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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皮带过风门墙控风、防突自动保护装

置，由主架体、两个轨道、挡风帘组件、两个轴套、

防突保护装置、销轴Ⅰ、两台断电保护装置、钢丝

绳、控制箱、电磁阀阀体Ⅰ、接头座Ⅰ、快插接头、防

突预警装置、信号管、储气罐和高压胶管组成，其

特点为该装置采用纯气动控制，既能实现皮带机

正常通过风门墙，又能隔断皮带洞的风流，在瓦

斯突出时，能够迅速侦测突出信号，并且使皮带

机断电，自动开启防突保护装置，阻止瓦斯向相

邻巷道扩散，在突出危险解除后，防突保护装置

能自动恢复到原来状态，有效地节省了工人成

本，风流隔断效果好，减少了煤尘的产生，保障了

通防供风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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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皮带过风门墙控风、防突自动保护装置，其特征是：由主架体（1）、两个轨道（9）、

挡风帘组件（8）、两个轴套（10）、防突保护装置（11）、销轴Ⅰ（12）、两台断电保护装置（4）、钢

丝绳（6）、控制箱（13）、电磁阀阀体Ⅰ（18）、接头座Ⅰ（38）、快插接头（39）、防突预警装置（2）、

信号管（3）、储气罐（7）和高压胶管（5）组成，主架体（1）左侧设有前、后两个轨道（9），每个轨

道（9）的里侧设有凹槽（116），挡风帘组件（8）的上部两端分别安装在两个轨道（9）里侧的凹

槽（116）上，主架体（1）右侧设有前、后两个轴套（10），防突保护装置（11）安装在两个轴套

（10）之间，防突保护装置（11）的气缸通过销轴Ⅰ（12）与主架体（1）相铰接，主架体（1）前、后

两侧各设有一台断电保护装置（4），两台断电保护装置（4）的位置关于主架体（1）中心对称，

两台断电保护装置（4）通过钢丝绳（6）与皮带机上的拉绳开关（124）相连，控制箱（13）位于

主架体（1）右侧上部位置，主架体（1）内的右侧上部安装有电磁阀阀体Ⅰ（18），主架体（1）上

部右前侧位置设有接头座Ⅰ（38）和快插接头（39），电磁阀阀体Ⅰ（18）、接头座Ⅰ（38）和快插接

头（39）均与控制箱（13）内部气路管路相连，防突预警装置（2）安装于风门墙墙体（125）上，

通过信号管（3）与主架体（1）上的快插接头（39）相连，防突预警装置（2）的气路元件通过PU

管，穿过信号管（3）、快插接头（39），与控制箱（13）内部气路管路相连，防突保护装置（11）和

两台断电保护装置（4）的气路元件均与控制箱（13）内部气路管路相连，储气罐（7）的出气口

通过高压胶管（5）与主架体（1）上的接头座Ⅰ（38）相连，储气罐（7）的进气口连接气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皮带过风门墙控风、防突自动保护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主

架体（1）由左架体（14）、右架体（21）、螺栓Ⅰ（16）、螺母（17）、两个喷雾装置安装环（15）、两件

密封框（37）、螺栓Ⅲ（33）、气缸保护壳（19）、气缸座（20）、4个上安装架（23）、两个下安装架

（25）、8个调心托辊（22）、4个平行托辊安装座（24）、4件挡板（34）、4组螺栓Ⅳ（35）、4个平行

托辊（28）、4个托辊支架Ⅱ（36）、4个托辊支架Ⅰ（29）、6个托辊（30）、12件压板（41）、12组螺栓

Ⅴ（40）、4件胶皮Ⅱ（32）、4组沉头内六方螺栓（31）、6件胶皮Ⅰ（26）、6组螺栓Ⅱ（27）和4个线

管（126）组成，主架体（1）的左侧和右侧分别是左架体（14）和右架体（21），左架体（14）和右

架体（21）之间通过螺栓Ⅰ（16）和螺母（17）连接在一起，在左架体（14）内的上部右侧位置焊

接有两个喷雾装置安装环（15），在左架体（14）内的上部前、后两侧位置各焊接有一件密封

框（37），在右架体（21）内的上部左侧位置安装有电磁阀阀体Ⅰ（18），在右架体（21）的外面顶

部右侧位置，通过螺栓Ⅲ（33）固定有气缸保护壳（19），气缸保护壳（19）内有气缸座（20），防

突保护装置（11）的气缸通过销轴Ⅰ（12），与右架体（21）气缸保护壳（19）内的气缸座（20）相

铰接，接头座Ⅰ（38）和快插接头（39）安装在右架体（21）的上部右前侧位置；在右架体（21）的

右侧中部，前面和后面位置各焊接有一个上安装架（23），在右架体（21）内的右侧下部焊接

有一个下安装架（25），右架体（21）的两个上安装架（23）上，各安装有一个调心托辊（22），右

架体（21）内的一个下安装架（25）上，共安装有两个调心托辊（22），在右架体（21）内的右侧

下部，两个上安装架（23）与一个下安装架（25）之间靠下的位置，焊接前、后两个平行托辊安

装座（24），每个平行托辊安装座（24）的外侧安装有一件挡板（34），并由一组螺栓Ⅳ（35）固

定，该两个平行托辊安装座（24）之间安装上、下两个平行托辊（28），在右架体（21）内的右

侧，两个上安装架（23）的上方左侧位置，各焊接有一个托辊支架Ⅱ（36），该两个托辊支架Ⅱ

（36）之间位置，焊接有前、后两个托辊支架Ⅰ（29），每个托辊支架Ⅱ（36）和与其相邻的一个

托辊支架Ⅰ（29）之间，以及两个托辊支架Ⅰ（29）之间，各安装一个托辊（30），每个托辊（30）的

两端，分别用两件压板（41）压紧，由两组螺栓Ⅴ（40）固定，安装在每个托辊支架Ⅱ（36）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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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邻的一个托辊支架Ⅰ（29）之间的托辊（30），其左侧设有每件胶皮Ⅱ（32），每件胶皮Ⅱ

（32）均由一组沉头内六方螺栓（31）固定在右架体（21）上，在右架体（21）外表面的下部，前

侧、后侧及右侧各安装有一件胶皮Ⅰ（26），该3件胶皮Ⅰ（26）均通过一组螺栓Ⅱ（27）固定在右

架体（21）上，右架体（21）的2个上安装架（23）、2个托辊支架Ⅰ（29）、2个托辊支架Ⅱ（36）、2个

平行托辊安装座（24）、2件挡板（34）、2件胶皮Ⅱ（32）分别关于右架体（21）的中心线对称；在

左架体（14）的左侧中部，前面和后面位置各焊接有一个上安装架（23），在左架体（14）内的

左侧下部焊接有一个下安装架（25），左架体（14）的两个上安装架（23）上，各安装有一个调

心托辊（22），左架体（14）内的一个下安装架（25）上，共安装有两个调心托辊（22），在左架体

（14）内的左侧下部，两个上安装架（23）与一个下安装架（25）之间靠下的位置，焊接前、后两

个平行托辊安装座（24），每个平行托辊安装座（24）的外侧安装有一件挡板（34），并由一组

螺栓Ⅳ（35）固定，该两个平行托辊安装座（24）之间安装上、下两个平行托辊（28），在左架体

（14）内的左侧，两个上安装架（23）的上方右侧位置，各焊接有一个托辊支架Ⅱ（36），该两个

托辊支架Ⅱ（36）之间位置，焊接有前、后两个托辊支架Ⅰ（29），每个托辊支架Ⅱ（36）和与其

相邻的一个托辊支架Ⅰ（29）之间，以及两个托辊支架Ⅰ（29）之间，各安装一个托辊（30），每个

托辊（30）的两端，分别用两件压板（41）压紧，由两组螺栓Ⅴ（40）固定，安装在每个托辊支架

Ⅱ（36）和与其相邻的一个托辊支架Ⅰ（29）之间的托辊（30），其右侧设有每件胶皮Ⅱ（32），每

件胶皮Ⅱ（32）均由一组沉头内六方螺栓（31）固定在左架体（14）上，在左架体（14）外表面的

下部，前侧、后侧及左侧各安装有一件胶皮Ⅰ（26），该3件胶皮Ⅰ（26）均通过一组螺栓Ⅱ（27）

固定在左架体（14）上，左架体（14）的2个上安装架（23）、2个托辊支架Ⅰ（29）、2个托辊支架Ⅱ

（36）、2个平行托辊安装座（24）、2件挡板（34）、2件胶皮Ⅱ（32）分别关于左架体（14）的中心

线对称；所述左架体（14）及右架体（21）的前、后两侧外表面上，中间位置，分别焊接4个线管

（126）。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皮带过风门墙控风、防突自动保护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每个

平行托辊安装座（24）由热轧钢板折成的槽型钢构成，槽型钢上端开有“﹁”型槽，下端开有

一道直槽；所述4个上安装架（23）均由方管构成，4个方管的一端切斜角，焊接在左架体（14）

和右架体（21）上的前面和后面位置，并且每个方管与位于它上方，安装在每个托辊支架Ⅱ

（36）和与其相邻的一个托辊支架Ⅰ（29）之间的托辊（30）平行，4个方管的另一端均设有通

孔，分别安装4个调心托辊（22），该4个调心托辊（22）分别垂直于安装在其相邻同侧托辊支

架Ⅱ（36）和托辊支架Ⅰ（29）之间的托辊（30），并且该4个调心托辊（22）中间点分别高于安装

在其相邻同侧托辊支架Ⅱ（36）和托辊支架Ⅰ（29）之间的托辊（30）上表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皮带过风门墙控风、防突自动保护装置，其特征是：挡

风帘组件（8）由联接板（48）、一定数量的弹垫（52）、若干条铁链（53）、风筒布（51）、若干对平

垫（50）和若干个拉铆钉（49）组成，在联接板（48）上部，钻有一排小孔，每个小孔上挂有一个

弹垫（52），每条铁链（53）通过每个小孔处的弹垫（52）与联接板（48）连接，每相邻两条铁链

（53）相互之间用多个弹垫（52）连接，使若干条铁链（53）编织成网状，风筒布（51）通过若干

对平垫（50）和若干个拉铆钉（49）与若干条铁链（53）压紧，联接板（48）的上部为帘轴（139），

帘轴（139）两端分别安装在两个轨道（9）里侧的凹槽（116）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皮带过风门墙控风、防突自动保护装置，其特征是：储

气罐（7）由罐体（73）、3个管箍（68）、接头座Ⅱ（67）、接头座Ⅲ（70）、单向阀（69）、球阀（72）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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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支腿（71）组成，罐体（73）顶部、右侧及底部三个位置的中间部位各开一个孔，此3个孔分

别为储气罐（7）的出气口、进气口和排水口，所述储气罐（7）的出气口、进气口和排水口处各

焊接一个管箍（68），储气罐（7）出气口处的管箍（68）上安装有一个接头座Ⅱ（67），储气罐

（7）进气口处的管箍（68）上安装有一个接头座Ⅲ（70），在接头座Ⅲ（70）上安装有一个单向

阀（69），单向阀（69）位于罐体（73）的内部，且接通方向指向罐体（73）内，储气罐（7）排水口

处的管箍（68）上安装有一个球阀（72），罐体（73）底部四个角落各焊接一个支腿（71）；储气

罐（7）的出气口经接头座Ⅱ（67），通过高压胶管（5）与主架体（1）上的接头座Ⅰ（38）相连，储

气罐（7）的进气口经接头座Ⅲ（70）连接气源。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皮带过风门墙控风、防突自动保护装置，其特征是：控

制箱（13）由控制箱箱体（120）、若干组螺栓Ⅹ（121）、单控气控阀Ⅰ（110）、单控气控阀Ⅱ

（114）、单控气控阀Ⅲ（119）、10个快插接头Ⅱ（115）、6个堵头（109）、两个消音器(111)、快插

三通Ⅰ（112）、快插三通Ⅱ（113）、快插三通Ⅲ（118）和快插四通（117）组成，控制箱箱体（120）

上设有安装螺孔，单控气控阀Ⅰ（110）、单控气控阀Ⅱ（114）、单控气控阀Ⅲ（119）均通过一组

螺栓Ⅹ（121）固定在控制箱箱体（120）的安装螺孔上，单控气控阀Ⅰ（110）其“P”端口、“A”端

口、“Z”端口各安装一个快插接头Ⅱ（115），其“B”端口、“R”端口和“S”端口各安装一个堵头

（109），单控气控阀Ⅱ（114）其“P”端口、“B”端口、“Z”端口各安装一个快插接头Ⅱ（115），其

“A”端口、“R”端口和“S”端口各安装一个堵头（109）,单控气控阀Ⅲ（119）其“P”端口、“A”端

口、“B”端口、“Z”端口各安装一个快插接头Ⅱ（115），其“R”端口、“S”端口各安装一个消音器

(111)，单控气控阀Ⅰ（110）其“A”端口通过PU管，经其端口上安装的快插接头Ⅱ（115）与快插

三通Ⅰ（112）的“A”端口相连，单控气控阀Ⅱ（114）其“B”端口通过PU管，经其端口上安装的快

插接头Ⅱ（115）与快插三通Ⅱ（113）的“B”端口相连，单控气控阀Ⅲ（119）其“P”端口、“A”端

口、“B”端口通过PU管，分别经其各自端口上安装的快插接头Ⅱ（115）与快插三通Ⅲ（118）的

“B”端口、快插三通Ⅰ（112）的“C”端口、快插三通Ⅱ（113）的“C”端口相连，快插三通Ⅲ（118）

的“A”端口通过PU管与快插四通（117）的“A”端口相连，快插三通Ⅲ（118）的“C”端口通过PU

管与主架体（1）上的接头座Ⅰ（38）相连；电磁阀阀体Ⅰ（18）通过PU管，与控制箱（13）内的单控

气控阀Ⅱ（114）“Z”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Ⅱ（115），以及快插四通（117）的“B”端口相连；防突

预警装置（2）的气路元件通过PU管穿过信号管（3）、快插接头（39），与控制箱（13）内的单控

气控阀Ⅲ（119）的“Z”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Ⅱ（115），以及快插四通的（117）的“D”端口相连；

防突保护装置（11）的气路元件通过PU管，与控制箱（13）内的单控气控阀Ⅰ（110）“P”端口安

装的快插接头Ⅱ（115），以及快插三通Ⅱ（113）的“A”端口相连；断电保护装置（4）的气路元

件通过PU管，与控制箱（13）内的单控气控阀Ⅰ（110）“Z”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Ⅱ（115）、单控

气控阀Ⅱ（114）“P”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Ⅱ（115）、快插三通Ⅰ（112）的“B”端口，以及快插四

通（117）的“C”端口相连。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皮带过风门墙控风、防突自动保护装置，其特征是：电磁阀阀

体Ⅰ（18），其“P”端口和“A”端口分别连接快插接头Ⅲ（128）和快插接头Ⅳ（130），其“S”端口

和“R”端口分别连接消音器Ⅱ（129）和一个堵头Ⅱ（127），其“B”端口连接另一个堵头Ⅱ

（127）；电磁阀阀体Ⅰ（18）“P”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Ⅲ（128）通过PU管与控制箱（13）内的快插

四通（117）的“B”端口相连，电磁阀阀体Ⅰ（18）“A”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Ⅳ（130）通过PU管，与

控制箱（13）内的单控气控阀Ⅱ（114）“Z”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Ⅱ（115）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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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皮带过风门墙控风、防突自动保护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防

突预警装置（2）由预警窗（88）和调节窗（89）组成，所述的预警窗（88）和调节窗（89）均为不

锈钢材质，预警窗（88）安装于风门墙墙体（125）预留洞的进风口处，调节窗（89）安装于风门

墙墙体（125）预留洞的出风口处；所述的预警窗（88）由预警窗框（92）、快插接头Ⅰ（96）、电磁

阀阀体Ⅲ（95）、螺栓Ⅸ（99）、快插弯头Ⅳ（98）、快插弯头Ⅲ（97）、消音器Ⅲ（131）、两个堵头

Ⅲ（132）、防逆板（90）、转轴Ⅲ（91）、挡风板（101）、限位角钢（102）、配重（100）、磁铁Ⅲ（93）

和螺栓Ⅷ（94）组成，预警窗框（92）的内框右侧框体是有一个空腔（138），在该空腔（138）的

右上部后侧壁上设有螺孔，此螺孔处安装有快插接头Ⅰ（96），在该空腔（138）的内部左上部

位置设有电磁阀阀体Ⅲ（95），电磁阀阀体Ⅲ（95）用螺栓Ⅸ（99）固定在预警窗框（92）内框

上，电磁阀阀体Ⅲ（95）其“P”端口和“B”端口分别安装快插弯头Ⅳ（98）和快插弯头Ⅲ（97），

其“S”端口安装消音器Ⅲ（131），其“A”端口和“R”端口各安装一个堵头Ⅲ（132），预警窗框

（92）的内框左侧框体中是有防逆板（90），防逆板（90）通过转轴Ⅲ（91）活动连接在预警窗框

（92）的内框左侧框体中，在预警窗框（92）内框上部，防逆板（90）的外侧迎风一侧焊接有挡

风板（101），在预警窗框（92）内框下部，防逆板（90）的外侧迎风一侧焊接有限位角钢（102），

防逆板（90）在转轴Ⅲ（91）以上部位的内部填充有配重（100），并且防逆板（90）在转轴Ⅲ

（91）以下部位的重量，重于防逆板（90）在转轴Ⅲ（91）以上部位以及配重（100）的重量，防逆

板（90）右上部有磁铁Ⅲ（93），磁铁Ⅲ（93）用螺栓Ⅶ（94）固定在防逆板（90）内部，并且位置

与电磁阀阀体Ⅲ（95）相对应；所述的调节窗（89）由调节窗框（104）、滑道（108）、固定窗

（103）、推拉窗（105）、推拉角钢（106）和限位块（107）组成，调节窗框（104）内框四周均焊接

有滑道（108），在调节窗框（104）内框左侧焊接有固定窗（103），在调节窗框（104）内框右侧，

固定窗（103）外侧，滑道（108）中安装有推拉窗（105），推拉窗（105）外侧面右部的中间位置

焊接有推拉角钢（106），调节窗框（104）内框下部的滑道（108）中，右端位置设置有限位块

（107）；所述防突预警装置（2）其预警窗框（92）上的快插接头Ⅰ（96）通过信号管（3）与主架体

（1）上的快插接头（39）相连；防突预警装置（2）预警窗（88）上电磁阀阀体Ⅲ（95）“B”端口上

安装的快插弯头Ⅲ（97），通过PU管穿过快插接头Ⅰ（96）、信号管（3）、快插接头（39），与控制

箱（13）内的单控气控阀Ⅲ（119）“Z”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Ⅱ（115）相连，防突预警装置（2）预

警窗（88）上电磁阀阀体Ⅲ（95）“P”端口安装的快插弯头Ⅳ（98），通过PU管穿过快插接头Ⅰ

（96）、信号管（3）、快插接头（39）与控制箱（13）内的快插四通（117）的“D”端口相连。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皮带过风门墙控风、防突自动保护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防

突保护装置（11）由气缸Ⅰ（56）、单耳底座（54）、调节阀Ⅱ（57）、调节阀Ⅰ（55）、Y型接头（58）、

门框架（62）、转轴Ⅱ（59）、底座（61）、磁铁Ⅰ（60）、销轴Ⅱ（66）、耐磨胶皮（65）、沉头内六方螺

栓Ⅱ（63）和防松螺母（64）组成，气缸Ⅰ（56）底端安装单耳底座（54），气缸Ⅰ（56）前端盖、后端

盖上分别安装调节阀Ⅱ（57）、调节阀Ⅰ（55），气缸Ⅰ(56)的活塞杆与Y型接头（58）相连，门框

架（62）上端焊接转轴Ⅱ（59），门框架（62）右侧面中间靠上位置焊接底座（61），底座（61）上

方安装磁铁Ⅰ（60），底座（61）与Y型接头（58）之间用销轴Ⅱ（66）相铰接，门框架（62）左侧面

安装耐磨胶皮（65），耐磨胶皮（65）通过沉头内六方螺栓Ⅱ（63）和防松螺母（64）与门框架

（62）连接在一起，耐磨胶皮（65）其下端呈梯形槽形状；防突保护装置（11）通过门框架（62）

上端焊接的转轴Ⅱ（59）安装在两个轴套（10）之间，另外，防突保护装置（11）的气缸Ⅰ（56）通

过气缸Ⅰ（56）底端的单耳底座（54）和销轴Ⅰ（12）与主架体（1）相铰接；防突保护装置（1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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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缸Ⅰ（56）上安装的调节阀Ⅰ（55）通过PU管，与控制箱（13）内的单控气控阀Ⅰ（110）“P”端口

安装的快插接头Ⅱ（115）相连，防突保护装置（11）上气缸Ⅰ（56）上安装的调节阀Ⅱ（57）通过

PU管，与控制箱（13）内的快插三通Ⅱ（113）的“A”端口与相连。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皮带过风门墙控风、防突自动保护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断

电保护装置（4）由气缸Ⅱ（77）、调节阀Ⅲ（75）、调节阀Ⅳ（78）、气缸脚架（74）、锁母（87）、电

磁阀阀体Ⅱ（81）、快插弯头Ⅱ（80）、快插弯头Ⅰ（76）、消音器Ⅳ（134）、两个堵头Ⅳ（133）、壳

体（79）、Y型接头Ⅱ（84）、磁铁Ⅱ（82）、两个固定座（85）、两个槽轮（83）和两件螺栓Ⅶ（86）组

成，气缸Ⅱ（77）的上端、下端端盖上分别安装调节阀Ⅲ（75）、调节阀Ⅳ（78），气缸脚架（74）

上设有气缸安装孔和电磁阀阀体安装孔，气缸Ⅱ（77）上端通过气缸脚架（74）上的气缸安装

孔用锁母（87）固定到气缸脚架（74）上，电磁阀阀体Ⅱ（81）安装在气缸脚架（74）的电磁阀阀

体安装孔处，电磁阀阀体Ⅱ（81）其 “P”  端口、“A”  端口分别安装快插弯头Ⅱ（80）和快插弯

头Ⅰ（76），其“R”端口安装消音器Ⅳ（134），其“S”端口、“B”端口各安装一个堵头Ⅳ（133），气

缸脚架（74）焊接固定在壳体（79）上，气缸Ⅱ（77）的活塞杆上安装Y型接头Ⅱ（84），气缸Ⅱ

（77）的活塞杆与Y型接头Ⅱ（84）之间固定有磁铁Ⅱ（82），Y型接头Ⅱ（84）的左、右两边各有

一个焊接在壳体（79）上的固定座（85），每个槽轮（83）用每件螺栓Ⅶ（86）固定在每个固定座

（85）上；断电保护装置（4）上电磁阀阀体Ⅱ（81）“P”端口安装的快插弯头Ⅱ（80）通过PU管与

控制箱（13）内的快插四通（117）的“C”端口相连，断电保护装置（4）上电磁阀阀体Ⅱ（81）“A”

端口安装的快插弯头Ⅰ（76）通过PU管，与控制箱（13）内的单控气控阀Ⅰ（110）“Z”端口安装的

快插接头Ⅱ（115）相连，断电保护装置（4）上气缸Ⅱ（77）上安装的调节阀Ⅲ（75）通过PU管，

与控制箱（13）内的单控气控阀Ⅱ（114）“P”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Ⅱ（115）相连，断电保护装

置（4）上气缸Ⅱ（77）上安装的调节阀Ⅳ（78）通过PU管，与控制箱（13）内的快插三通Ⅰ（112）

的“B”端口与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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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带过风门墙控风、防突自动保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控风、防突保护装置，特别是一种皮带过风门墙控风、防突保护装

置，应用于矿山井下的运输巷道皮带机过风门墙处。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矿山井下作业中，当皮带机穿过矿井通风网络中的风门时，由于风门截面

较大，必然发生严重的漏风现象，影响井下通风的安全性；又由于皮带的循环连续作业和运

输煤体的形状不规则无规律性，皮带洞的风流隔断问题一直以来都是难以处理的问题。并

且随着煤矿开采深度的增加、瓦斯含量的增加，瓦斯在地应力和瓦斯释放的引力作用下，瓦

斯瞬间释放，进入巷道，破坏设施，喷出的瓦斯会造成施工人员窒息，甚者引起瓦斯燃烧或

爆炸。以上为现有技术的不足。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皮带过风门墙控风、防突保护装置，此装置既能保证皮

带机正常通过风门墙，又能隔断皮带洞的风流，在瓦斯突出时，能够迅速侦测突出信号，并

且使皮带机断电，自动开启防突保护装置，阻止瓦斯向相邻巷道扩散，在突出危险解除后，

防突保护装置能自动恢复到原来状态。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下述技术方案来实现：

本皮带过风门墙控风、防突自动保护装置，其特征是：由主架体、两个轨道、挡风帘组

件、两个轴套、防突保护装置、销轴Ⅰ、两台断电保护装置、钢丝绳、控制箱、电磁阀阀体Ⅰ、接

头座Ⅰ、快插接头、防突预警装置、信号管、储气罐和高压胶管组成，主架体左侧设有前、后两

个轨道，每个轨道的里侧设有凹槽，挡风帘组件的上部两端分别安装在两个轨道里侧的凹

槽上，主架体右侧设有前、后两个轴套，防突保护装置安装在两个轴套之间，防突保护装置

的气缸通过销轴Ⅰ与主架体相铰接，主架体前、后两侧各设有一台断电保护装置，两台断电

保护装置的位置关于主架体中心对称，两台断电保护装置通过钢丝绳与皮带机上的拉绳开

关相连，控制箱位于主架体右侧上部位置，主架体内的右侧上部安装有电磁阀阀体Ⅰ，主架

体上部右前侧位置设有接头座Ⅰ和快插接头，电磁阀阀体Ⅰ、接头座Ⅰ和快插接头均与控制箱

内部气路管路相连，防突预警装置安装于风门墙墙体上，通过信号管与主架体上的快插接

头相连，防突预警装置的气路元件通过PU管，穿过信号管、快插接头，与控制箱内部气路管

路相连，防突保护装置和两台断电保护装置的气路元件均与控制箱内部气路管路相连，储

气罐的出气口通过高压胶管与主架体上的接头座Ⅰ相连，储气罐的进气口连接气源。

[0005] 本发明所述的主架体由左架体、右架体、螺栓Ⅰ、螺母、两个喷雾装置安装环、两件

密封框、螺栓Ⅲ、气缸保护壳、气缸座、4个上安装架、两个下安装架、8个调心托辊、4个平行

托辊安装座、4件挡板、4组螺栓Ⅳ、4个平行托辊、4个托辊支架Ⅱ、4个托辊支架Ⅰ、6个托辊、

12件压板、12组螺栓Ⅴ、4件胶皮Ⅱ、4组沉头内六方螺栓、6件胶皮Ⅰ、6组螺栓Ⅱ和4个线管组

成，主架体的左侧和右侧分别是左架体和右架体，左架体和右架体之间通过螺栓Ⅰ和螺母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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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在一起，在左架体内的上部右侧位置焊接有两个喷雾装置安装环，在左架体内的上部前、

后两侧位置各焊接有一件密封框，在右架体内的上部左侧位置安装有电磁阀阀体Ⅰ，在右架

体的外面顶部右侧位置，通过螺栓Ⅲ固定有气缸保护壳，气缸保护壳内有气缸座，防突保护

装置的气缸通过销轴Ⅰ，与右架体气缸保护壳内的气缸座相铰接，接头座Ⅰ和快插接头安装

在右架体的上部右前侧位置；在右架体的右侧中部，前面和后面位置各焊接有一个上安装

架，在右架体内的右侧下部焊接有一个下安装架，右架体的两个上安装架上，各安装有一个

调心托辊，右架体内的一个下安装架上，共安装有两个调心托辊，在右架体内的右侧下部，

两个上安装架与一个下安装架之间靠下的位置，焊接前、后两个平行托辊安装座，每个平行

托辊安装座的外侧安装有一件挡板，并由一组螺栓Ⅳ固定，该两个平行托辊安装座之间安

装上、下两个平行托辊，在右架体内的右侧，两个上安装架的上方左侧位置，各焊接有一个

托辊支架Ⅱ，该两个托辊支架Ⅱ之间位置，焊接有前、后两个托辊支架Ⅰ，每个托辊支架Ⅱ和

与其相邻的一个托辊支架Ⅰ之间，以及两个托辊支架Ⅰ之间，各安装一个托辊，每个托辊的两

端，分别用两件压板压紧，由两组螺栓Ⅴ固定，安装在每个托辊支架Ⅱ和与其相邻的一个托

辊支架Ⅰ之间的托辊，其左侧设有每件胶皮Ⅱ，每件胶皮Ⅱ均由一组沉头内六方螺栓固定在

右架体上，在右架体外表面的下部，前侧、后侧及右侧各安装有一件胶皮Ⅰ，该3件胶皮Ⅰ均通

过一组螺栓Ⅱ固定在右架体上，右架体的2个上安装架、2个托辊支架Ⅰ、2个托辊支架Ⅱ、2个

平行托辊安装座、2件挡板、2件胶皮Ⅱ分别关于右架体的中心线对称；在左架体的左侧中

部，前面和后面位置各焊接有一个上安装架，在左架体内的左侧下部焊接有一个下安装架，

左架体的两个上安装架上，各安装有一个调心托辊，左架体内的一个下安装架上，共安装有

两个调心托辊，在左架体内的左侧下部，两个上安装架与一个下安装架之间靠下的位置，焊

接前、后两个平行托辊安装座，每个平行托辊安装座的外侧安装有一件挡板，并由一组螺栓

Ⅳ固定，该两个平行托辊安装座之间安装上、下两个平行托辊，在左架体内的左侧，两个上

安装架的上方右侧位置，各焊接有一个托辊支架Ⅱ，该两个托辊支架Ⅱ之间位置，焊接有

前、后两个托辊支架Ⅰ，每个托辊支架Ⅱ和与其相邻的一个托辊支架Ⅰ之间，以及两个托辊支

架Ⅰ之间，各安装一个托辊，每个托辊的两端，分别用两件压板压紧，由两组螺栓Ⅴ固定，安

装在每个托辊支架Ⅱ和与其相邻的一个托辊支架Ⅰ之间的托辊，其右侧设有每件胶皮Ⅱ，每

件胶皮Ⅱ均由一组沉头内六方螺栓固定在左架体上，在左架体外表面的下部，前侧、后侧及

左侧各安装有一件胶皮Ⅰ，该3件胶皮Ⅰ均通过一组螺栓Ⅱ固定在左架体上，左架体的2个上

安装架、2个托辊支架Ⅰ、2个托辊支架Ⅱ、2个平行托辊安装座、2件挡板、2件胶皮Ⅱ分别关于

左架体的中心线对称；所述左架体及右架体的前、后两侧外表面上，中间位置，分别焊接4个

线管。

[0006] 本发明所述每个平行托辊安装座由热轧钢板折成的槽型钢构成，槽型钢上端开有

“﹁”型槽，下端开有一道直槽；所述4个上安装架均由方管构成，4个方管的一端切斜角，焊

接在左架体和右架体上的前面和后面位置，并且每个方管与位于它上方，安装在每个托辊

支架Ⅱ和与其相邻的一个托辊支架Ⅰ之间的托辊平行，4个方管的另一端均设有通孔，分别

安装4个调心托辊，该4个调心托辊分别垂直于安装在其相邻同侧托辊支架Ⅱ和托辊支架Ⅰ

之间的托辊，并且该4个调心托辊中间点分别高于安装在其相邻同侧托辊支架Ⅱ和托辊支

架Ⅰ之间的托辊上表面。

[0007] 本发明的挡风帘组件由联接板、一定数量的弹垫、若干条铁链、风筒布、若干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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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和若干个拉铆钉组成，在联接板上部，钻有一排小孔，每个小孔上挂有一个弹垫，每条铁

链通过每个小孔处的弹垫与联接板连接，每相邻两条铁链相互之间用多个弹垫连接，使若

干条铁链编织成网状，风筒布通过若干对平垫和若干个拉铆钉与若干条铁链压紧，联接板

的上部为帘轴，帘轴两端分别安装在两个轨道里侧的凹槽上。

[0008] 本发明的储气罐由罐体、3个管箍、接头座Ⅱ、接头座Ⅲ、单向阀、球阀和4个支腿组

成，罐体顶部、右侧及底部三个位置的中间部位各开一个孔，此3个孔分别为储气罐的出气

口、进气口和排水口，所述储气罐的出气口、进气口和排水口处各焊接一个管箍，储气罐出

气口处的管箍上安装有一个接头座Ⅱ，储气罐进气口处的管箍上安装有一个接头座Ⅲ，在

接头座Ⅲ上安装有一个单向阀，单向阀位于罐体的内部，且接通方向指向罐体内，储气罐排

水口处的管箍上安装有一个球阀，罐体底部四个角落各焊接一个支腿；储气罐的出气口经

接头座Ⅱ，通过高压胶管与主架体上的接头座Ⅰ相连，储气罐的进气口经接头座Ⅲ连接气

源。

[0009] 本发明的控制箱由控制箱箱体、若干组螺栓Ⅹ、单控气控阀Ⅰ、单控气控阀Ⅱ、单控

气控阀Ⅲ、10个快插接头Ⅱ、6个堵头、两个消音器、快插三通Ⅰ、快插三通Ⅱ、快插三通Ⅲ和

快插四通组成，控制箱箱体上设有安装螺孔，单控气控阀Ⅰ、单控气控阀Ⅱ、单控气控阀Ⅲ均

通过一组螺栓Ⅹ固定在控制箱箱体的安装螺孔上，单控气控阀Ⅰ其“P”端口、“A”端口、“Z”端

口各安装一个快插接头Ⅱ，其“B”端口、“R”端口和“S”端口各安装一个堵头，单控气控阀Ⅱ

其“P”端口、“B”端口、“Z”端口各安装一个快插接头Ⅱ，其“A”端口、“R”端口和“S”端口各安

装一个堵头,单控气控阀Ⅲ其“P”端口、“A”端口、“B”端口、“Z”端口各安装一个快插接头Ⅱ，

其“R”端口、“S”端口各安装一个消音器，单控气控阀Ⅰ其“A”端口通过PU管，经其端口上安装

的快插接头Ⅱ与快插三通Ⅰ的“A”端口相连，单控气控阀Ⅱ其“B”端口通过PU管，经其端口上

安装的快插接头Ⅱ与快插三通Ⅱ的“B”端口相连，单控气控阀Ⅲ其“P”端口、“A”端口、“B”端

口通过PU管，分别经其各自端口上安装的快插接头Ⅱ与快插三通Ⅲ的“B”端口、快插三通Ⅰ

的“C”端口、快插三通Ⅱ的“C”端口相连，快插三通Ⅲ的“A”端口通过PU管与快插四通的“A”

端口相连，快插三通Ⅲ的“C”端口通过PU管与主架体上的接头座Ⅰ相连；电磁阀阀体Ⅰ通过PU

管，与控制箱内的单控气控阀Ⅱ“Z”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Ⅱ，以及快插四通的“B”端口相连；

防突预警装置的气路元件通过PU管穿过信号管、快插接头，与控制箱内的单控气控阀Ⅲ的

“Z”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Ⅱ，以及快插四通的的“D”端口相连；防突保护装置的气路元件通

过PU管，与控制箱内的单控气控阀Ⅰ“P”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Ⅱ，以及快插三通Ⅱ的“A”端口

相连；断电保护装置的气路元件通过PU管，与控制箱内的单控气控阀Ⅰ“Z”端口安装的快插

接头Ⅱ、单控气控阀Ⅱ“P”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Ⅱ、快插三通Ⅰ的“B”端口，以及快插四通的

“C”端口相连。

[0010] 本发明的电磁阀阀体Ⅰ（18），其“P”端口和“A”端口分别连接快插接头Ⅲ和快插接

头Ⅳ，其“S”端口和“R”端口分别连接消音器Ⅱ和一个堵头Ⅱ，其“B”端口连接另一个堵头

Ⅱ；电磁阀阀体Ⅰ“P”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Ⅲ通过PU管与控制箱内的快插四通的“B”端口相

连，电磁阀阀体Ⅰ“A”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Ⅳ通过PU管，与控制箱内的单控气控阀Ⅱ“Z”端口

安装的快插接头Ⅱ相连。

[0011] 本发明所述的防突预警装置由预警窗和调节窗组成，所述的预警窗和调节窗均为

不锈钢材质，预警窗安装于风门墙墙体预留洞的进风口处，调节窗安装于风门墙墙体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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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的出风口处；所述的预警窗由预警窗框、快插接头Ⅰ、电磁阀阀体Ⅲ、螺栓Ⅸ、快插弯头Ⅳ、

快插弯头Ⅲ、消音器Ⅲ、两个堵头Ⅲ、防逆板、转轴Ⅲ、挡风板、限位角钢、配重、磁铁Ⅲ和螺

栓Ⅷ组成，预警窗框的内框右侧框体是有一个空腔，在该空腔的右上部后侧壁上设有螺孔，

此螺孔处安装有快插接头Ⅰ，在该空腔的内部左上部位置设有电磁阀阀体Ⅲ，电磁阀阀体Ⅲ

用螺栓Ⅸ固定在预警窗框内框上，电磁阀阀体Ⅲ其“P”端口和“B”端口分别安装快插弯头Ⅳ

和快插弯头Ⅲ，其“S”端口安装消音器Ⅲ，其“A”端口和“R”端口各安装一个堵头Ⅲ，预警窗

框的内框左侧框体中是有防逆板，防逆板通过转轴Ⅲ活动连接在预警窗框的内框左侧框体

中，在预警窗框内框上部，防逆板的外侧迎风一侧焊接有挡风板，在预警窗框内框下部，防

逆板的外侧迎风一侧焊接有限位角钢，防逆板在转轴Ⅲ以上部位的内部填充有配重，并且

防逆板在转轴Ⅲ以下部位的重量，重于防逆板在转轴Ⅲ以上部位以及配重的重量，防逆板

右上部有磁铁Ⅲ，磁铁Ⅲ用螺栓Ⅶ固定在防逆板内部，并且位置与电磁阀阀体Ⅲ相对应；所

述的调节窗由调节窗框、滑道、固定窗、推拉窗、推拉角钢和限位块组成，调节窗框内框四周

均焊接有滑道，在调节窗框内框左侧焊接有固定窗，在调节窗框内框右侧，固定窗外侧，滑

道中安装有推拉窗，推拉窗外侧面右部的中间位置焊接有推拉角钢，调节窗框内框下部的

滑道中，右端位置设置有限位块；所述防突预警装置其预警窗框上的快插接头Ⅰ通过信号管

与主架体上的快插接头相连；防突预警装置预警窗上电磁阀阀体Ⅲ“B”端口上安装的快插

弯头Ⅲ，通过PU管穿过快插接头Ⅰ、信号管、快插接头，与控制箱内的单控气控阀Ⅲ“Z”端口

安装的快插接头Ⅱ相连，防突预警装置预警窗上电磁阀阀体Ⅲ“P”端口安装的快插弯头Ⅳ，

通过PU管穿过快插接头Ⅰ、信号管、快插接头与控制箱内的快插四通的“D”端口相连。

[0012] 本发明所述的防突保护装置由气缸Ⅰ、单耳底座、调节阀Ⅱ、调节阀Ⅰ、Y型接头、门

框架、转轴Ⅱ、底座、磁铁Ⅰ、销轴Ⅱ、耐磨胶皮、沉头内六方螺栓Ⅱ和防松螺母组成，气缸Ⅰ底

端安装单耳底座，气缸Ⅰ前端盖、后端盖上分别安装调节阀Ⅱ、调节阀Ⅰ，气缸Ⅰ的活塞杆与Y

型接头相连，门框架上端焊接转轴Ⅱ，门框架右侧面中间靠上位置焊接底座，底座上方安装

磁铁Ⅰ，底座与Y型接头之间用销轴Ⅱ相铰接，门框架左侧面安装耐磨胶皮，耐磨胶皮通过沉

头内六方螺栓Ⅱ和防松螺母与门框架连接在一起，耐磨胶皮其下端呈梯形槽形状；防突保

护装置通过门框架上端焊接的转轴Ⅱ安装在两个轴套之间，另外，防突保护装置的气缸Ⅰ通

过气缸Ⅰ底端的单耳底座和销轴Ⅰ与主架体相铰接；防突保护装置上气缸Ⅰ上安装的调节阀Ⅰ

通过PU管，与控制箱内的单控气控阀Ⅰ“P”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Ⅱ相连，防突保护装置上气

缸Ⅰ上安装的调节阀Ⅱ通过PU管，与控制箱内的快插三通Ⅱ的“A”端口与相连。

[0013] 本发明所述的断电保护装置由气缸Ⅱ、调节阀Ⅲ、调节阀Ⅳ、气缸脚架、锁母、电磁

阀阀体Ⅱ、快插弯头Ⅱ、快插弯头Ⅰ、消音器Ⅳ、两个堵头Ⅳ、壳体、Y型接头Ⅱ、磁铁Ⅱ、两个

固定座、两个槽轮和两件螺栓Ⅶ组成，气缸Ⅱ的上端、下端端盖上分别安装调节阀Ⅲ、调节

阀Ⅳ，气缸脚架上设有气缸安装孔和电磁阀阀体安装孔，气缸Ⅱ上端通过气缸脚架上的气

缸安装孔用锁母固定到气缸脚架上，电磁阀阀体Ⅱ安装在气缸脚架的电磁阀阀体安装孔

处，电磁阀阀体Ⅱ其 “P”  端口、“A”  端口分别安装快插弯头Ⅱ和快插弯头Ⅰ，其“R”端口安

装消音器Ⅳ，其“S”端口、“B”端口各安装一个堵头Ⅳ，气缸脚架焊接固定在壳体上，气缸Ⅱ

的活塞杆上安装Y型接头Ⅱ，气缸Ⅱ的活塞杆与Y型接头Ⅱ之间固定有磁铁Ⅱ，Y型接头Ⅱ的

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焊接在壳体上的固定座，每个槽轮用每件螺栓Ⅶ固定在每个固定座上；

断电保护装置上电磁阀阀体Ⅱ“P”端口安装的快插弯头Ⅱ通过PU管与控制箱内的快插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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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C”端口相连，断电保护装置上电磁阀阀体Ⅱ“A”端口安装的快插弯头Ⅰ通过PU管，与控制

箱内的单控气控阀Ⅰ“Z”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Ⅱ相连，断电保护装置上气缸Ⅱ上安装的调节

阀Ⅲ通过PU管，与控制箱内的单控气控阀Ⅱ“P”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Ⅱ相连，断电保护装置

上气缸Ⅱ上安装的调节阀Ⅳ通过PU管，与控制箱内的快插三通Ⅰ的“B”端口与相连。

[0014] 本发明的优点是：1）该皮带过风门墙控风、防突保护装置采取多层密封，全方位减

少漏风，无论皮带运转与否，隔断面积达95%以上，可有效减少煤尘的产生，提高通防供风的

安全性；2）该皮带过风门墙控风、防突保护装置配有防突预警装置，在满足风量调节的同

时，还有防突预警的功能；3）该皮带过风门墙控风、防突保护装置配有防突保护装置，当防

突预警装置感应到瓦斯突出征兆时，可以使皮带机自动断电，同时激发防突保护装置动作，

自动隔断过墙通道；当风流恢复正常时，防突保护装置自动恢复到原来状态，皮带机解锁，

人工复位后，皮带机可正常运转；4）该皮带过风门墙控风、防突保护装置配备储能装置，在

压风停风时，8小时内仍能保证防突保护装置正常运行；5）该皮带过风门墙控风、防突保护

装置预留有喷雾装置安装位置，可根据需求确定是否安装喷雾装置；6）该皮带过风门墙控

风、防突保护装置具有防突功能，采用纯气动控制，属于本质安全型，不使用电控类元件或

装置。

[0015] 总之，该皮带过风门墙控风、防突保护装置既能实现皮带机正常通过风门墙，又能

隔断皮带洞的风流，在瓦斯突出时，能够迅速侦测突出信号，并且使皮带机断电，自动开启

防突保护装置，阻止瓦斯向相邻巷道扩散，在突出危险解除后，防突保护装置能自动恢复到

原来状态，有效地节省了工人成本，风流隔断效果好，减少了煤尘的产生，保障了通防供风

的安全。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安装结构示意图（含风门墙及皮带机连接部件）；

图2是本发明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的右视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图5是主架体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图6是主架体的右视结构示意图；

图7是挡风帘组件的主视放大结构示意图；

图8是防突保护装置的主视放大结构示意图；

图9是储气罐的主视放大结构示意图；

图10是断电保护装置的主视放大结构示意图；

图11是图10的C-C线剖视图；

图12是防突预警装置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图13是预警窗的主视放大结构示意图；

图14是图13的A-A线剖视图；

图15是调节窗的主视放大结构示意图；

图16是图15的B-B线剖视图；

图17是控制箱及其他气动控制部件的气路关系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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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是图5的Ⅰ部放大示意图；

图19是图13的Ⅱ部放大示意图。

[0017] 图中：135、纵梁；136、H架；137、三联辊。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如图1-19所示，本皮带过风门墙控风、防突自动保护装置，其特征是：由主架体1、

两个轨道9、挡风帘组件8、两个轴套10、防突保护装置11、销轴Ⅰ12、两台断电保护装置4、钢

丝绳6、控制箱13、电磁阀阀体Ⅰ18、接头座Ⅰ38、快插接头39、防突预警装置2、信号管3、储气

罐7和高压胶管5组成，主架体1左侧设有前、后两个轨道9，每个轨道9的里侧设有凹槽116，

挡风帘组件8的上部两端分别安装在两个轨道9里侧的凹槽116上，并且可在该两个凹槽116

上转动，挡风帘组件8随之摆动，主架体1右侧设有前、后两个轴套10，防突保护装置11安装

在两个轴套10之间，并且可绕着两个轴套10旋转，防突保护装置11的气缸通过销轴Ⅰ12与主

架体1相铰接，主架体1前、后两侧各设有一台断电保护装置4，两台断电保护装置4的位置关

于主架体1中心对称，两台断电保护装置4通过钢丝绳6与皮带机上的拉绳开关124相连，控

制箱13位于主架体1右侧上部位置，主架体1内的右侧上部安装有电磁阀阀体Ⅰ18，主架体1

上部右前侧位置设有接头座Ⅰ38和快插接头39，电磁阀阀体Ⅰ18、接头座Ⅰ38和快插接头39均

与控制箱13内部气路管路相连，防突预警装置2安装于风门墙墙体125上，通过信号管3与主

架体1上的快插接头39相连，防突预警装置2的气路元件通过PU管，穿过信号管3、快插接头

39，与控制箱13内部气路管路相连，防突保护装置11和两台断电保护装置4的气路元件均与

控制箱13内部气路管路相连，储气罐7的出气口通过高压胶管5与主架体1上的接头座Ⅰ38相

连，储气罐7的进气口连接气源。

[0019] 如图1-6所示，所述的主架体1由左架体14、右架体21、螺栓Ⅰ16、螺母17、两个喷雾

装置安装环15、两件密封框37、螺栓Ⅲ33、气缸保护壳19、气缸座20、4个上安装架23、两个下

安装架25、8个调心托辊22、4个平行托辊安装座24、4件挡板34、4组螺栓Ⅳ35、4个平行托辊

28、4个托辊支架Ⅱ36、4个托辊支架Ⅰ29、6个托辊30、12件压板41、12组螺栓Ⅴ40、4件胶皮Ⅱ

32、4组沉头内六方螺栓31、6件胶皮Ⅰ26、6组螺栓Ⅱ27和4个线管126组成，主架体1的左侧和

右侧分别是左架体14和右架体21，左架体14和右架体21之间通过螺栓Ⅰ16和螺母17连接在

一起，在左架体14内的上部右侧位置焊接有两个喷雾装置安装环15，在左架体14内的上部

前、后两侧位置各焊接有一件密封框37，在右架体21内的上部左侧位置安装有电磁阀阀体Ⅰ

18，在右架体21的外面顶部右侧位置，通过螺栓Ⅲ33固定有气缸保护壳19，气缸保护壳19内

有气缸座20，防突保护装置11的气缸通过销轴Ⅰ12，与右架体21气缸保护壳19内的气缸座20

相铰接，接头座Ⅰ38和快插接头39安装在右架体21的上部右前侧位置；在右架体21的右侧中

部，前面和后面位置各焊接有一个上安装架23，在右架体21内的右侧下部焊接有一个下安

装架25，右架体21的两个上安装架23上，各安装有一个调心托辊22，右架体21内的一个下安

装架25上，共安装有两个调心托辊22，在右架体21内的右侧下部，两个上安装架23与一个下

安装架25之间靠下的位置，焊接前、后两个平行托辊安装座24，每个平行托辊安装座24的外

侧安装有一件挡板34，并由一组螺栓Ⅳ35固定，该两个平行托辊安装座24之间安装上、下两

个平行托辊28，在右架体21内的右侧，两个上安装架23的上方左侧位置，各焊接有一个托辊

支架Ⅱ36，该两个托辊支架Ⅱ36之间位置，焊接有前、后两个托辊支架Ⅰ29，每个托辊支架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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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和与其相邻的一个托辊支架Ⅰ29之间，以及两个托辊支架Ⅰ29之间，各安装一个托辊30，每

个托辊30的两端，分别用两件压板41压紧，由两组螺栓Ⅴ40固定，安装在每个托辊支架Ⅱ36

和与其相邻的一个托辊支架Ⅰ29之间的托辊30，其左侧设有每件胶皮Ⅱ32，每件胶皮Ⅱ32均

由一组沉头内六方螺栓31固定在右架体21上，在右架体21外表面的下部，前侧、后侧及右侧

各安装有一件胶皮Ⅰ26，该3件胶皮Ⅰ26均通过一组螺栓Ⅱ27固定在右架体21上，右架体21的

2个上安装架23、2个托辊支架Ⅰ29、2个托辊支架Ⅱ36、2个平行托辊安装座24、2件挡板34、2

件胶皮Ⅱ32分别关于右架体21的中心线对称；在左架体14的左侧中部，前面和后面位置各

焊接有一个上安装架23，在左架体14内的左侧下部焊接有一个下安装架25，左架体14的两

个上安装架23上，各安装有一个调心托辊22，左架体14内的一个下安装架25上，共安装有两

个调心托辊22，在左架体14内的左侧下部，两个上安装架23与一个下安装架25之间靠下的

位置，焊接前、后两个平行托辊安装座24，每个平行托辊安装座24的外侧安装有一件挡板

34，并由一组螺栓Ⅳ35固定，该两个平行托辊安装座24之间安装上、下两个平行托辊28，在

左架体14内的左侧，两个上安装架23的上方右侧位置，各焊接有一个托辊支架Ⅱ36，该两个

托辊支架Ⅱ36之间位置，焊接有前、后两个托辊支架Ⅰ29，每个托辊支架Ⅱ36和与其相邻的

一个托辊支架Ⅰ29之间，以及两个托辊支架Ⅰ29之间，各安装一个托辊30，每个托辊30的两

端，分别用两件压板41压紧，由两组螺栓Ⅴ40固定，安装在每个托辊支架Ⅱ36和与其相邻的

一个托辊支架Ⅰ29之间的托辊30，其右侧设有每件胶皮Ⅱ32，每件胶皮Ⅱ32均由一组沉头内

六方螺栓31固定在左架体14上，在左架体14外表面的下部，前侧、后侧及左侧各安装有一件

胶皮Ⅰ26，该3件胶皮Ⅰ26均通过一组螺栓Ⅱ27固定在左架体14上，左架体14的2个上安装架

23、2个托辊支架Ⅰ29、2个托辊支架Ⅱ36、2个平行托辊安装座24、2件挡板34、2件胶皮Ⅱ32分

别关于左架体14的中心线对称；所述左架体14及右架体21的前、后两侧外表面上，中间位

置，分别焊接4个线管126。

[0020] 如图3、4、6所示，所述每个平行托辊安装座24由热轧钢板折成的槽型钢构成，槽型

钢上端开有“﹁”型槽，下端开有一道直槽；所述4个上安装架23均由方管构成，4个方管的一

端切斜角，焊接在左架体14和右架体21上的前面和后面位置，并且每个方管与位于它上方，

安装在每个托辊支架Ⅱ36和与其相邻的一个托辊支架Ⅰ29之间的托辊30平行，4个方管的另

一端均设有通孔，分别安装4个调心托辊22，该4个调心托辊22分别垂直于安装在其相邻同

侧托辊支架Ⅱ36和托辊支架Ⅰ29之间的托辊30，并且该4个调心托辊22中间点分别高于安装

在其相邻同侧托辊支架Ⅱ36和托辊支架Ⅰ29之间的托辊30上表面。

[0021] 如图2、4、7所示，挡风帘组件8由联接板48、一定数量的弹垫52、若干条铁链53、风

筒布51、若干对平垫50和若干个拉铆钉49组成，在联接板48上部，钻有一排小孔，每个小孔

上挂有一个弹垫52，每条铁链53通过每个小孔处的弹垫52与联接板48连接，每相邻两条铁

链53相互之间用多个弹垫52连接，使若干条铁链53编织成网状，风筒布51通过若干对平垫

50和若干个拉铆钉49与若干条铁链53压紧，联接板48的上部为帘轴139，帘轴139两端分别

安装在两个轨道9里侧的凹槽116上，并且可在该两个凹槽116上滚动转动，挡风帘组件8随

之摆动。

[0022] 如图1、9所示，储气罐7由罐体73、3个管箍68、接头座Ⅱ67、接头座Ⅲ70、单向阀69、

球阀72和4个支腿71组成，罐体73顶部、右侧及底部三个位置的中间部位各开一个孔，此3个

孔分别为储气罐7的出气口、进气口和排水口，所述储气罐7的出气口、进气口和排水口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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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一个管箍68，储气罐7出气口处的管箍68上安装有一个接头座Ⅱ67，储气罐7进气口处

的管箍68上安装有一个接头座Ⅲ70，在接头座Ⅲ70上安装有一个单向阀69，单向阀69位于

罐体73的内部，且接通方向指向罐体73内，储气罐7排水口处的管箍68上安装有一个球阀

72，罐体73底部四个角落各焊接一个支腿71；储气罐7的出气口经接头座Ⅱ67，通过高压胶

管5与主架体1上的接头座Ⅰ38相连，储气罐7的进气口经接头座Ⅲ70连接气源。

[0023] 如图1-3、图5、图6、图17所示，控制箱13由控制箱箱体120、若干组螺栓Ⅹ121、单控

气控阀Ⅰ110、单控气控阀Ⅱ114、单控气控阀Ⅲ119、10个快插接头Ⅱ115、6个堵头109、两个

消音器111、快插三通Ⅰ112、快插三通Ⅱ113、快插三通Ⅲ118和快插四通117组成，控制箱箱

体120上设有安装螺孔，单控气控阀Ⅰ110、单控气控阀Ⅱ114、单控气控阀Ⅲ119均通过一组

螺栓Ⅹ121固定在控制箱箱体120的安装螺孔上，单控气控阀Ⅰ110其“P”端口、“A”端口、“Z”

端口各安装一个快插接头Ⅱ115，其“B”端口、“R”端口和“S”端口各安装一个堵头109，单控

气控阀Ⅱ114其“P”端口、“B”端口、“Z”端口各安装一个快插接头Ⅱ115，其“A”端口、“R”端口

和“S”端口各安装一个堵头109,单控气控阀Ⅲ119其“P”端口、“A”端口、“B”端口、“Z”端口各

安装一个快插接头Ⅱ115，其“R”端口、“S”端口各安装一个消音器111，单控气控阀Ⅰ110其

“A”端口通过PU管，经其端口上安装的快插接头Ⅱ115与快插三通Ⅰ112的“A”端口相连，单控

气控阀Ⅱ114其“B”端口通过PU管，经其端口上安装的快插接头Ⅱ115与快插三通Ⅱ113的

“B”端口相连，单控气控阀Ⅲ119其“P”端口、“A”端口、“B”端口通过PU管，分别经其各自端口

上安装的快插接头Ⅱ115与快插三通Ⅲ118的“B”端口、快插三通Ⅰ112的“C”端口、快插三通

Ⅱ113的“C”端口相连，快插三通Ⅲ118的“A”端口通过PU管与快插四通117的“A”端口相连，

快插三通Ⅲ118的“C”端口通过PU管与主架体1上的接头座Ⅰ38相连；电磁阀阀体Ⅰ18通过PU

管，与控制箱13内的单控气控阀Ⅱ114“Z”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Ⅱ115，以及快插四通117的

“B”端口相连；防突预警装置2的气路元件通过PU管穿过信号管3、快插接头39，与控制箱13

内的单控气控阀Ⅲ119的“Z”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Ⅱ115，以及快插四通的117的“D”端口相

连；防突保护装置11的气路元件通过PU管，与控制箱13内的单控气控阀Ⅰ110“P”端口安装的

快插接头Ⅱ115，以及快插三通Ⅱ113的“A”端口相连；断电保护装置4的气路元件通过PU管，

与控制箱13内的单控气控阀Ⅰ110“Z”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Ⅱ115、单控气控阀Ⅱ114“P”端口

安装的快插接头Ⅱ115、快插三通Ⅰ112的“B”端口，以及快插四通117的“C”端口相连。

[0024] 如图2、3、5、17、18所示，电磁阀阀体Ⅰ18，其“P”端口和“A”端口分别连接快插接头

Ⅲ128和快插接头Ⅳ130，其“S”端口和“R”端口分别连接消音器Ⅱ129和一个堵头Ⅱ127，其

“B”端口连接另一个堵头Ⅱ127；电磁阀阀体Ⅰ18“P”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Ⅲ128通过PU管与

控制箱13内的快插四通117的“B”端口相连，电磁阀阀体Ⅰ18“A”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Ⅳ130

通过PU管，与控制箱13内的单控气控阀Ⅱ114“Z”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Ⅱ115相连。

[0025] 如图1、图3、图6、图12-17、图19所示，所述的防突预警装置2由预警窗88和调节窗

89组成，所述的预警窗88和调节窗89均为不锈钢材质，预警窗88安装于风门墙墙体125预留

洞的进风口处，调节窗89安装于风门墙墙体125预留洞的出风口处；所述的预警窗88由预警

窗框92、快插接头Ⅰ96、电磁阀阀体Ⅲ95、螺栓Ⅸ99、快插弯头Ⅳ98、快插弯头Ⅲ97、消音器Ⅲ

131、两个堵头Ⅲ132、防逆板90、转轴Ⅲ91、挡风板101、限位角钢102、配重100、磁铁Ⅲ93和

螺栓Ⅷ94组成，预警窗框92的内框右侧框体是有一个空腔138，在该空腔138的右上部后侧

壁上设有螺孔，此螺孔处安装有快插接头Ⅰ96，在该空腔138的内部左上部位置设有电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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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体Ⅲ95，电磁阀阀体Ⅲ95用螺栓Ⅸ99固定在预警窗框92内框上，电磁阀阀体Ⅲ95其“P”端

口和“B”端口分别安装快插弯头Ⅳ98和快插弯头Ⅲ97，其“S”端口安装消音器Ⅲ131，其“A”

端口和“R”端口各安装一个堵头Ⅲ132，预警窗框92的内框左侧框体中是有防逆板90，防逆

板90通过转轴Ⅲ91活动连接在预警窗框92的内框左侧框体中，在预警窗框92内框上部，防

逆板90的外侧迎风一侧焊接有挡风板101，在预警窗框92内框下部，防逆板90的外侧迎风一

侧焊接有限位角钢102，防逆板90在转轴Ⅲ91以上部位的内部填充有配重100，并且防逆板

90在转轴Ⅲ91以下部位的重量，重于防逆板90在转轴Ⅲ91以上部位以及配重100的重量，并

且是略重于防逆板90在转轴Ⅲ91以上部位以及配重100的重量，防逆板90右上部有磁铁Ⅲ

93，磁铁Ⅲ93用螺栓Ⅶ94固定在防逆板90内部，并且位置与电磁阀阀体Ⅲ95相对应；所述的

调节窗89由调节窗框104、滑道108、固定窗103、推拉窗105、推拉角钢106和限位块107组成，

调节窗框104内框四周均焊接有滑道108，在调节窗框104内框左侧焊接有固定窗103，在调

节窗框104内框右侧，固定窗103外侧，滑道108中安装有推拉窗105，推拉窗105外侧面右部

的中间位置焊接有推拉角钢106，调节窗框104内框下部的滑道108中，右端位置设置有限位

块107；所述防突预警装置2其预警窗框92上的快插接头Ⅰ96通过信号管3与主架体1上的快

插接头39相连；防突预警装置2预警窗88上电磁阀阀体Ⅲ95“B”端口上安装的快插弯头Ⅲ

97，通过PU管穿过快插接头Ⅰ96、信号管3、快插接头39，与控制箱13内的单控气控阀Ⅲ119

“Z”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Ⅱ115相连，防突预警装置2预警窗88上电磁阀阀体Ⅲ95“P”端口安

装的快插弯头Ⅳ98，通过PU管穿过快插接头Ⅰ96、信号管3、快插接头39与控制箱13内的快插

四通117的“D”端口相连。

[0026] 如图2、3、5、8、17所示，所述的防突保护装置11由气缸Ⅰ56、单耳底座54、调节阀Ⅱ

57、调节阀Ⅰ55、Y型接头58、门框架62、转轴Ⅱ59、底座61、磁铁Ⅰ60、销轴Ⅱ66、耐磨胶皮65、

沉头内六方螺栓Ⅱ63和防松螺母64组成，气缸Ⅰ56底端安装单耳底座54，气缸Ⅰ56前端盖、后

端盖上分别安装调节阀Ⅱ57、调节阀Ⅰ55，气缸Ⅰ56的活塞杆与Y型接头58相连，门框架62上

端焊接转轴Ⅱ59，门框架62右侧面中间靠上位置焊接底座61，底座61上方安装磁铁Ⅰ60，底

座61与Y型接头58之间用销轴Ⅱ66相铰接，门框架62左侧面安装耐磨胶皮65，耐磨胶皮65通

过沉头内六方螺栓Ⅱ63和防松螺母64与门框架62连接在一起，耐磨胶皮65是输送带剪切而

成，其下端呈梯形槽形状，与右架体21上安装的三个托辊30呈现的形状相同；防突保护装置

11通过门框架62上端焊接的转轴Ⅱ59安装在两个轴套10之间，并且可绕着两个轴套10旋

转，另外，防突保护装置11的气缸Ⅰ56通过气缸Ⅰ56底端的单耳底座54和销轴Ⅰ12与主架体1

相铰接；防突保护装置11上气缸Ⅰ56上安装的调节阀Ⅰ55通过PU管，与控制箱13内的单控气

控阀Ⅰ110“P”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Ⅱ115相连，防突保护装置11上气缸Ⅰ56上安装的调节阀

Ⅱ57通过PU管，与控制箱13内的快插三通Ⅱ113的“A”端口与相连。

[0027] 如图1、3、4、10、11、17所示，所述的断电保护装置4由气缸Ⅱ77、调节阀Ⅲ75、调节

阀Ⅳ78、气缸脚架74、锁母87、电磁阀阀体Ⅱ81、快插弯头Ⅱ80、快插弯头Ⅰ76、消音器Ⅳ134、

两个堵头Ⅳ133、壳体79、Y型接头Ⅱ84、磁铁Ⅱ82、两个固定座85、两个槽轮83和两件螺栓Ⅶ

86组成，气缸Ⅱ77的上端、下端端盖上分别安装调节阀Ⅲ75、调节阀Ⅳ78，气缸脚架74上设

有气缸安装孔和电磁阀阀体安装孔，气缸Ⅱ77上端通过气缸脚架74上的气缸安装孔用锁母

87固定到气缸脚架74上，电磁阀阀体Ⅱ81安装在气缸脚架74的电磁阀阀体安装孔处，电磁

阀阀体Ⅱ81其 “P”  端口、“A”  端口分别安装快插弯头Ⅱ80和快插弯头Ⅰ76，其“R”端口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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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音器Ⅳ134，其“S”端口、“B”端口各安装一个堵头Ⅳ133，气缸脚架74焊接固定在壳体79

上，气缸Ⅱ77的活塞杆上安装Y型接头Ⅱ84，气缸Ⅱ77的活塞杆与Y型接头Ⅱ84之间固定有

磁铁Ⅱ82，Y型接头Ⅱ84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焊接在壳体79上的固定座85，每个槽轮83用

每件螺栓Ⅶ86固定在每个固定座85上；断电保护装置4上电磁阀阀体Ⅱ81“P”端口安装的快

插弯头Ⅱ80通过PU管与控制箱13内的快插四通117的“C”端口相连，断电保护装置4上电磁

阀阀体Ⅱ81“A”端口安装的快插弯头Ⅰ76通过PU管，与控制箱13内的单控气控阀Ⅰ110“Z”端

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Ⅱ115相连，断电保护装置4上气缸Ⅱ77上安装的调节阀Ⅲ75通过PU管，

与控制箱13内的单控气控阀Ⅱ114“P”端口安装的快插接头Ⅱ115相连，断电保护装置4上气

缸Ⅱ77上安装的调节阀Ⅳ78通过PU管，与控制箱13内的快插三通Ⅰ112的“B”端口与相连。

[0028] 本皮带过风门墙控风、防突自动保护装置，防突保护装置11的气缸Ⅰ56的活塞杆伸

出时，防突保护装置11的防突保护功能开启；两台断电保护装置4的活塞杆伸出时，皮带机

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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