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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工程连续带式输送机节能设计及应用
李明霞0陈0霖

!青岛华夏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山东 青岛0!))!!*$

!摘0要"0连续带式输送机是隧道工程出渣系统中重要的运渣&排渣设备"影响着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和成本%

其中输送带是带式输送机最关键的部件% 本文对传统输送带的关键参数主要阻力进行理论分析"给出降低主要阻

力的解决方法% 针对传统输送带的结构和材料进行改进"得到一种新型节能 <<-输送带% 该新型输送带技术已

成功应用于实际项目中%

!关键词"0连续带式输送机#<<-输送带#压陷阻力#节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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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连续带式输送机是全断面硬岩掘进机 T/f施工

的重要出渣设备"具有输送距离长*连续作业等优点"

已在国内外的铁路*地铁*水利等全断面硬岩掘进机施

工现场得到广泛应用$ 在欧美国家"接近 *"e的隧道

采用连续带式输送机出渣(#P!)

"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

展"对连续带式输送机的工程需求不断增大$ 连续带

式输送机从应用的角度看"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开发降

低设备成本*减少能量消耗的连续带式输送机系统$

目前国内外针对煤矿用带式输送机主要采用节能控制

技术来降低能耗(2P.)

$

输送带作为连续带式输送机的核心关键部件"是

完成出渣工作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同时对带式输送机

系统整体的成本与耗能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开展新

型输送带结构设计并采取一定的节能措施"对于降低

连续带式输送机的成本与能耗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本文针对T/f连续带式输送机"分析其能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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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耗能影响因素"通过与传统输送带对比"设计 <<-

轻型高强力钢丝绳芯输送带"对<<-输送带的性能进

行理论分析和测试研究"分析<<-输送带的节能效果

和特点"最后分别以两个隧道连续带式输送机的设计

案例"验证该输送带的节能效果$

,%连续带式输送机特点及节能设计的途径

分析

00隧道工程连续带式输送机与其他场合用带式输送

机相比"其特点主要体现在随工作面的推进延伸"延伸

的过程不停机"在延伸过程中进行中间架和托辊组的

安装*输送距离长*布置空间小*输送带宽度小*储带长

度大*物料输送量较小"导致物料单位长度质量与输送

带单位长度比较小等$

带式输送机的设计计算通常采用 ;%g+".**

\;3!!#"#* ,/ +".2#-!""* 以 及 9-f: 计 算 方

法(+P])

$ \;3!!#"# 将带式输送机的运行阻力划分为

主要阻力*附加阻力*特种阻力和提升阻力等 . 种$

其中后 2 种阻力取决于带式输送机的结构与功能设

计"以及线路布置情况$ 附加阻力和特种阻力在总

阻力中所占比例较小$ 主要阻力中输送带的压陷阻

力占 )"e c$"e$

主要阻力可按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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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0F

?

--- 主要阻力"3#

<---模拟摩擦系数#

7---带式输送机长度 %头尾滚筒的中心

距&"Q#

P

>Q

---带式输送机承载分支每米机长托辊旋

转部分质量"U6XQ#

P

>R

---带式输送机回程分支每米机长托辊旋

转部分质量"U6XQ#

P

@

---每米输送带的质量"U6XQ#

P

,

---输送带上每米物料的质量"U6XQ#

*---重力加速度"]1*#QXC

!

#

%

---输送倾角$

长距离水平重载带式输送机%长度 #"""Q&的各部

分阻力的比例关系(.)已经研究确定$ 根据隧道工程用

连续带式输送机的特点"连续带式输送机的节能途径

主要有!

01改善输送带覆盖橡胶的配方"降低输送带的压

陷阻力$

91降低输送带的单位长度质量"以减小由输送带

运动所产生的阻力%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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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带式输送机阻力的构成

$%连续带式输送机用TTR钢绳芯输送带的

开发

21#0<<-钢绳芯输送带的设计

针对隧道工程连续带式输送机的特点和节能途

径"开发了连续带式输送机用 <<-钢绳芯输送带"相

对于传统的钢丝绳芯输送带"参考 ;%gP#+!2)P#P

!""+

(#")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改进设计!

01<<-钢绳芯带使用低压陷阻力覆盖胶"降低压

陷阻力!在覆盖胶层设计中"采用低滞损失的弹性体作

为主胶"低滞后损失的高分散性白炭黑和炭黑*橡胶X

层状硅酸盐纳米复合材料等作为补强材料"降低覆盖

层的压陷阻力%发明专利=L!"#. # "!.+.]!1"&$

91采用高强度*小直径的钢丝绳"降低输送带的

单位长度质量!<<-钢丝绳芯输送带通过钢丝绳排布

结构的优化设计"降低输送带单位长度质量$

;1采用高耐磨性的输送带覆盖层降低覆盖层厚

度!<<-使用超高耐磨覆盖胶"比传统 %T磨耗性能提

高 $"e$

表 # 为 <<-#)"" 和传统 %T#)"" 设计参数对比"

图 ! 为<<-和传统 %T输送带断面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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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TR#-'' 和传统 J!#-'' 设计

参数对比$带宽 #'''AA%

单位质量X

%U6XQ&

下覆盖层

厚度XQQ

钢丝绳

根数

钢丝绳直

径XQQ

\;3磨耗X

QQ

2

传统 %T#)"" !)1# )1" $] +1"

"

!""

<<-#)"" #)1* 21" !)" !1)

"

)"

图 ,%TTR和传统J!输送带断面

21!0<<-钢绳芯输送带的测试与分析

01覆盖层损耗因子的对比测试$ 常用的压陷滚

动阻力模型是由 dg3̀ -b%

(##)提出的$ 其计算式是

dg3̀ -b%用水平力推导的"滚动压陷阻力F

A

为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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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0F

A

---压陷滚动阻力"3XQQ#

=---输送带和物料产生的单位宽度垂直载

荷"3XQQ#

'S---输送带覆盖胶的储能模量"ZB#

#---输送带下覆盖层厚度"QQ#

K---托辊直径"QQ#

%

---输送带覆盖层的损耗角"GBH$

以d45U?GC模型为基础"现已开发使用了更为准确

的压陷模型(#!P#))

#然而"因为能量损失和动态的材料特

性"d45U?GC方程仍然是最常用的模型"说明压陷滚动

阻力与DB5

%

X'S

%#X2&成正比例关系$

具有黏弹性流变特性输送带的结构参数随温度*

加载频率等参数改变"图 2 为使用动态力学分析机

%\fT&测试的覆盖层的损耗因子DB5

%

$ 图 2 中"# 号为

<<-低压陷阻力覆盖胶#! 号为低滚动阻力胎面胶#2

号为普通覆盖胶"表 ! 为损耗因子 DB5

%

的测试结果$

可见"<<-低压陷阻力覆盖胶层损耗因子 DB5

%

比普通

覆盖胶下降 !+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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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不同覆盖胶滞后损失测试结果

表 ,% 损 耗 因 子 60/

!

的 测 试 结 果

序号X341

损耗因子DB5

%

值

最小值 h#"i ."i

<<-低压陷阻力覆盖胶 "1#")! "1#!#! "1###2

低滚动阻力胎面胶 "1#"*# "1#!)) "1##!.

普通覆盖胶 "1#!22 "1#22$ "1#!)*

0091输送带压陷变形的计算机模拟(#$)

$ 利用有限

元分析软件:3%'% 对托辊在输送带上滚动过程进行

计算机仿真"如图 . 和图 + 所示$ 确定了托辊在输送

带上的压陷深度和堆胶厚度$ 可以得出!<<-型输送

带压陷深度 #1#+]+QQ"由此所引起的堆胶高度

"1]+2**QQ#%T型输送带压陷深度 !1))$+QQ"由此所

引起的堆胶高度 !1#!)2QQ$ 由此可以看出"输送带在

相同的输送速度下"<<-型输送带的堆胶高度"要明

显小于 %T型输送带的堆胶高度$ <<-型输送带厚度

越小"变形越小"阻力系数也越小$

图 *%J!型压陷阻力变形量仿真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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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TR型压陷阻力变形量仿真分析

;1压陷阻力的测试对比$ 对<<-与 %T压陷阻力

进行对比试验研究"设计了压陷阻力试验架"并采用实

验室伺服控制拉力试验机对数据进行自动记录$ 图 ) 为

压陷阻力试验台的设计原理"图 $ 为进行压陷阻力的测

试过程$ 图 *为<<-和传统 %T输送带的测试结果$

1

3

2

4

图 -%压陷阻力试验台设计

#)拉力试验机# !)试验台#2)改向滑轮#

.)拉力传感器

图 +%压陷阻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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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TTR和J!输送带压陷阻力测试曲线

通过对比 %T#)"" 与<<-#)"" 输送带试样从静止

到移动的瞬时值"可以得到 <<-#)"" 试样的瞬时值为

!#1*3" %T#)"" 试样的瞬时值为 !)1$3"对比此结果"

能够得到"在同一输送系统中"采用 <<-型输送带将

比采用 %T型输送带"可以降低 #*e耗能$

通过对比 %T#)"" 与<<-#)"" 输送带试样单托辊

压陷阻力的值"可以看出 <<-#)"" 试样的单托辊压陷

阻力值为 #"1+3"而 %T#)"" 试样的单托辊压陷阻力值

为 #21+3"对比此结果"可以得到"在同一输送系统中"

采用 <<-型输送带将比采用 %T型输送带"降低

!!1!e的阻力$

综合上述两条试验结论"在空载状态下"采用<<-

型输送带比 %T型输送带整体降低 !"1#e的能耗$

?1输送带的成槽性测试$ 按照标准方法(#*)对

<<-输送带和传统钢丝绳芯输送带进行测试$

<<-#)"" 成槽度可达到 "12*"并且自由成槽"侧托辊

槽角度可达 $"Y"而传统 %T输送带成槽度仅为 "1!+"

侧托辊槽角度为 ++Y$

'$!'



成槽度决定了输送机带侧托辊槽形最大角度的选

择"侧托辊槽形角度增大"输送机的输送能力增大"转

弯半径减小$

81接头强度测试$ 传统 %T#)"" 采用二阶接头方

式"接头强力可达到额定强度的 ]"e以上#而 <<-采

用 #+ 级以上的钢丝绳布置方式%专利申请号!!"#) !

"]#.]"]1!*!"#) # "$"2.)$1#&"接头强度可达到额定

强度的 ]+e以上"从检测后断面分析"钢丝绳并不是

从接头处抽出"而是拉断$ 图 ] 为接头强度测试$

(a)  ���

(b)  ���

图 H%接头强度测试

2120采用<<-钢绳芯输送带的连续带式输送机

系统的技术优势

0001<<-钢绳芯输送带降低了输送机运行过程的

压陷阻力和输送带质量"具有明显的节能效果$

91提高单卷长度"减少接头停机接头次数"提高

整机运行效率$

;1提高接头强度"增加了输送带的安全性"提高

输送带使用寿命$

?1提高了输送带纵向柔性"输送带厚度降低和钢

丝绳直径减小"减小带式输送机的滚筒直径$ 不仅降

低了设备的投资"还可以降低对布置空间的要求$

*%TTR型输送带节能应用案例

以下通过两个隧道连续带式输送机的设计应用实

例"对 <<-节能输送带的选用及节能效果进行对比

分析$

.1#0山西中部引黄水利工程

山西中部引黄水利工程连续带式输送机参数!带

宽 )+"QQ#机长 #)"""Q#最小转弯半径 *""Q#带速

!1*QXC#提升高度 !""Q$ 与传统输送带相比"节能输

送系统设计结果对比见表 2$

表 $%山西中部引黄水利工程节能输送

系统设计结果对比

参00数 传统 %T输送带 <<-输送带

输送带型号 %T!""" <<-#)""

带厚XQQ !" #"1+

输送带质量XD )!* 2+"

传动滚筒直径XQQ #""" )2"

电动机功率XUa ! j."" _."" ! j2#+ _2#+

运行阻力系数 "1"!+ "1"!!

最小改向辊筒直径XQQ +"" .""

最小转弯半径XQ 不能满足 *""

.1!0兰州新水源地隧洞工程

兰州新水源地隧洞工程的连续带式输送机参数

为!带宽 $#"QQ#机长 #."""Q#最小转弯半径 +""Q#带

速 21#+QXC#提升高度 *"Q$ 与传统输送带相比"节能

输送系统设计结果对比见表 .$

表 *%兰州新水源地隧洞工程节能输送系统设计结果对比

参00数 传统 %T输送带 <<-输送带

输送带型号 %T!""" <<-#*""

带厚XQQ !" #"1*

输送带质量XD )"$ 2$.

传动滚筒直径XQQ #""" *""

电动机功率XUa . j2++ _#)" 2 j2++ _#)"

运行阻力系数 "1"!+ "1"!!

最小改向辊筒直径XQQ +"" 2""

最小转弯半径XQ 不能满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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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从上述案例中可见"不同的输送带类型"对带式输

送机的功率消耗和输送带的强度有较大影响"采用

<<-输送带可降低电动机功率 !"e以上%如考虑压陷

阻力减小的因素"其节能效果会更大&$ 同时"降低了

所选型驱动单元%电动机*减速机*控制器等&的规格"

节省了投资$

(%结%论

输送带作为连续皮带机的核心关键部件"通过分

析输送带的能耗特点和耗能因素"实现输送带关键参

数的节能设计"针对连续带式输送机的技术需求"成功

开发出<<-输送带"实现了设备投资成本和运行维护

费用降低"节约电耗 !"e以上$ 通过山西中部引黄水

利工程和兰州新水源地隧洞工程的实际应用"表明新

型<<-型输送带可降低电机功率 !"e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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