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 2022 年    第 16 期

88

中国机械

1    用途

TD75-650 型胶带输送机为一般用途的胶带输送机，

用于冶金、煤炭和矿山等部门，输送堆积比重为 0.5 ～

2.5t/m³ 的各种块状、粒状物料，可用来输送成品物品，

适用工作环境 -15 ～ 40℃之间，也可用于水平式化学物

料输送，当倾斜向上输送时，根据物料性质确定其倾角。

2    型号表示法

型号表示法如图所示。

3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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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胶带输送机用于冶金、煤炭等多个行业的材料推送，而在各个行业中的应用原理基本相同，但是技
术难度却不尽相同。为了达到节省施工与运营成本的目的，本文针对胶带输送机的安装及使用方法进行了
总结，通过总结对 TD75-650 型胶带输送机的用途、技术参数都有了明确的认识。同时，在了解其结构及工
作原理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安装与调试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可以达到节省施工与运营成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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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及工作原理

4.1    带式输送机的工作原理
通用带式输送机主要由机架、胶带、电动滚筒、托辊、

拉紧装置和支撑架等几部分组成。胶带经绕两端滚筒后，

用胶带卡子或磁化方法将两头接在一起，使之成为闭环

结构。胶带由上、下托辊支撑，由拉紧装置将胶带拉紧，

具有一定的张力。当电动滚筒旋转时，借助电动滚筒与

胶带之间的摩擦力带着胶带连续旋转，从而将胶带上的

货物从卸载滚筒处卸载。

4.2    带式输送机的结构
带式输送机的主要部件包括机架、电机滚筒、张紧

装置、输送胶带、支承架、托辊和清扫器等。

4.2.1    机架

机架是分段的型钢焊接件，所有托辊、振动辊换向

辊、驱动装置和支架固定在上面，可以拆卸，方便运输。

4.2.2    电机滚筒

电机滚筒是皮带输送机的动力，它与一般减速机构

相比，具有结构紧凑、重量轻、体积小、密封性好、安

装方便及维修简单等优点。

4.2.3    张紧装置

张紧装置由张紧丝杆、张紧滑块组成，最大拉伸行

程 S=500mm，丝杆的行程应根据输送胶带的张紧程度

进行适度调整。

4.2.4    输送胶带

胶带包在主动滚筒、改向滚筒、上下平托辊上形成

环形，当主动滚筒转动时，带动胶带往返运动得以输送

物料。

4.2.5    支承架

支承架用以固定机身，防止机身松动和变形。

4.2.6    托辊

托辊用于胶带的支撑。

4.2.7    清扫器

图    型号表示法

表 1    技术参数

型号 TD75-1000

物料粒度 /mm ≤ 250

物料容重 /（t/m³） 0.8 ～ 1.6

运输胶

带

宽度 /mm 1000

速度 /（m/s） 1.25

倾角 ≤ 20°（根据物料性质定）

生产能力 /（t/h） 20 ～ 200

输送长度 /m 5 ～ 150

电机功率 /kW 根据有效长度及胶带速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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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扫器用于清除没有卸干净的物料，防止物料损坏

胶带，延长胶带的使用寿命。

5    安装与调试

5.1    胶带输送机的安装
胶带输送机一般按以下几个阶段进行安装。

（1）安装胶带输送机机架：机架的安装是从头架开

始的，然后依次安装各节中间架，最后装设尾架，在安

装机架以前，首先要在胶带输送机的全长上引拉中心线，

因为保持输送机中心线在一直线上是胶带正常运行的重

要条件。

（2）安装电动滚筒：安装电动滚筒时，其与胶带输

送机的中心线必须垂直，另外电动滚筒宽度的中央与输

送机的中心线要重合。

（3）安装托辊：在机架、电动滚筒和拉紧装置安装

以后， 可以安装上、下托辊的托辊架，托辊架的轴线应

与输送机中心线垂直。

（4）胶带输送机的最后找准：在传动滚筒及托辊架

安装以后，应对输送机的中心线和水平最后找准。

5.2    试车前的准备
（1）检查安装是否正确，所有紧固件是否有松动现

象；

（2）检查转动摩擦部件的润滑情况是否良好，严禁

无润滑时运转。

5.3    空负荷试验
新机或大修后的胶带机，在投入生产使用前应进行

空负荷试车运转试验，运转时间不得少于 1h。在试验中

不得出现胶带打滑、两端跑偏、中间跑偏或开始正常运

转之后向一侧跑偏等故障。

5.4    满负荷试验
新机或大修后的胶带机，在空负荷试验运行符合技

术要求时，应进行 4h 的满负荷运转试验。在运转中不

得出现任何故障，此时方可交付验收。

5.5    转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1）运转是否平稳，有无振动现象存在；

（2）全部托辊及滚筒运转是否灵活；

（3）机架有无明显变化；

（4）性能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5）将所有试验过程作好原始记录，并存档备查；

（6）满负荷试验合格后，交付生产使用。

5.6    调试
胶带输送机在工作中出现的故障及调试方法主要包

括几下几种。 
5.6.1    胶带跑偏

（1）胶带跑偏的原因：滚筒和托辊安装不正，水平

误差大，胶带接头接口与中心线不垂直，下带下积煤过

多，将胶带挤向一侧，给料（煤）偏于一侧，拉紧装置

调整不当；

（2）胶带跑偏的预防及处理方法：调整滚筒和托辊，

重新接头，要求达到平直，清理带下的积煤，调整溜煤

嘴的中心线与胶带中心线重合，调整拉紧装置。

5.6.2    胶带打滑

（1）胶带打滑的原因：电动滚筒和胶带间的摩擦系

数设计与实际值不符合，满载停车后再开车时，胶带被

煤压住，胶带张力不足，超载运行，水煤严重。

（2）胶带打滑的预防积处理方法：增大备用摩擦系

数或减小胶带与滚筒相遇点的张力，停车前关闭给煤机

闸门，拉空胶带，胶带被煤压住时，应先清除一部分胶

带上的货载再开车，控制给煤量，禁止超载运行。

5.6.3    胶带纵向撕裂

（1）胶带纵向撕裂的原因：胶带接头有严重的变形

及损坏，大块物料或铁器卡住胶带，胶带跑偏，有杂物、

煤或矸石块卷入滚筒与胶带间；

（2）胶带纵向撕裂的预防及处理方法：及时更换胶

带接头金属卡子及维修严重变形或破损的胶带接头或重

新连接胶带，控制大块物料及铁器输送到带式输送机上，

发现带式输送机有卡阻物时，应及时清理，增加调心托

辊和防跑偏保护装置，及时清理胶带与滚筒间的夹杂物。

6    操作与维护

6.1    开机前检查
（1）机头、机尾及整台带式输送机范围内的支护必

须完好、牢固、无杂物；

（2）机身托辊齐全，转动灵活，机架平稳，无歪斜

现象，输送带中心与前后各机架中心保持一致；

（3）各滚筒转动灵活，紧固件牢固，轴承润滑良好；

（4）各清带器齐全、完好，清带装置工作状况良好；

（5）胶带接头完整，无损坏，胶带无跑偏；

（6）胶带张紧装置齐全，张紧合适，胶带不打滑；

（7）所有电气设备完好、灵活、信号畅通且电缆悬

挂整齐；

（8）每次开机前，要检查胶带附近有无作业人员，

相互联系后方可发信号，准备开机。

6.2    运行中注意事项
（1）运行时必须听从信号指挥，严禁随意开机，要

按规定信号开机、停机，每次接到开机信号，应先点动

两次，确认无误时，方可正式开机；

（2）运行时，司机应注意输送机的负载情况及胶带松

紧程度，随时注意胶带跑偏，发现问题要及时停机处理；

（3）司机应经常聆听各部件的运转声音，检查温升

情况，如运行中出现声音不正常、超温等，应及时停机

并查明原因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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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输送机运行中，司机和维护工要常联系，了解

中部及机尾胶带的跑偏及运行情况；

（5）要经常检查各清扫装置的工作情况，特别是卸

载滚筒与机尾滚筒处安设的清扫装置，要使清扫后的胶

带表面无浮煤杂物；

（6）运行中要勤检查胶带夹头情况，发现破裂和折

断现象要及时停机处理；

（7）各台输送机接力运输时，必须由前向后（逆煤流）

依次逐台启动，停时相反；

（8）停机时，无特殊情况应将胶带上的煤拉空，避

免重载起动，严禁频繁起动；

（9）输送机停机后，应将胶带输送机机头、机尾的

浮煤和杂物处理干净，整理好责任范围内的工作；

（10）胶带输送机司机必须严格

坚守岗位，执行交接班制度，不得

随意离岗，严禁他人替岗。

6.3    有关防止火灾事故发生的规定
（1）胶带输送机必须使用阻燃

带；

（2）胶带输送机巷道必须设置消防管路，消防管路

每 50m 设置消防支管并安装快速接头，并备有不小于

25m 的软管；

（3）胶带输送机巷道内严禁存放汽油、煤油，用过

的棉纱、布头必须放在盖严的铁桶内，并定专人、定期

送地面处理，不准乱放乱扔，严禁将剩油和废油洒在输

送机巷道及机电硐室内；

（4）需要在胶带输送机准道进行电焊作业时，必须

按《煤矿安全规程》中有关规定执行；

（5）胶带输送机司机、维护工严禁使用灯泡取暖；

（6）所有配套电气设备必须完好，严禁失爆。

6.4    胶带输送机日常维护工作
（1）经常检查胶带输送机机架是否正直，H 架有无

倾倒和不稳现象，发现上述问题应及时处理；

（2）检查胶带接头卡子是否齐全，连接是否牢固，

如有缺卡、开口现象应及时更换，定期更换胶带接头及

按头和电丝；

（3）检查机尾架是否平、直、稳，缓冲托辊是否齐

全，机尾滚筒是否牢固，消煤装置是否合适，有无塞煤、

卡矸现象，如有应立即处理，处理时必须与司机取得可

靠联系，在未取得联系前禁止处理；

（4）检查胶带张紧情况，胶带张紧程度是否合适，

张紧装置是否完好，张紧绞车是否灵敏，发现有问题时

应及时调整和处理，特别要注意检查拉紧小车是否正常

运行，是否与胶带输送机的中心线一致；

（5）随时检查调整胶带的跑偏问题，对于可伸缩胶

带输送机要特别注意储带，拉紧装置中胶带的跑偏问题，

因在这部分装置中，滚筒多，胶带往返回绕，易发生跑偏；

（6）经常检查胶带上下托辊是否齐全，转动是否灵

活，发现转动不灵活或不转，托辊应及时更换，胶带运

转时严禁用手直接拨动运转的托辊；

（7）经常检查胶带输送机装载点的装载情况，装载

时一定要在胶带正中心，严禁从很大高度直接往胶带上

装载预防大炭块、矸石砸坏胶带；

（8）经常检查各清扫装置，开机时严禁用铁锹或其

他任何工具刮除粘在滚筒上的泥煤及杂物；

（9）润滑系统油质需合格，油量应适当，油压正常，

油路畅通，油圈转动灵活，各处不得漏油，需润滑的部

位及润滑油种类见表 2 ；

（10）胶带输送机各部位的紧固件、螺栓、螺帽、

垫圈和背帽应齐全紧固；

（11）胶带输送机巷道要保持清洁卫生，特别是

输送机底胶带下的泥煤要经常清理，保证底托辊正常 
运行；

（12）胶带输送机电气维护工要对所有电气设备作

好维护工作，电气设备必须完好，严禁失爆，所有电缆

吊挂必须整齐，电气设备与胶带输送机各种保护装置必

须齐全、灵敏、可靠，不得随意拆除。

7    结语

根据胶带输送机的不同型号，在实际安装之前需编

制完整的施工方案，合理策划各个施工环节，选择最优

的吊装点位吊装方法，根据施工图纸和具体的输送机型

号进行精准定位和安装调试，有效地降低施工成本，为

同类型设备安装提供一定的参考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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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需润滑的部位及润滑油种类

序号 润滑点名称 油料名称 耗油量 注油时间 注油方法 清洗时间

1 丝杆 2# 合成钙基润滑脂 适当 每季一次 涂抹 大修

2 所有轴承 4# 基润滑脂 适当 每季一次 涂抹 大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