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ERdrive®
线材轧机的革命性传动技术

MEERdrive® 梅尔传动是现代化线材生产的一项革命性传动理念。它具有广泛的经济及操作运行方面的突出优
势，并且将所需的轧辊库 存减少到最低限度。
优点一览：
MEERdrive® 梅尔传动采用低压小功率电机对每架轧机单独传动。这样确保了：
n 最高的轧机灵活性。
n 更好的轧制精度。
n 更好的冶金性能。

n 降低运行成本。
n 减少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独立传动技术
突出的经济及操作运行优势
生产工艺具有最高的效率和最大的灵活性 – 这些都是
在线材市场上成功的关键因素。传统的精轧机组具有
局限性。那些机组只能以固定的减面率进行轧制，这
要求机组内各机架的辊环直径间有固定的对应关系。
需要复杂、易磨损以及维护量大的齿轮箱。并且，传统
的机组需要庞大的电机，容量高达 7000 kW 并采用中
压供电。

MEERdrive® 梅尔传动的优点
传统成组传动方案与 MEERdrive® 梅尔传动方案的比较
MEERdrive®
梅尔传动技术

传统方案

SMS group 公司引入的 MEERdrive® 梅尔传动理念，
克服了传统方 案的局限性。 提示：此理念是基于每一
架轧机都单独传动。
维护量最小化
精轧机组庞大的中压电机为多个低压小功率电机取
代。从备件的角度讲也具有优点，因为不需要备用类似
的大功率长供货周期的电机。另外，单独传动理念取代
了大量的易磨损和维护量大的齿轮机构。因此，与任何
传统方案相比，设备磨损大大降低 。
MEERdrive® 梅尔传动没有笨重的分配齿轮箱，并且省
去了两根长轴以及连接每个辊箱的数量庞大的轴承和
联轴器。采用伞齿轮替代正齿轮。其结果是，精轧机组
的磨损和维护量都得以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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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重的分配齿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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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分配齿轮箱
独立的短传动轴
轴承和联轴器更少
只有正齿轮
单独的小功率电机，功
率 290 – 1450 kW
n 低压供电

轧机操作运行方面
n 固定的孔型设计
n 精轧机组机架间减面
率固定
n 为补偿磨损和速度变
化而
n 进行的轧辊调整 范围
非常窄

n 孔型设计策略完全灵
活
n 由于采用电气轴，减面
率可灵活调整
n 维护量更少
n 调整范围自由

减少轧辊库存以及简化物流组织

辊环更换程序

传统的精轧机组因其各道次间减面率是固定的，因此
轧辊直径也是固定的（辊环族的概念）。如果一个辊环
磨损了，则需要第二个或第三个具有相同辊环直径的轧
辊进行替换，甚至不得不更换整个辊环族，这就大大
的增加了辊环库存。如采用 MEERdrive® 梅尔传动情
况则不同。由于每对轧辊由一台电机单独传动，所以可
将其单独进行更换。在每一架轧机的位置可采用不同
的辊环直径。所需的轧制速度可很容易地进行调整。
因此，轧辊的库存大大降低，最多可减少 60% 。

传统机组

MEERdrive®

轧辊族概念
总的轧辊库存大约：
800 – 1000 对辊环

轧辊对概念
总的轧辊库存
大约 300 对辊环

节约资源
不同机组能源损耗对比
传统型

分配齿轮

68%

电力损失

32%

MEERdrive®

20%

提高灵活性
MEERdrive® 梅尔传动理念的另一个优点是，在孔型设
计方面具有完全的灵活性：客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各
道次减面率。即使经过多年的成功运行之后，都可以针
对成品尺寸和钢种，考虑其不同的宽展特性，将孔型设
计进行优化及量身定制。因此，不再需要有标准尺寸。
采用不同减面率轧制可以允许轧制出准确满足客户要
求的中间尺寸。

降低运行成本
不同机组的运行成本对比

MEERdrive®

传统型

-31%
Δ 辊环管理
Δ 电能
维护
辊环修磨
运行中的辊环

降低成本和能源消耗
采用 MEERdrive® 梅尔传动，线材生产者可从最高的
轧机灵活性中获得益处。他们可以控制各道次的速度
和张力从而获得更精密的产品轧制精度以及优越的冶
金性能。单独传动理念可以降低能源消耗，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并且，可以大大地降低成本。通过节约能耗大
约 30% 而使运行成本降低。MEERdrive® 梅尔传动 一个物有所值的理念。

采用 MEERdrive®PLUS 实现 120m/s 的轧制速度
MEERdrive® 梅尔传动技术也可应用在现代化的4机
架机组 (MEERdrive®PLUS) 进行终轧。MEERdrive®PLUS
机组能够以出色的公差轧制 ø 5.5 mm 到 ø 25 mm
这一典型尺寸范围的线材，速度最高可达 120 m/s。
由于该机组需适应的速度范围很宽，SMS group 为
各个机架的电机均配备了独立的紧凑型变速齿轮
箱。

先进的电气自动化理念
可靠稳定的同步
MEERdrive® 梅尔传动技术设计用于达到最高的性能和
最大的灵活性。先进的电气自动化控制理念确保了在
高于 120m/s 的速度时，各个传动装置和电机也能够可
靠稳定地实现同步。
该独特系统的核心是其控制逻辑，它集成在一个高动
态性能的标准模块化处理单元中。MEERdrive® 梅尔传
动的同步器已经在其它各种工业领域得到应用，它是电
机和变频器之间的逻辑控制接口。MEERdrive® 梅尔传

动同步器的设定值或其它重要参数可以通过任何常规
的标准化可视系统进行调节和监控。
高度灵活的 MEERdrive® 梅尔传动电气自动化控制理
念适用于交流和直流传动，可以集成到任何现代化轧
机自动化系统中。MEERdrive® 梅尔传动系统是模块化
的，可以应用于任何机组或机组的组合，不管机架道
次是多少。因此，现代化的 MEERdrive® 梅尔传动机组
可以完美无缺地集成到现有的轧线中，以将其改造成
具有最大灵活性的高性能轧线。

MEERdrive® 模块和机组的同步 / 6+4 示例
轧线总体自动化

MEERdrive®
梅尔传动自动化

同步装置
1# MEERdrive®
机组

远程 I/O

2# MEERdrive®
机组

传动

传动

6台电机

4台电机

1# 就地操作台

远程 I/O

2# 就地操作台

世界范围内业已尝试、测试和订货
MEERdrive® 梅尔传动产品一经推出即成为线材市场上广为接受的方案。业绩包括 Siderurgica Norte Brasil 公司（巴
西，2009 年）、ArcelorMittal 公司（德国，2010 年）、SDCO 公司（美国，2011 年）、福建吴航公司（中国，2011年）、South
Steel 公司（沙特阿拉伯王国，2012 年）、Kardemir 公司（土耳其，2013 年）、Tulachermet 公司（俄国，2014 年）、Saarstahl
公司（德国，2015 年）。
SMS group GmbH
Business Unit Long Products
Section and Billet Mills
Ohlerkirchweg 66
41069 Mönchengladbach
德国
电话: +49 2161 350-1724
传真: +49 2161 350-1753
wirerodandbarmills@sms-group.com
www.sms-group.com

本手册中的信息为产品性能特征的一般性说明。 产品本身并不总是具备所描述的特征，特别是由于继续开发，它们可能有所变动。 所提到的性能不具法律效力。 只有在合同中进
行了明确的约定，才有提供具有某一特征的产品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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