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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钢机械设备振动故障的探究
赵 飞

（河钢宣钢技术中心，河北 张家口 075100）

摘 要 随着国内工业进程的不断加快，对于某些相对重要的设备，使用的频率以及有关需求都显得更为频繁。

在现实的轧钢机械设备运行中，核心工作在于运用持续旋转的压力来科学化转变钢坯以及钢锭的形状，这是因为

工业化生产将其作为关键的机械设备。另外，目前国内工业技术进步的速度较快，对于有关设备的基础性能也会

变得越来越高，如果要想使得轧钢机械设备的运行效果得到实现，就需要切实做好有关振动故障的检修工作，

本文将对这些内容展开研究，先探讨轧钢设备振动的危害，再分析其原因，最后提出相关的诊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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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发现，轧钢机械由于运转的时间相对较

长，因此工作开展的强度明显较大，对于机械的损耗

也明显存在，外加设备自身构成相对复杂，较为容易

出现明显的振动故障，该故障是整个机械设备最为常

见的内容之一，它对于设备的长时间运行将会产生直

接影响。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有关运维工作，

提起足够的重视力度。与此同时，还应当根据所形成

的有关标准，来展开诊断工作，确保相关措施的处理，

能够提升设备的运行质量，最终指导实际工作的开展。

1 简要分析轧钢机械设备振动的定义与危害

在进一步展开后续内容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轧

钢机械设备振动的定义以及所产生的危害问题有一个

较为明确的把握，因为只有了解这些方面的内容，才

能使得后续内容的理解具有更为坚实的理解基础，具

体分析从两个方面展开分别描述：

1.1 有关轧钢机械设备振动的基础定义研究

此类振动故障问题指的是，某个物理量乃至物体

在运行过程当中，处于一种重复运动变化的状态，并

且内部的零部件或者是机身等结构也处于一种反复运

行的状态。轧钢工作开展中，设备的长时间运行，如

果不能加以维修与处理，将会从根本上大大加剧零件

的磨损，进而导致有关机械设备不能更好地运行，导

致整体工作开展水平难以得到提升。与此同时，还会

导致机械设备自身出现老化，对该设备造成明显危害，

从而使得设备运行的寿命直接缩短。[1]

1.2 有关轧钢机械设备振动的危害分析

此类故障问题会对机械自身产生明显损害，因为

在实际工作开展中所存在的危害，会使得设备各个环

节运行存在频繁的振动，从而不能维持更为稳定的运

转工作，或者所做出的钢材质量明显不合格。如果是

机械设备中相对精密的仪器环节存在振动，那么原本

的精密性特点也不能彰显出来，更为严重的情况，将

会使得钢材材料的误差以及表面缺陷问题愈发明显，

此类问题所带来的危害不容忽视。另外，振动问题还

会导致每一个环节磨损问题更加严重，损坏整体质量，

缩短轧钢机械的使用基础寿命。需要注意的是，振动

所带来的噪声等污染也较多，工作人员长时间处于这

种工作环境中，身心健康会受到损害。因此不得不对

这些危害问题提起足够的重视。

2 有关轧钢机械设备的振动故障分类标准研究

轧钢机械振动故障的种类相对较多，每一种故障

都具有显著的特点。依据这些故障的状态，以及振动

的模式不同，需要将其诊断故障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2.1 转子振动异常的故障

在具体工作开展运行环节当中，转子的安装，同

设备环境温度以及负荷的情况都有直接的影响。假如

工作人员在安装的时候，存在较为明显的失误问题，

那么必定会导致设备环境问题产生明显的变动，进而

转子异常情况就会凸显出来，严重情况下必定会导致

转子松动，无论何种情况，都会导致转子出现损坏，

并且破坏轴承。由此可知，当转子损坏的次数增多之后，

相关设备的振动故障问题也会明显地彰显出来。[2]

2.2 电机振动故障等问题

该类故障问题同样有转子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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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工作人员处理这一环节内容的时候，没有注

重转子的对称性，所以电子以及转子之间原本存在的

电压，也就表现得不够稳定，设备如果想要获得稳定

运行，所具有的难度较大。另外，有关机械设备还会

出现持续摩擦的问题，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

决，就会使得异常问题愈发突出，设备振动的问题频

率也就大大增加。

2.3 齿轮机械振动的故障问题

轧钢所运用的设备一直都是重要的工业设备，工

作时间较长，所形成的压力问题也会较为显著。在有

关设备运行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定时定期地展开维护

保养工作，在较长时间的运行过程中，设备的压力将

会越来越大。其中波动幅度以及齿轮表面的磨损是最

为明显的标志，从而使得设备使用寿命降低，导致设

备零件出现断裂，更为严重的还会使得诊断故障的处

理难度变得更大，导致整体运行的水平不高，运行状

态也不够稳定。因为这些方面存在的故障问题，最终也

就直接导致了轧钢机械设备振动故障问题非常严峻。

3 导致轧钢机械设备振动故障的原因研究

根据有关人士的研究发现，轧钢机械设备振动故

障的出现，会直接导致轧钢机械设备运行的质量水平

大幅度下降，影响生产工作开展的质量水平。在了解

相应故障问题之后，就需要对导致轧钢机械设备振动

故障的有关原因展开分析，具体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

下方面，希望为有关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

3.1 轧钢机械设备振动常见的故障分析

该类型的问题是实际工作开展中最为频繁出现的

问题，导致问题发生的原因相对较多，安装工作不够

良好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安装工作开展水平不高，使

得后续各个环节的运行存在明显缺陷。转子的不平衡，

会使得基础或者装配工作出现明显的松动，同时还会

在工作开展中呈现出非线性振动特点，在各个方位上

都会直接表现出来，影响工作开展的稳定性，如果不

能对该类问题加以重视，即便后续采取措施加以处理，

最终想要获得更为理想的处理效果难度也会很大。因

此，专业人员需要明确轧钢机械设备所表现出来的故

障问题，内部所含有的内容较多，需要从各个环节对

此加以重视。[3]

3.2 设备精度保持性还需要提升

设备的精度常常会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出现改变，

轧钢设备在最初运行的时候，是最为安全稳定的，但

是慢慢地会伴随振动频率变化，轧钢设备的精度也会

发生明显变化，这样会出现零部件的磨损，轴承的磨

损部位不容易被注意到，应当及时地加以监测。另外，

该类型设备对于外界环境的要求较高，如果外界环境

存在高温或者是高压，都会影响到机械的运转，从而

降低工作开展所能够获得的效果，过高的负载能力还

会影响轧钢机械的运转，工作人员在展开检测过程中，

如果不加以小心就会忽略细小的问题，还会出现零件

磨损的问题，从而导致轧钢机械设备的使用、设备的

转动以及定位精度也会明显变化，轧钢机械设备的振

动力发生较大的变化，最终导致钢材难以符合相应的

要求。

3.3 有关零件磨损的问题

设备磨损情况不一的问题也较为常见，所带来的

问题存在程度不一的特点，假如不能根据具体问题，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处理，将会对最终质量产生

较大影响。这是因为内部零件的损耗会使得轧钢机械

设备运用的水平降低。

另外，设备机械的核心零件是轴承，如果存在不

相适应的问题，将会导致运行的效果较低，当轴承存

在偏移的时候，也会导致实际数值精度不准，从而不

能符合原本设定的数值。

此外，如果设备磨损的问题相对严重，那么内部

零部件在运行的时候，所能够发挥的精度效果也会受

到影响，如此会导致精度大幅度下降，使得整个轧钢

设备与设定值出现偏移，造成稳定性的有关问题出现，

严重情况下还会直接影响钢材的质量，造成资源投入

浪费的现象，同时导致钢材出现较大的偏差或者返工。[4]

4 有关轧钢机械设备振动故障的诊断技术要

点研究

根据前三个部分的内容分析，能够从中清楚地了

解到，轧钢机械设备振动故障的定义、危害、故障的

类型以及出现故障的原因等内容。在了解这些内容之

后，接下来也就需要对科学的诊断技术要点有一个清

楚的把握。具体的要点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4.1 把握好诊断流程要点

根据长时间工作开展的经验得知，轧钢机械设备

的振动模式较多，某些内部齿轮难以正常的运转，并

且内部电机或者转子的振动都不够正常，因为这些不

正常的问题存在，也就导致了机械设备的磨损问题极

为明显，难以在实际工作开展中发挥正常的作用，同

时也破坏了机械的稳定性能以及安全效应。因此，有

关人员需要对内部各个零件，依照科学的规则以及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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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时间来展开检测工作，科学地确定故障产生的位

置，及时地处理问题，确保问题不会对设备运行产生

直接影响。[5]有关人员在故障诊断的时候，还需要构建

更为健全的流程，做出明确清楚的诊断报告，依照科

学的方案做好记录工作，持续优化故障诊断的效果。

维护工作人员在制作有关报告书的时候，还需要记录

设备的型号，确保这些内容能够得到根本检测。

除此之外，专业人员还需要熟悉设备的故障诊断

研究标准，使得有关诊断数据的制定与研究能够基于

科学的理念展开，在此之后，应当确定诊断工作开展

的目标，并予以更为严谨的分析与诊断。

另外，有关人员应当借助物联网等先进信息技术，

来展开数据的研究与分析，记录好诊断中存在的数据

信息，确定故障发生的原因，运用针对性措施予以处理，

在工作处理完成之后，所形成的数据报告，势必能够

为轧钢机械管理提供依据。

4.2 注重数据采集和分析要点

处理整项工作最为有效的措施之一，始终都是数

据的收集与研究措施。因为在具体工作开展环节中，

数据对于各个环节工作开展都发挥着极为显著的作用，

它也是故障确认的关键性依据。在当前快速发展的背

景下，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有关

信息数据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因为此类技术的应用，

使得各个环节工作开展的精确性得到实现。并且，诊

断工作也需要构建科学的平台，依据物联网等技术平

台展开数据的分析与研究，能够增强工作开展的效率，

还应当注重日常维护工作的开展，使得维护工作的各

个环节都更为细致，采用科学技术在设备上安装感应

器装置，实现全阶段监控的目的，将监控数据予以及

时的反馈，这样工作人员就能够随时了解设备的运行

状况。

另外，数据采集以及分析的处理工作，始终都基

于物联网技术，所以工作人员在利用高新技术展开检

测数据工作时，应当在平台上进行分析处理工作，全

面地找出问题所在，标明问题解决的办法，这样维修

技术人员才能通过数据了解到轧钢机械设备问题的情

况，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确保轧钢机

械设备的运行更加具有安全稳定的特点。[6]

4.3 注重故障结果导出

要想使得相关工业的质量以及精确性得到提升，

就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确保工作开展的各个环

节水平得到提升，更加注重设备的正常化运转，依照

故障的类型采取措施予以处理，同时运用高新技术展

开分析研究，避免相类似的问题出现。

另外，有关工作人员还需要在检测设备故障的工

作中，以更为严谨认真的态度展开工作，确保使得振

动故障的有关原因能够得到明确彰显，及时地排除潜

藏的故障问题，确保振动故障的源头能够被发现，分

析故障的原因，展开多次的检测工作，形成书面上的

报告，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确保在今后工作开展过程

中避免同类型问题的发生，保证日常工作开展的精度

得到提升，也能够最大程度地提升工业生产的工作效

率，节约生产中成本的投入量。

由此可见，切实注重故障结果导出的要点，需要得

到有关人员的全面重视，只有确保这一要点得到实现，

最终故障结果的有关问题才能得到全面的解决。[7]

5 结语

上文主要从四个角度展开分析，根据具体内容的

分析描述，能够从中清楚地认识到，轧钢机械设备振

动故障的探究，是当前该行业工作开展需要从始至终

注重的重要内容，应当引起有关人员的高度重视。相

信随着有关人员的不断研究，最终轧钢机械设备振动

故障必定能够得到科学化的预防处理，从而最大程度

地提升轧钢工作开展的质量水平，促进有关经济效益

以及社会效益的全面化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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