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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54) 发明名称 ：整宽度皮带拉伸夹具及卧式皮带拉伸试验机

图 1

(57) Abstract: Disclosed are a whole width belt tensile fixture and a horizontal belt tensile testing machine containing the fixture.
The fixture comprises a bracket, wedge-shaped slide plates (2) and holding blocks (3); the bracket comprises two vertical plates (1)
fixed perpendicular to the bottom plate, with the angle between the inner surface of the two vertical plates being a, and 13° ≤ a ≤
23° ; the two symmetrical wedge-shaped slide plates (2) are respectively mated with the inner surface of the two vertical plates, with
the inner surface of the two wedge-shaped slide plates being parallel to each other; the inner surface of wedge-shaped slide plate and
the holding block (3) are connected together via a dovetail slot and a dovetail strip; each inner surface of the holding blocks has a
：friction surface with net-shaped ：friction grain, a belt i s clamped between the two holding blocks, the width of the belt i s equivalent
to the height of the friction surface, and the range of the width of the friction surface L i s 240mm to 410mm. The testing machine has
a simple structure and easy operation. It only needs to be fixed on the ground, and one person i s able to complete the operation of
the entire test process, which enables the amount of labour for a detection test to be reduced significantly. In addition, it has the ad -
vantages of energy- saving, environment protection, safety and mobility, and low produc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costs.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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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整宽度皮带拉伸夹具及包括该夹具的卧式皮带拉伸试验机 ，该夹具包括支架 ，楔形滑板 （2 ) 和夹持块
( 3 ) ；所述支架包括两个垂直固定在底板上的立板 （1) ，两立板的内表面夹角为 α，并且 13。≤ ≤23。；两个

对称 的楔形滑板 （2 ) 分别匹配贴合在两立板 内表面上 ，该两楔形滑板 的内表面相互平行；每个楔形滑板 的
内表面与夹持块 （3 ) 之 间通过燕尾槽及燕尾条连接在一起 ；所述夹持块 的内表面带有 网状摩擦紋 的摩擦
面 ，两夹持块之间夹持有皮带，皮带宽度与摩擦面高度相当，摩擦面宽度 L 的范围是 240mm 410mm 。该试
验机结构简单，操纵方便，只需将该试验机 固定在地面上 ，一个人就能完成整个试验过程 的操作 ，能够大幅
度减少检测试验的劳动量；节能、环保、安全、可移动，制作成本和试验成本均很低 。



整宽度皮带拉伸夹具及卧式皮带拉伸试验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及矿用整块度皮带检测设备的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整宽度皮带拉

伸夹具及卧式皮带拉伸试验机。

背景技术

[0002] 在材料拉伸试验领域，必须可靠夹持试禅，防止打滑动，才能准确求取材料的抗拉

强度、屈服强度、延伸率、残余应力、弹性模量等技术參数。已有的夹具有如下缺点：

对于煤矿领域来说，皮带的机械性能要说求较高，现有的试验机很难应对， 现有的试验机由

于其本身的设计缺陷，基本不能做破断试验，不能完成对矿用皮带的完全检测。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整宽度皮带拉伸夹具及卧

式皮带拉伸试验机。

[0004] 本发明釆用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其 111 的：一种整宽度皮带拉伸夹具，含有支架，楔

形滑板和夹持块，所述支架包括两个垂直固定在底板 .... 的立板，两立板的内表面夹角为 ,

并且 13 ° 《 α 《23。，两个对称的禊形滑板分别匹配贴合在两立板内表面 .. ..匕 并且该两楔

形滑板的内表面相互平行；每个禊形滑板的内表面与夹持块之间通过竖向设置的燕尾槽及燕

尾条配合结构连接在一起；所述的夹持块的内表面是带有网状劇 察紋的摩擦面，两夹持块之

间夹持有皮带，皮带宽度与靡擦面高度相当，摩檫面宽 L 的范围是 240mn ！〜 410ram 。

[0005] 两立板的内表面夹角 ，满足 15 ° 《 《20。，并且摩擦面宽度 L 的长度是 340mm

所述 形滑块和 或夹持块的下部设置有滑动机构。

[0006] 所述滑动机构是在禊形滑块和/或夹持块的下部设置滑槽并安装有铜球或滚柱。

[0007] 两侧立板的外表面.....1:：分别固定有支撑筋，或者两侧立板的..... 部困定有连接板。

[0008】一种卧式皮带拉伸试验机，包括基座，拉伸夹具，动力装置，基座 ....1: 同时安装有位

于左侧的固定拉伸夹具和位于右侧的活动拉伸夹具 .，活动拉伸夹具的右侧基座上设置支架并

安装有动力装置，该动力装置的左端设置有固定在基座上的支座，动力装 与该支座之间通

过压力传感器连接，动力装置的右端推杆 .....匕垂直 定有承力顶板，该承力顶板的两侧通过对

称的拉杆与活动支架的两侧连接；所述固定拉伸夹具和活动拉伸夹具分别包括支架，禊形滑

板和夹持块，其中支架包括两个垂直固定在底板上的立板，两立板的内表面夹角为 ，并且

13 ° 23 ° ，两个对称的楔形滑板分别匹配贴合在两立板内表面上，并且该两楔形滑板



的内表面相互平行；每个襖 形滑板 的内表面 与夹持块之间通过竖 向设 置的燕尾槽 及燕尾条配

合结构连接在一-起 ；所述的夹持块的内表面是带有 网状摩檫紋的摩擦 面 ，摩檫面宽度 L 的范

围是 240nra！〜 410mn^

[0009] 固定支架和活动支架 的两侧立板 外 表面上分别 固定有支撑筋 ，或者两侧 立板 的上部

固定有连接板。

[0010] 活动支架两侧支撑筋上设置有 安装孔 ，两侧 对称 的拉杆 的左端 固定安装 在 该 安装孔

中，两侧拉杆 的右端设置螺紋段并分别掘 入承 力顶板 的安装孔 中，两侧拉杆伸 出承 力顶板 孔

外的部分安装有调节螺帽。

[0011] 所述的动力装置为千斤顶 、或者液】五缸、或者为气缸 ,

[0012] 所述 的动力装置、压力传 感器 .、固定皮带拉伸 夹具 和移动 皮 带拉伸夹具 的中心线位

于同 轴线上，所述的拉杆为两 个¾ 称分布在上述轴线的两侧》

[0013] 固定拉伸夹具和活动拉伸夹具的禊形滑块和/或夹持块 的下部设 有滑 动机 构 ，该滑

动机构是在楔形滑块 和/或夹持块的下部设置沟槽并安装有钢球或滚柱 。

[0014] 本发 明提供 的技术方案 的有益效 果在于：整宽度皮带拉伸 夹.具通 过合理 设计 两个 立

板 的夹角 的角度和摩擦板的宽度 ，能够实现对矿用皮 带的破断试验 。两立板 的 内表 面夹 角

13 " 《 。《23 ，以及摩攛面宽度 L 的范围 240mm 〜4 10 , 夹 持块 的网状 摩擦 紋 内表丽

能够给皮带整宽度提供最大 的夹持 力和摩擦 力。通过多次实验证明，该结构设计 既能满足在

拉伸的时候夹持块对皮带提供足够 的拉力保持其不滑动，又 能确保皮 带的局 部不被压坏而 影

响试验的迸行。

【0015] 该带夹角 的楔形滑板 的底部 安装有滚动机构 ，能够最大程度 的减 少禊 形 滑板 」底板

之间摩擦力，从而 降低摩擦 力对试验塘度 的千扰 。

[0016] 该卧式皮 带拉伸试验机通过动 力装 置推动承力 顶板 ，利用承力 顶板 的两 侧平 衡拉 动

拉杆，迸而驱动移动皮带拉伸 夹具，不再设计滑动轨道，简化 了结构 ，并且 能够 避 兔滑动 轨

遛直线度不好或者 因受力不平衡等因素对试验糈度 的影响，提高 了整个试验机 的可靠性 。

[0017] 该卧式皮带拉伸试 验机 中用來 支持传感器和动 力装置 的固定 支座 和所 述 的画定皮 带

拉伸夹具能够分别固定在各 自的底板上，从而能够无 1 度 的放大固定皮 带拉伸夹 具和移动皮

带拉伸央具之间的距萬，能够检测任何长度的矿用皮 带，从而扩展了该机 的检测 能力。

[0018] 传统拉力试验机，无论是立式还 是卧式试验机 ，均存在如下 缺 陷 ：机 器 都是 固定安

装式、机体重量大 、钳口短 、夹持力 小、有限空间小、制作成本和试验成本均很 高 。 .

[0019] 该机 结构简单，操 纵方便 ，只需将 该机 固定在她丽 .....匕 -一个 人就 能完成 整个 试验过



程 的操作，能够大幅度减少检测试验的劳动量。节能、环保、安全 、可移 动 ，制作成本和试

验成本均很低。

附图说明

[0020] 图 1 是本发明整宽度皮带拉伸夹具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图 2 是图 1 中夹持块的侧丽结构示窻图；

图 3 是图 2 的正面结构示意图；

图 4 是本发明卧式皮带拉伸I试验机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图 5 是图 4 的 C-C 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 6 是图 5 的 A A 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 7 是图 5 的 B-B 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标号 1 为立板，2 为襖形滑板 ，3 为夹持块，3 1 为燕尾条，32 为摩擦面，4 为

基座， 为拉杆，6 为动力装置， 为承力顶板， 为传感器， 为支座 ， 10 安装孔， 11 为

耳板 （支撑筋 〉， 12. 为支撑筋 ， 13 为固定底板， 14 活动底板， 1 为混凝土 .地面， 1 为预埋

螺检，17 为压力传感器支座， 18 为动力装置支架 ， 19 为 （导 向）滑槽，20 为钢球或滚柱，

2 1 为固定件 （螺栓固定或者焊接固定 ）。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 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迸一步详細描述

实施例一：參见图 1，图 2 , 國 3。一种整宽度皮带拉伸夹具，在底板 ..... 垂直固定两个立板

1, 两立板 1 的外表面不限定但 内表面倾斜并对称，两立板 1 的内表面倾斜 的夹角为 . ，并

且 13 ° 《 《23 。

[0023] 两个对称 的楔形滑板 分别匹配贴合在两立板 1 内表面上 ，从而两楔形滑板 2 的外

表面夹角也为 ，并.且 13 ° ¾ .《23 。该两楔形滑板 2 的内表而相互平行。

[0024 】每个襖形滑板 的内表面与夹持块 3 之间通过竖向设置的燕尾槽及燕尾条 3 1 配合结

构连接在 · 。所述的夹持块 3 的内表面是带有 网状摩擦纹的靡擦面 32, 两夹持块之 间夹

持有皮带，皮带宽度与靡檫面高度相当，靡擦面 32 宽度 L 的范围是 240mm 〜410mm。

[0025] 两侧立板 1 的外表丽 ..... 分别固定有支撑筋 12 ( 或者两侧立板 的 .....I二部固定有连接板 )。

[0026] 实施例二：参见图 1 , I I 2 , 图 3。—种整宽度皮带拉伸夹 具，夹 .具与 .实施例一相

同，不重述，不同的是，两立板 1 的内表面倾斜 的夹角为 并且 15 ° 《 《2 。从而

两楔形滑扳 2 的外表面夹角也为 α ，并. 15= 《 α 《20。。摩 察 3 1 面宽度 L 的范圈是

300mm, 或 340mm ，或 350mm 等。



[0027] 实施例三：附图未画。一种固定安装的整宽度皮带拉伸夹具 ，夹具与实施例一相

同，不重述，不同的是，直接将两立板 1 固定在拉伸试验机的基板 4 上, .

[0028] 实施例四：参见函 顯 2 , 图 3，图 6。一种画定安装的整宽度皮带拉伸夹具，夹

具与实施例一相同，不重述，本实施例是将夹具通过螺检固定或者烨接固定在拉伸试验机的

基板上，參见标号 2 1。图 6 中，所述澳形滑块 2 和 或夹 ¾ 的下部设置有滑动机构。该

滑动机构是在楔形滑块和/或夹持块的下部设置滑槽 19 并安装有钢球或滚柱 20。

[0029] 实施例五：參见 l ， 1 , I I 3 , III 4 , 图 5 , 6 , 图 7。― 种卧式皮带拉伸试验

机，钢筋混凝土地面 15 内预埋有螺裣 16，条形基座 固定在预埋螺检 1 .....匕 基座 16 上同

时安装有位于左侧的固定拉伸夹具和位于右侧的活动拉伸夹具 .，活动拉伸夹具的右侧基座 4

上设置支架 I S 并安装有动力装置 6 , 该动力装置为千斤顶、或者液压缸、或者为气缸。

[0030] 该动力装置 的左端设置有固定在基座 4 上的支座 9 和支座 17，支座 17 上國定安装

有压力传感器 8。动力装置 (5 的左端与压力传感 S 连接， 力传感器 的左端顶压在支座

9 上。

[0031 】动力装置 的右端推籽上垂直固定有承力顶板 7，该承力顶板 的两侧分别设置安装

孔。活动支架两恻 :板 （支撑筋）11 上设置有安装孔 10，两侧对称的拉杆 5 的左端固定安

装在该安装孔 中，两侧拉杆 5 的右端设 螺紋段并分别插入承力顶板 7 的安装孔 10 中，

两侧拉杆 伸出承力顶板孔外的部分安装有调节螺帽。

[0032] 在底扳上垂直固定两个立板 两立板 的外表面不限定但内表面倾斜并对称，两立

板 1 的内表面倾斜的夹角为 并且 1 《 《2 3。。 两个对称的楔形滑板 2 分别匹配贴

合在两立板 1 内表面上，从而两澳形滑板 2 的外表丽夹角也为 ，并且 13 。 ¾ α ¾Ξ23 。 。

该两楔形滑板 的内表面相互平行。每个襖形滑板 2 的内衰面与夹持块 3 之间通过竖向设置

的燕尾槽及燕尾条 32 配合结构连接在一起。所述的夹持块 3 的内表 面是带有网状摩擦纹的

摩擦丽 3 1，摩擦面 3 1 宽度 L 的范围是 240 〜 4 10 。

[0033] 两恻立板 1 的外表面上分别固定有支.撑筋 12 或者两侧立板的上部固定有连接板 ）。

所述的动力装置、 力传感器、固定皮带拉伸夹具和移动皮带拉伸夹具的中心线位于同一轴

线上，所述的拉杆为两个对称分布在上述轴线的两侧。所述懊形滑块 和域 夹持块 3 的下

部设置有滑动机构。该滑动机构是在禊形滑块和 或夹持块的下部设置滑槽 19 并安装有钢球

或滚柱 20。



1. ― 种整宽度皮带拉伸夹具，含有支架，禊形滑板和夹持块，其特征是：所述支架包括两

个垂直固定在底板...... 的.立板 ，两立板的内表面夹角为 α.，并且 13。 《 《23。，两个对称

的楔形滑板分别匹配贴合在两立板内表面 . , 并且该两楔形滑板的内表面相互平行；每个楔

形滑板的内表面与夹持块之间通过竖 向设置的燕尾槽及燕尾条配合结构连接在一起；所述的

夹持块的内表面是带有网状摩擦紋的摩擦面，两夹持块之间夹持有皮带，皮带宽度 与摩擦面

高度相当，靡擦面宽度 L 的范围是 240mn ！〜 4 1O 。

2.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整宽度皮带拉伸夹具，其特征是 .：两 板的内表面夹角 。，满足

15 ° 《 《20。，并且摩擦面宽度 L权的长度是 340ram„

3.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整宽度皮带拉伸夹具，其特征是：所述襖形滑块和/或夹持块的下

部设置有滑动机构。

4. 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整宽度皮带拉伸夹具，其特征是：所述滑动机构是在楔形滑块和/求
或夹持块的下部设置滑槽并安装有钢球或滚柱 。

5.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整宽度皮带拉伸夹具，其特征是：两侧立板的外表面上分别固定

有支撑筋，或者两侧立板的 ..... . 固定有连接板。

6. —种卧式皮带拉伸试验机，包括基座，抆伸夹具，动力装置 ，其特征是：基座上同时安

装有位于左侧的固定拉伸夹具和位于右侧的活动 沖夹具，活动拉伸夹具的右侧基座上设賈

支架并安装有动力装1'，该动力装置的左端设置有固定在基座上的支座，动力装置与该支座

之间通过压力传感器迹接，动力装置的右端推杆上垂直固定有承力顶板，该承力顶板的两侧

通过对称的拉杆与活动支架的两侧连接；所述固定拉伸夹具和活动拉伸夹具分别包括支架，

楔形滑板和夹持块，其中支架包括两个垂直固定在底板上的立板，两立板的内表面夹角为

α , 并且 13 《 《2 , 两个对称的楔形滑板分别匹ffi 贴合 两立板 内表面 ...匕 并且该

两楔形滑板的内表面相互平行；每个禊形滑板的内表面与夹持块之间通过竖向设置的燕尾槽

及燕尾条配合结构连接在一起；所述的夹持块的内表面是带有网状摩擦紋的摩擦面，摩擦面

宽度 L 的范围是 240nra！〜 410mm 。

7 . 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卧式皮带拉伸试验机，其特征是：固定支架和活动支架的两侧立

板外表丽上分别固定有支撑筋，或者两侧立板的上部画定有连接板。

8. 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 1 卜式皮带拉伸试验机，其特征是：活动支架两侧支撑筋 ... .1:：设置有

安装孔，两侧对称的拉杆的左端固定安装在该安装孔中，两恻拉杆的右端设置螺紋段并分别

插入承力顶板的安装孔中，两恻拉杆伸出承力顶板孔外的部分安装有调节螺帽。

9. 根据权利要求 所述的卧式皮带拉伸试验机，其特征是：所述的动力装置为千斤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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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液压缸、或者为气缸。

10. 根据权利要求 （所述的卧式皮 带拉伸试验机 ，其特征是 ：固定拉伸夹具和活 动拉伸夹具

的楔形滑块和/或夹.持块的下部设置有滑动机构 ，该滑动机构是在楔形滑块和 或夹持块 的下

部设置沟槽井安装有钢球或滚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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