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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胶带输送机技术参数的模拟加载测试

装置，包括测试台、机头部、机尾部和机身部；测

试台采用模拟加载方式，水平布置；机头部设有

两交流电动机，并安装有可拆卸的液力偶合器，

视测试时的要求装上或拆下液力偶合器，形成刚

性传动或分别传动；机尾部上的正齿轮也是视测

试要求而定，装上或拆下；机身部由固定机架与

吊架两部分组成，固定机架用来安装下托辊组和

测力装置，而吊架又由承载架和加载架两部分组

成，加载架是通过一组滑轮组吊起来的，承载架

是通过另一组滑轮组吊起来的；加载架钢丝绳上

装有一个拉力表；承载架钢丝绳上也装有一个拉

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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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胶带输送机技术参数的模拟加载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测试台、机头部、

机尾部和机身部；测试台采用模拟加载方式，水平布置；机头部设有两交流电动机，并安装

有可拆卸的液力偶合器，视测试时的要求装上或拆下液力偶合器，形成刚性传动或分别传

动；机尾部上的正齿轮也是视测试要求而定，装上或拆下；机身部由固定机架与吊架两部分

组成，固定机架用来安装下托辊组和测力装置，而吊架又由承载架和加载架两部分组成，加

载架是通过一组滑轮组吊起来的，承载架是通过另一组滑轮组吊起来的；加载架钢丝绳上

装有一个拉力表；承载架钢丝绳上也装有一个拉力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胶带输送机技术参数的模拟加载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刚性传动或分别传动是机头部设有两个驱动滚筒φ3、φ4，两个驱动滚筒φ3、φ4若由一对

正齿轮将其串联，则为刚性传动；拆除正齿轮，两交流电机分别驱动滚筒φ3、φ4，则为分别

传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胶带输送机技术参数的模拟加载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加载架的部分重量加在胶带上，加载量通过手摇卷筒和钢丝绳来调节。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胶带输送机技术参数的模拟加载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承载架的位置通过手摇卷筒和钢丝绳来调节。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胶带输送机技术参数的模拟加载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实际加载量=加载架总重-4倍拉力计显示值。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胶带输送机技术参数的模拟加载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在胶带

机机尾部驱动滚筒的两旁，一顺一倒的布置胶带拉力测量装置，并在机架一活动件上固定

一个压力传感器，在机尾处安装一个拉力传感器，通过胶带拉力测量装置、压力传感器和拉

力传感器的触头顶在胶带机上形成集中小载荷。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胶带输送机技术参数的模拟加载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集中小载荷所测得的载荷通过传感器获取数据是通过胶带拉力测量装置测试胶带运行速

度v对成组托辊阻力系数ώ 的影响；通过压力传感器测试成组托辊阻力系数ώ ；通过拉力

传感器测试胶带与胶带间摩擦系数，并由胶带拉力测量装置、压力传感器和拉力传感器将

所测得的数据传给二次仪表。

8.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胶带输送机技术参数的模拟加载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通过对变化量的运算检测出运行胶带时的各种技术参数包括成组托辊阻力系数ώ 的测

试、通过胶带拉力测量装置测试胶带运行速度v对成组托辊阻力系数ώ 的影响测试、通过

拉力传感器测试胶带与胶带间摩擦系数的测试和胶带与胶带间的摩擦系数μ’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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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带输送机技术参数测试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到一种胶带输送机的装置，具体涉及一种胶带输送机的技术参数内的

测试装置；主要用于对胶带输送机各种技术参数进行测试，从而方便对胶带输送机的控制。

[0002] 背景技术：

目前，在矿山、煤矿企业中，矿井自顺槽至井口一般都采用胶带输送机运输煤炭;在港

口、码头和仓库也大量使用胶带机输送货物。胶带输送机发展的方向是高倾角、长距离，大

运量，可弯曲。因此，对胶带输送机进行基础的、理论的研究，对各种类型的胶带机及各方面

技术参数进行测试、分析和研究，并测定、总结、规范得出符合我国实情的技术参数数据，对

于我国胶带机设计质量和使用性能的提高，都是十分必要和具有重要意义的。

[0003] 现在一般对胶带机技术参数的测试，主要是采用实物加载测试方法，采用实物加

载方式，测试台所测参数数据较接近实际情况，但耗资大，所需设备多。研究结果表明，实物

加载时，运行胶带的运行阻力主要有四种：托辊的旋转阻力、胶带（在托辊上的）压陷阻力、

胶带反复弯曲阻力和物料（相互之间的）挤搓阻力。其中托辊旋转阻力是托辊轴承及其密封

件所产生的，其大小决定于托辊的结构;胶带压陷阻力与胶带槽角及胶带刚度有关；胶带反

复弯曲阻力和物料挤搓阻力，取决于所有与胶带变形有关的因素，如胶带张力，胶带上所承

受的单位载荷大小，托辊间距，胶带运行速度等。在带宽B=650mm，槽角β=35°,托辊间距lg=

1200mm，胶带单位载荷q=50kg／m的条件下，四种阻力与胶带张力的大致关系如图1所示。从

图1中可以看出，胶带压陷阻力占比重最大，托辊转动阻力所占比重较小，两者与胶带张力

没有多大关系，而胶带反复弯曲阻力及物料挤搓阻力是随着胶带张力的增大而减小的。这

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模拟手法给运行胶带提供四种运行阻力，这样同样可以进行胶带机技

术参数的测试；而通过这种模拟加载方式，可以避免大大减少耗资，也可以简化所需设备，

但所测得技术数据与实际情况符合程度如何，这是首先要加以解决的，因为这涉及到模拟

加载方式的价值。因此，很有必要对此进一步加以研究。

[0004] 通过专利检索没发现有与本发明相同技术的专利文献报道，与本发明有一定关系

的专利主要有以下几个：

1、专利号为CN201220339610，  名称为“胶带输送机测速装置”的实用新型专利，该专利

公开了一种胶带输送机测速装置，解决了解决现有的胶带输送机测速装置在皮带跑偏打滑

时检测信号不准确的问题。胶带输送机测速装置，包括两端固定于胶带输送机两侧的纵梁

上的槽钢支架，槽钢支架中部设有两个吊钩，两个吊钩通过软链条吊挂有一个置于胶带表

面上的速度传感器，且软链条的长度大于槽钢支架与胶带的距离。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合

理，牢固有效，有力地保证综采顺槽皮带机可靠稳定的运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煤矿

生产的高产高效。

[0005] 2、专利号为CN201410734570，  名称为“一种胶带输送机纵向撕裂检测装置及其方

法”的发明专利，该专利公开了一种胶带输送机纵向撕裂检测装置及其方法，在输送机胶带

的承载面涂覆有若干组随胶带移动的导电极板和导电带，在胶带的下方与随胶带移动的导

电极板对应位置固定安装有一对固定金属导电极板，一对固定金属导电极板构成电容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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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电容传感器的固定金属导电极板依次连接电容检测单元、微处理器单元，以及显示报警

数据输出单元。

[0006] 3、专利号为CN201410656481，  名称为“电容式胶带输送机断带检测方法和预警装

置”的发明专利，该专利公开了一种电容式胶带输送机断带检测方法和预警装置，包括由运

行胶带和导电金属板所构成的电容传感器，导电金属板对称地设置在胶带输送机回程胶带

的上、下表面处，两导电金属板引线与电容检测单元相连接，电容检测单元通过该电容传感

器检测到运行胶带的电容值并将电容值发送至微处理单元，微处理单元将上述电容值转化

为运行胶带的厚度值，并把上述电容值和厚度值进行数据分析处理，并根据电容值和厚度

的变化判断运行胶带内部是否出现断裂的隐患。

[0007] 上述这些专利虽然都涉及到胶带机，其中，第一个专利还涉及到了胶带输送机测

速装置，第二个专利涉及到了胶带输送机纵向撕裂检测装置及其方法，第三个专利涉及到

了电容式胶带输送机断带检测方法和预警装置，都属于胶带机的技术参数检测，但并非是

本发明所涉及的胶带输送机的技术参数测试，而且也没有提出测试加载的方式提出改进，

因此，如何解决现有胶带输送机的技术参数测试所存在的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改进。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胶带输送机的技术参数测试所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

一种胶带输送机技术参数的模拟加载测试装置，该种胶带输送机技术参数的模拟加载测试

装置可以有效解决目前实物加载测试方法，存在耗资大，所需设备多的问题，同时又可使得

测试阻力分布情况与实际相差很小，所测得的参数数据仍具有很高的可信性。

[0009] 根据本发明的目的所提出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胶带输送机技术参数的模拟加载测

试装置，包括测试台、机头部、机尾部和机身部；测试台采用模拟加载方式，水平布置；机头

部设有两交流电动机，并安装有可拆卸的液力偶合器，视测试时的要求装上或拆下液力偶

合器，形成刚性传动或分别传动；机尾部上的正齿轮也是视测试要求而定，装上或拆下；机

身部由固定机架与吊架两部分组成，固定机架用来安装下托辊组和测力装置，而吊架又由

承载架和加载架两部分组成，加载架是通过一组滑轮组吊起来的，承载架是通过另一组滑

轮组吊起来的；加载架钢丝绳上装有一个拉力表；承载架钢丝绳上也装有一个拉力表。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刚性传动或分别传动是机头部设有两个驱动滚筒φ3、φ4，两个

驱动滚筒φ3、φ4若由一对正齿轮将其串联，则为刚性传动；拆除正齿轮，两交流电机分别

驱动滚筒φ3、φ4，则为分别传动。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加载架的部分重量加在胶带上，加载量通过手摇卷筒和钢丝绳

来调节。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的承载架的位置通过手摇卷筒和钢丝绳来调节。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的实际加载量=加载架总重-4倍拉力计显示值。

[0014]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本发明通过模拟加载测试装置，用多个集中小载荷代替实际载荷，并让这些集中小载

荷在运行胶带时产生阻力，使得这些集中小载荷在运行胶带时所产生的托辊旋转阻力、胶

带压陷阻力、胶带反复弯曲阻力与实物加载时是等价的，再将这些集中小载荷所测得的载

荷通过传感器获取数据，并将所测得的数据传送给二次仪表，通过二次仪表反映出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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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变化量的运算检测出运行胶带时的各种技术参数。可以测试胶带输送机多方面的技

术参数；且通过以上分析比较可知，胶带输送机技术参数测试台若采用模拟加载方式，其阻

力分布情况与实际相差很小，所测得的参数数据仍具有很高的可信性。如果加上转载设备，

原模拟加载就成为实物加载了。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图1的俯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来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17] 实施例一

如附图1-2所示，一种胶带输送机技术参数的模拟加载测试装置，包括测试台、机头部、

机尾部和机身部，测试台采用模拟加载方式，水平布置，机身长15m，加载长度10m，胶带宽

650mm，驱动滚筒直径φ500mm，托辊直径φ89mm（注：滚筒直径、托辊直径根据需要是可以改

变的，胶带宽度可以在650mm以下变动）；机头部：两交流电动机17功率按eμα/2=1设计。液力

偶合器18视测试时的要求装上或拆下。两个驱动滚筒φ3、φ4若由一对正齿轮将其串联，则

为刚性传动;拆除正齿轮，两交流电机分别驱动滚筒φ3、φ4，则为分别传动。测试时使用刚

性传动或分别传动，视测试要求而定；机尾部：机尾部的正齿轮24也是视测试要求而定，装

上或拆下；机身部：由固定机架与吊架两部分组成。固定机架（图中未示出）用来安装下托辊

组25、测力装置2等，而吊架又由承载架4、加载架5两部分组成。加载架是通过一组滑轮组7

吊起来的，承载架是通过另一组滑轮组7吊起来的。加载架、承载架采用滑轮组吊起来是为

了均衡载荷。加载架钢丝绳20上装有一个拉力表6。承载架钢丝绳28上也装有一个拉力表6。

加载架5的部分重量加在胶带26上，加载量可以通过手摇卷筒(图中未画出)和钢丝绳20来

调节。承载架5的位置可以通过手摇卷筒(图中未画出)和钢丝绳28来调节。实际加载量=加

载架总重-4倍拉力计显示值。

[0018] 成组托辊阻力系数的测试ώ 测试方法如下：

在一定载荷下，当胶带运行时，带动承载架产生一定的位移。承载架碰面使压力传感器

3受到压缩变形，其变化量通过二次仪表可以反映出来。

[0019] 通过对承载架4作受力分析，可以推导出计算成组托辊阻力系数ώ 的公式，

ώ =F/［(q+q0  +ql)L］……………………….(1)

式中：ώ ---成组托辊阻力系数

F---被测托辊运行阻力(由压力传感器及二次仪表等测出),N;

q0---胶带单位长度重量，N／m;

q---胶带单位长度上的加载重量,N／m;  q=（加载架总重-4倍拉力计示值/L

q1---单位长度上托辊转动部分重量,N／m  ;

L---加载长度，m;

测试前，在承载架4上装上待测托辊组27，卸下机头部两驱动滚筒21、22与两转矩转速

传感器16之间联轴器上的尼龙销子，即切断部两驱动滚筒21、22与两转矩转速传感器16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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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联系，卸下机尾部测力装置2。这时测试台的工作机构和工作原理如图1-2所示:

在测试托辊阻力系数时，有5个参数可以变化:即负载、托辊槽角、胶带张力、带速v和托

辊间距l。负载可以通过悬吊加载架5的钢丝绳的松紧来调节，托辊槽角可以通过专门设计

的胶带成槽装置改变，胶带张力可以通过拉紧力调节装置调节，胶带运行速度v可以通过对

直流电动机14的速度控制来调节，托辊间距l可以在停机时用人工加以改变。在5个参数中，

任取一个为变量，其它4个为常量，测试该变量对成组托辊阻力系数ώ 的影响。

[0020] 在胶带机机尾部驱动滚筒的两旁，一顺一倒的布置胶带拉力测量装置，并在机架

一活动件上固定一个压力传感器，在机尾处安装一个拉力传感器，通过胶带拉力测量装置、

压力传感器和拉力传感器的触头顶在胶带机上形成集中小载荷。

[0021] 所述的集中小载荷所测得的载荷通过传感器获取数据是通过胶带拉力测量装置

测试胶带运行速度v对成组托辊阻力系数ώ 的影响；通过压力传感器测试成组托辊阻力系

数ώ ；通过拉力传感器测试胶带与胶带间摩擦系数，并由胶带拉力测量装置、压力传感器

和拉力传感器将所测得的数据传给二次仪表。

[0022] 所述的通过对变化量的运算检测出运行胶带时的各种技术参数包括成组托辊阻

力系数ώ 的测试、通过胶带拉力测量装置测试胶带运行速度v对成组托辊阻力系数ώ 的

影响测试、通过拉力传感器测试胶带与胶带间摩擦系数的测试和胶带与胶带间的摩擦系数

μ’的测试。

[0023] 很显然，上述实施例只是本发明，只是为了说明本发明所列举的几个实例，任何本

领域内普通的技术人员的简单更改和替换都是本发明的保护之内。

[0024]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本发明通过模拟加载测试装置，用多个集中小载荷代替实际载荷，并让这些集中小载

荷在运行胶带时产生阻力，使得这些集中小载荷在运行胶带时所产生的托辊旋转阻力、胶

带压陷阻力、胶带反复弯曲阻力与实物加载时是等价的，再将这些集中小载荷所测得的载

荷通过传感器获取数据，并将所测得的数据传送给二次仪表，通过二次仪表反映出变化量，

通过对变化量的运算检测出运行胶带时的各种技术参数。可以测试胶带输送机多方面的技

术参数；且通过以上分析比较可知，胶带输送机技术参数测试台若采用模拟加载方式，其阻

力分布情况与实际相差很小，所测得的参数数据仍具有很高的可信性。如果加上转载设备，

原模拟加载就成为实物加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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