（无润滑脂管）

坚固的 SKF 轴承座带有内部水冷却

无需再润滑

内置式冷却水旋转接头

独特的密封解决方案

SKF 自调心密封轴承系统

由 SKF 设计的机辊套

专为配合所有大型制

造商的连铸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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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节省成本并改善对环境的影响

降低每吨的运行成本

作为一种坚固的免再润滑解决方

案，SKF ConRo 在延长轴承使用寿命的

同时，大大减少了润滑脂的购买和处

理成本。减少维护需求同时也意味着

减少运行成本和提升产量。结果：与

传统辊系单元相比，使用 SKF ConRo 

可减少高达 50% 的运行成本（† 图 1

）。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由于无需再润滑并且延长了轴承和辊

系单元的使用寿命，预计 SKF ConRo 

平均每年每根辊系单元可减少 1.5 吨

二氧化碳排放量。以一台有 400 根辊

系单元的中等尺寸连铸机为例，这一

数据就意味着每年减少约 600 吨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 图 2）。   

减少润滑脂的用量 
在工作中，SKF ConRo 无需再润滑 

- 仅在初始安装中需要使用润滑脂。与

典型的使用传统连铸辊并用润滑脂持

续冲刷轴承的双流板柸连铸机相比，

这意味着减少 99% 的润滑脂用量（† 

图 3），即年用量从约 40 吨减至 400 

公斤！

图表基于以下典型工况：使用尺寸为 1 900 x 220 mm 并且年产量为 280 万吨

的双流连铸机的钢制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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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 1

 Fig. 2

 Fig. 3

Roll-line operating costs in %, per 
tonne of steel

Equivalent carbon dioxide (CO2e)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is a measure used 
to compare the emissions from various 
greenhouse gases based upon their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using CO2 as a reference 
value.

Annual lubricant use

CO2e per roll line, tonnes

Standard  
roll line

SKF ConRo SKF ConRoStandard  
roll line

SKF ConRoStandard  
roll line



实际结果 

德国钢厂产量的提升以及停机的

减少

一家德国钢厂希望提高板柸连铸的可靠性，因此选择了 

SKF ConRo 解决方案。除了完成可靠性目标以外，轧制线

运行成本也减少了 50%。

安装 SKF ConRo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计划维护间隔从 6 周

增加至 10 周，从而提高产量并降低维护成本。

计划外停机次数也减少了。

一家德国钢厂在安装了 SKF ConRo 后，运行成本减少了 50%，维

修间隔几乎也比计划提高了一倍。

宝钢的辊系单元使用寿命提高一

倍多  
中国宝钢在安装了使用 SKF ConRo 的板柸连铸机后，辊系

单元的使用寿命提高了 250%。因此，他们提高了品质又节

省了成本。

请登录 skf.com/ConRo，阅读完整案例

“ 我相信 SKF ConRo 解决方案

可以帮助宝钢在保证产量的

同时提高成本效率和可再生

性” 

劳兆利，

时任宝钢设备管理部门副部长

请扫描此二维码，在 

Youtube 上观看 SKF 

ConRo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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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件

轴承及 

轴承单元

润滑系统

机电一体化 服务

知识工程的力量

凭借其产品、人员和特定应用知识，SKF为全

球各大行业的设备生产商和生产设备提供创新

性解决方案。以各个技术领域的专业知识为支

持，SKF生命周期管理已成为改善设备可靠

性、优化运行和能效、并减少总体拥有成本的

行之有效的方法。

这些专业技术领域包括轴承和轴承单元、密

封件、润滑系统、机电一体化和各种服务，包

括从3D计算机建模到基于云计算的状态监测和

资产管理服务。

SKF通过全球运营为客户提供统一质量标准

的产品，并在全球范围内供货。SKF在各地的

分支机构使得客户能够直接受益于SKF员工的

丰富经验、知识以及创新能力。

比起我们的气候战略，SKF 超越零 (BeyondZero) 
产品更能维护可持续环境：它是我们的愿望；

一种思考、创新和行动的方法。

于我们而言，SKF 超越零意味着我们从自身

出发，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并通过为客户

提供SKF 超越零产品和服务，增加对环境的正

面影响。

SKF 超越零产品系列中，某种产品、服务或

解决方案必须具备显著的环境优势，而不对环

境产生严重的破坏。

由于几乎无需润滑脂用量并大大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SKF ConRo 被包含在 SKF BeyondZero 超
越零产品组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