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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带式输送机的常见事故并非单指设备自身因忽视保

养和检修而造成的故障或者破损，同时因带式输送机

在运行时而引发的安全事故也是常见事故。就目前而

言，带式输送机的常见事故具体包括火灾、胶带跑偏与

胶带撕裂事故等，造成事故的原因多种多样，只有针

对性的进行检查并制定有效的解决措施才可以顺利解

决，除此之外，相关日常管理中的预防措施也是不可忽 
视的。

1    带式输送机的组成及安全系数

输送机是以皮带作为输送物料承载和连续运转设

备。传动滚筒带动输送带，将物料输送至输送带下料口，

输送带经主动滚筒和尾部的传送滚筒，形成无级环节

带，上、下两段输送带支承在托辊上，拉紧装置给予

输送带运转时的张紧力；设备运转时，依靠驱动轮与皮

带间的摩擦力运行，物料与输送带同步运行。在矿山、

轻工、冶金、粮食、机械等行业广泛应用，主要用于

运送粉状、颗粒物料及成件物品。

目前，国外带式输送机最长 20km，输送线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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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km，最高带速 8.5m/s，最大运量 24000t/h，钢丝绳

芯输送带最大带强 st7800，单机驱动功率 10000kW。

国内带式输送机单机最长 8.984km，最高带速 5.8m/s，
最大输送量 8900t/h，输送带最高带强 st6300。

德国 DIN 22101-2011 工业标准、美国 CEMA 标准

对输送带安全系数都没有明确要求，通常国外带式输送

机制造商生产的输送机输送带静载荷安全系数≥ 6.67，
各工况下动荷载安全系数≥ 4，国内带式输送机的安全

系数要求如表 1 所示。

2    输送机安全防护

2.1    驱动装置防护

带式运输机的驱动装置、联轴器、制动器等都应加

装安全防护网，防护网眼孔规格≤ 12.5mm。驱动装置

设置在近距离接触的平台上且带速＞ 3.15m/s 时，驱动

装置应使用高度≥ 1500mm 的防护栏进行防护。

2.2    滚筒防护

滚筒防护应采用防护罩，从防护罩边缘至滚筒中心

的距离≥规定值，防护罩两侧将两端轴承座防护在内，

有加油孔的轴承座，采用油管将油嘴引出，便于润滑

保养。防护罩使用金属制品或铁丝网进行制作，隔离

规程规范名称 条款 条款内容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
程》（GB 16423-2006）

6.3.1.16
带式输送机胶带的安全系数，按静荷载计算应≥ 8，按启动和制动的动荷载计算≥ 3；钢绳芯
带式输送机的静荷载安全系数≥ 5 ～ 8

《有色金属采矿设计规范》
（GB 50771-2012）

15.3.10
当钢绳芯带式输送机采取可控软启动、制动等措施时，静荷载安全系数≥ 5，动荷载安全系数
≥ 3

《带式输送机工程设计规
范》（GB 50431-2008）

7.4.1
织物芯输送带安全系数，棉织物芯输送带，宜取 8 ～ 9；尼龙、聚酯织物芯输送带，宜取
10 ～ 20；钢丝绳芯输送带安全系数，可取 7 ～ 9；当带式输送机采取可控软启、制动措施时，
可取 5 ～ 7

表 1    中国规程规范对皮带安全系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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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眼孔规格≤ 12.5mm，带式输送机滚筒防护安全系数

的要求如表 2 所示。输送机头部设防护罩防护，防护

罩上方需设有观察孔，便于观察料斗内物料运输情况。

2.3    托辊的防护

2.3.1    槽型托辊

带式运输机机架上侧轮廓线向上增加防护隔离

网，隔离网上部距槽型托辊上缘 H 1 ≥ 250mm，隔离

网与槽型托辊外缘水平距离 B 1 ≥ 135mm，隔离网沿

皮带长度方向应包含首尾槽型托辊，隔离网眼孔规格

≤ 12.5mm。

2.3.2    平行托辊

在底部平行托辊正上方横梁处，制作防护隔离网，

防护要求：隔离网底部距平行托辊下缘 H 2 ≥ 200mm，

防护网两侧距托辊外缘距离B 2 ≥ 150mm，防护网眼孔

规格≤ 12.5mm。

2.3.3    导料槽下方托辊

导料槽位置的托辊应在导料槽支架外侧安装防护网

防护，防护网眼孔规格≤ 12.5mm，防护距离以托辊中

心线上 250mm、下 200mm。

2.4    拉紧装置防护

垂直重锤拉紧装置位置的导向轮两侧设防护网，下

方平台上应由防护网组成高度≥ 2.5m 的防护区。防护

区上安装安全警示牌，分别注明“未经批准不得入内”

和“输送机运转时不准检修和人工注油”等字样。张

紧轮下方是厂房的应加装防坠装置。在张紧轮行程的

极限位置设置限位器。

车式重锤拉紧小车上的滚筒按滚筒的防护要求进行

防护，拉紧塔架下方重锤按照垂直重锤的要求进行防

护。拉紧小车行程两端设限位装置，行程范围内使用

高度≥ 1500mm 的护栏进行防护。

液压拉紧装置上的滚筒应按滚筒的防护规定值防

护，行程范围内使用高度≥ 1500mm 的护栏进行防护。

2.5    其他防护

2.5.1    人行天桥

根据现场作业环境的需求，在胶带运输机上方设置

人行天桥，每隔 50m 设置人行天桥，两侧均应设宽度

＞ 0.8m 的安全通道，通道需要设有防滑措施及安全警

示标志，并且当通道倾斜＞ 6°时，设有防滑措施；当

通道倾斜＞ 12°时，设踏步。地下通廊和露天栈桥设

有防滑措施。人行天桥上方有横梁、空间较小时，应

设置当心碰头等防碰头警示标识。

2.5.2    区域隔离

外来人员进入输送机设备运转区域需到控制室进

行签单，由岗位人员进行安全监护。设备运转过程中，

针对带式输送机空间较狭窄的区域实行物理隔离，并

对隔离区域实行上锁挂牌。

2.5.3    地面安全警示标识

带式运输机、固定梯子等地面区域，根据输送带外

围轮廓线加 200mm 画安全斑马线（安全斑马线用黄黑

间隔宽度为 50mm，倾斜 45°），可增加立式安全告示

板或在地面刷警示字体。

3    输送机安全保护

国内外带式输送机的标准对操作、检维修人员的安

全保护非常重视，其要求大同小异，带式运输机需装

设的安全保护装置如下。

（1）运输机从首轮至尾轮安全通道侧设急停拉绳开

关，距离＜ 60m。当输送机的长度＜ 30m 时，可以使

用急停按钮代替，但距离运输机任何一点距离≤ 10m。

（2）输送机应装设防跑偏安全保护报警装置。

（3）运输机首轮位置应安装打滑检测装置。短距

离带式输送机，可设输送带速度检测装置；长距离及张

力大的带式输送机，安装打滑检测装置对输送机启动、

稳定运行、制动进行速度检测，报警取值范围：速度

滑差率≥ 8%。打滑作为输送机停机信号，停机取值范

围：速度滑差率≥ 8% 及运行时间≥ 20s 或速度滑差率

≥ 12% 及运行时间≥ 5s。
（4）输送机应设堵塞报警装置，堵塞报警装置必须

满足振动、粉尘、物料冲击和潮湿的工作条件。

（5）输送系统应设收尘控制系统、降尘洒水控制系

统及料流检测装置。

（6）输送带运送大块或坚硬物料的输送机应设防止

输送带纵向撕裂保护装置。

（7）输送机拉紧装置张紧时，设瞬时张力检测装置，

张紧装置设行程限位开关。限位器有足够强度，限位

器安装在拉紧装置极限位置，能有效阻挡拉紧装置超

限位位移；输送机安装逆止器时，必须满足整台输送机

的逆止力，重要倾斜向上运送物料的运输机需设接头

表 2    带式输送机滚筒防护安全系数的要求

滚筒（压带轮）
的外径 /mm

防护网（板）边缘到滚筒
（压带轮）中心线的距离 /mm

200 ～ 500 950

630 ～ 800 1000

1000 1050

1250 ～ 1600 1100

1800 ～ 200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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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装置。

（8）倾斜向下运送物料的输送机，满载运行驱动力

矩为负值时，应安装失电保护、超速保护装置；向下倾

斜运送物料的运输机超速至一级限定值时，自动停止

给料。超速至二级限定值时，自动减速停机。超速的

限定值范围：＜额定速度的 5% 为 1 级，＜额定速度的

10% 为 2 级。倾斜向下运送物料的输送机，供配电发

生故障时，输送机自动制动停机。

（9）在 6 级以上大风侵袭的地区使用的输送机应设

防翻转的装置。

（10）带式输送机的驱动系统装有电气保护装置。

主回路应安装电压、电流表指示器、断路、短路、漏电、

欠压、过流（过载）、缺相、接地等保护。

（11）集中控制系统控制的带式输送机输送系统，

设启动预警信号，启动预告时间≥ 10s ；设物料监控装

置，对输送机下料口实施监控；设通话器，对岗位人员

在设备启停、故障处理时实施人员安全监管。

4    成效

针对带式输送机相关规范，按照国家标准对带式输

送机进行检查梳理，制订工作计划及改进措施，在设备

检维修期间进行实施。通过不断提升带式输送机的安全

状态，降低设备本身存在的安全风险和人与设备接触概

率。通过采用 SEP 风险分析管控的方法，输送机的安全

风险总值同比降低 26%，有效降低员工与危险有害因素

接触的概率。并减轻岗位员工的劳动强度，操作人员通

过控制室监控系统观察设备运行情况，减少员工点巡检

次数；通过培训、考试，规范员工的操作行为，并制作

标准作业卡对现场操作维护人员具有实际指导效果。

5    结语

企业员工安全意识提高，员工向懂理论、会操作、

知维护、晓风险、会防范的方向不断迈进，能有效降低

员工作业风险；企业技术人员、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管

理技能不断提升，把安全风险辨识和风险防范措施全

面融入工作中，提升自身安全管理技能和水平；促进企

业进一步完善带式输送机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修订、

健全、完善带式输送机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进一步完

善现场标准化、目视化工作，特别是安全警示标志完善、

设备卫生清洁、保障设备润滑良好等得以改善和提升，

强化企业基础管理。基于现代安全技术，对安全生产

全过程开展风险辨识评估，超前预防，消除人的不安

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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