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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设备主要由烧结机、高炉、连铸机和轧制

机等大型设备构成。 冶金设备轴承大多在高温、高

负荷及大量冷却水等非常苛刻的环境下连续工作。
对于这些构成冶金设备的机械要素，要求确保高可

靠性和高耐久性，作为这些机械要素中的润滑脂也

是如此。 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冶金设备轴承需要各

种类型的高性能润滑脂。 近几年，随着钢铁需求量

增大，润滑脂的用量也随之增加。 为防止由润滑故

障造成的停产损失，改变了过去对润滑脂重视价格

忽视性能的观点，逐渐转向高性能润滑脂；从环保

的角度出发，为减少废弃油脂量也要求向长寿命高

性能润滑脂的方向发展。
1 连铸设备轴承润滑脂

连铸设备有支撑辊、导辊、夹送辊和台辊等、各

辊颈部使用自动调心滚珠轴承。 导辊有 1 500 个到

2 000 个轴承，一般使用自动调心滚柱轴承。为延长

轴承寿命，目前已采用带调心轮的滚锥轴承。 在炼

钢工序中使用润滑脂最多的是连铸设备轴承。轴承

表面承受来自钢板的高温辐射热和传导热、大量冷

却水、钢板氧化鳞片和粉尘侵入的影响，润滑条件

非常苛刻。由于连铸设备轴承在高温、低速、高负荷

下工作，所以油膜形成困难，轴承在边界润滑状态

下运转。 因此，轴承损伤形态一般是由滚动疲劳直

至磨损和变形 ［1］。为抑制轴承磨损，大多使用的是

含有极压添加剂的金属皂基润滑脂和脲基润滑脂，
部分厂家使用独自开发的润滑脂。目前日本钢铁厂

主要使用由高粘度基础油制备的脲基润滑脂，部分

使用复合铝基润滑脂。 从亚洲的其它国家来看，大

多使用复合锂基润滑脂，也有部分使用脲基润滑脂。
连铸设备在由锂基润滑脂、复合铝基润滑脂向脲基

润滑脂转变的过程中使轴承寿命大幅度提高。从耐

热性、耐水性等综合性能看，双脲润滑脂是主流。
此外，对于连铸设备轴承，目前许多国家在尝

试使用油润滑取代脂润滑，使用油雾化方式进行润

滑。 引入油雾化装置，选用适当的润滑油可使目前

的轴承更换周期延长 4 倍～6 倍［2］。虽然各国都在进

行油雾化润滑，但是所使用的润滑油与日本的相比

较存在较大差异。 即使是使用矿物油系齿轮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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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脂润滑抗磨损效果好。 存在的问题是喷雾供油

时，由于处于高温环境，润滑油容易形成淤渣，堵塞

供油喷嘴。油雾润滑使用合成油时实机试验效果良

好，自动调心轴承所产生的阶梯式磨损明显降低。
从无维修和延长更换轴承时间两方面考虑，最好是

使用淤渣生成少，能显著降低磨损的合成油。此外，
目前脂润滑和油雾润滑还在竞争过程中，但降低轴

承磨损量是永久的课题。
2 热轧设备轴承润滑脂

轧制工序分 为 热 轨 和 冷 轧，热 轧 设 备 由 加 热

炉、粗轧机、精轧机和卷绕机等构成，各部分由输送

辊连接。热轧机的轨道滚动轴承由于输送炽热的钢

板，所以使这些轴承处于强烈的辐射热环境下，此

外，由于搬运工序需要大量的冷却水，所以轴承内

的润滑脂处于高温和冷却水侵入等苛刻的润滑条

件下。 为了防止冷却水侵入轴承，许多钢铁厂对轴

承箱进行了密封措施。尽管如此，仍难免有水侵入，
所以还是要求润滑脂必须具备耐热性、耐水性及耐

磨损性。许多钢铁厂采用对轴承箱加压作为防止冷

却水侵入的措施，但这样以来，必须增大供脂量，供

脂量过多又 引起排脂 量增大，其结 果不仅成本 增

高，而且由于排脂量多，当钢板上的高温氧化鳞片

飞溅到排出的脂中时会燃火，引起火灾。对此，日本

的钢铁厂为防止由冷却水侵入轴承造成磨损和消

除由高温氧化鳞片引起的火灾隐患而采用被称为

耐水性、非火焰漫延性的脂肪酸双脲润滑脂。 该润

滑脂不仅不易着火燃烧，而且可使混入脂中的水分

细微分散，减轻脂的 软化，使锥入 度稳定，不易 泄

漏，而且润滑脂在轴承滚动面上附着力强，附着量

多，具有良好的耐水性和耐磨损性。
精轧机轴承一般使用复合锂基润滑脂和复合

磺酸钙基润滑脂等。最近使用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

有日益增多的趋势，这是由于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

的稠化剂可吸收水分，且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含水

有使脂硬化的趋势，可有效地阻止脂的软化，具有

良好的耐水性。 此外，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中的磺

酸钙还有极压剂的功能，而且不含重金属，不影响

环境 ［3］。但是，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在直接接触大

量水的场合容易流失，这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

外，超微颗粒的碳酸钙添加到润滑脂中也可有效地

提高耐水性和耐磨损性。 碳酸钙颗粒越小，含水润

滑脂的锥入度变化越小，磨损量也越少。 日本钢铁

厂的轧制工序中较多地使用脲基润滑脂，也部分使

用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而亚洲其它国家一般使用

复合锂基润滑脂和复合磺酸钙基润滑脂，但今后有

可能更多地转向使用脲基润滑脂。
3 其它轴承润滑脂

冷轧机轴承和热轧机轴承同样也要求润滑脂

具有耐水性和耐磨损性。特别是调质轧机轴承所处

的工作环境更容易混入水分，所以需要润滑脂具有

耐水性。调质轧机轴承要求使用和精轧机轴承同样

的润滑脂。 此外，连续退火设备轴承在高温热辐射

下润滑脂容易硬化，所以通常采用高温下有软化倾

向的锂基润滑脂。 但是，锂基润滑脂在 150 ℃以上

的温度环境 下软化速度 加快，使供油 间隔时间 缩

短；另外在热辐射的作用下，泄漏的润滑脂一旦滴

落，附着在钢板上就会影响产品质量。 脲基润滑脂

可以减轻润滑脂的硬化，同时，即使在炉内也可最

大限度降低润滑脂滴落附着在钢板上的风险。由于

锂皂润滑脂所形成的残渣会滞留在炉内，预计今后

会逐渐向脲基润滑脂转换。
在原料工序 中，卸 料 机 所 使 用 的 旋 转 轴 承 处

于高负荷下，经常出现由高负荷引起的磨损故障。
该旋转轴承 用润滑脂 要求必须具 备耐热，耐水 和

耐负荷的性能。 因此，需要在以高粘度油为基础油

的润滑脂中添加无机或有机的固体润滑剂。 在这

种低速，高负荷条件下，以固体润滑剂作为极压添

加剂效果明显，此外，介入性好的润滑脂具有良好

的降低磨损效果。配合有机系固体润滑剂作为极压

添加剂的润滑脂介入性好，可显著提高耐磨损性［4］。
试验结果显 示，软的润 滑脂比硬的 润滑脂磨损 量

少，通过添加有机钼极压添加剂可使轴承磨损量进

一步降低。但是，由于软的润滑脂耐水性较差，所以

需要选择适当的锥入度。像卸料机旋转轴承这样的

大型滚动轴承在冶金设备中被大量使用，若出现故

障对后续生产工序有着严重的影响，所以降低轴承

的磨损显得非常重要。
4 密封轴承润滑脂

冶金设备轴承由于在高温、水和氧化鳞片等恶

劣 环境下工作，一般是由 供脂装置连 续供给润滑

脂。电动机轴承润滑脂油分减少与工作时间的关系

的调查结果显示，随着轴承工作时间的推移，润滑

脂中的油分不断减少，当润滑脂的油分减少到 30%
以上时润滑脂硬化，因此，润滑脂油分减少的速度

越慢越好，这样可以大幅度延长轴承寿命 ［5］。 冶金

设备密封轴承一般使用矿物油锂基润滑脂或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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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抗氧化性能的酚酯型合成基础油

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开发出一种具有抗氧化性能的酚酯型合成基础油的制备方
法。 将 β-3,5-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丙酸与多元醇一步酯化，再将所得羟基化合物与一元有机酸充分酯
化，得到具有抗氧化性能的酚酯型合成基础油。 该方法已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专利号：201010227472.2。

油锂基润滑脂作为初期充填润滑脂。通常选择酯

类油锂基润滑脂作为长寿命润滑脂。 虽然上世纪

90 年代润滑脂厂家和轴承厂家就提出使用合成油

脲基长寿命润滑脂，但由于价格原因，实际情况是

大多还是选用酯类油锂基润滑脂。作为长寿命润滑

脂，电动机密封轴承试验结果证实，虽然酯类油锂

基润滑脂比矿物油锂基润滑脂的轴承磨损量小得

多，但是要求电动机的无维修化还需要比酯类油锂

基润滑脂寿命特性更好的合成油脲基润滑脂。电动

机不仅用于冶金设备，也用于各种产业领域，所以

存在许多相同的问题，因此，进一步提高密封轴承

润滑脂的长寿命化是一项重要课题。
烧结设备为 防 止 粉 尘 侵 入，目 前 已 广 泛 采 用

密封轴承。与以前相比，使用密封轴承，寿命可以

延长2 年~4 年，而且还减少了润滑脂用量，减轻了

润滑脂泄漏造成的污染。烧结设备所使用的轴承有

几百个，如果其中一个轴承出现故障，烧结台车在

就会产生摆动，甚至可能使整台设备停止运转 ［6］。
为了轴承的可靠性和长寿命，需要使用高性能润滑

脂。经筛选，粘度较高的酯类油脲基润滑脂分油少，
耐高温，耐磨损，可在高温下保持良好的润滑状态，
能满足轴承可靠性和长寿命的性能要求。
5 结束语

脲基润滑脂在日本冶金设备上已经使用了 30 多

年，虽然目前日本冶金设备用量最多的仍是锂基润

滑脂，但脲基润滑脂的用量正不断持续增长。 从亚

洲各国冶金设备用润滑脂的情况来看，日本钢铁企

业脲基润滑脂的用量较多，而其它国家锂基润滑润

和复合锂基润滑脂的用量占压倒多数，脲基润滑脂

仅限于在连铸设备轴承中使用。据认为这种情况有

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脲基润滑脂与锂基润滑脂价

差较大；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国家生产的脲基润滑脂

与日本生产的脲基润滑脂相比较，无论是在性能方

面还是在质量方面都是存在较大差距。性能和质量

上的差距是由于脲基润滑脂的结构不同所致，这些

差距大多反映在润滑脂在受到热辐射时是否硬化。
脲基润滑 脂虽然目 前尚未普及，但预计作为 长 寿

命，高性能的润滑脂，随着研发的不断深入，性能会

进一步提高，今后不仅将更多地被冶金设备采用，
而且会被各产业领域广泛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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