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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最大管状带式输送机系统设计与安装
杨

宇

尚文勇

沈攀登

（长江水利委员会工程建设监理中心锦屏工程监理部，四川西昌６１５０００）
摘要：锦屏一级水电站混凝土所需的粗骨料主要是通过６条带式输送机运输。其中４条为普通带式输送机，２
条为管状带式输送机（以下简称管带机）。锦屏工程管带输送机是国内最大的，所使用的Ｄ５００管径，强度
２ ５００

Ｎ／ｍｍ２的管带在国内水电工程中是第１次使用。管带的性能及其安装决定骨料输送的成败。对管带机

的设计、安装及管带的性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２００９年６月，管带机正式投入运行。
关键词：管带机；设计；横向刚度值；施工；锦屏一级水电站
中图分类号：ＴＶ５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电工程第１次使用，同时也是国内最大的管带机。管带机的使

１概述

用性能主要取决于管状胶带的性能，管状胶带的性能及其安装
决定锦屏一级大坝混凝土骨料运输的成败。

１．１成品骨料带式输送机系统
锦屏一级成品骨料带式输送机系统将印把子沟人工骨料加
工系统（位于左岸印把子沟ｌ

７１０

成品砂岩骨料，由带式输送机经跨江桥分别运输至右岸大坝坝
肩处的高线混凝土系统１

９７５．０

ｍ高程处的粗骨料竖井和从棉

纱沟将部分粗料、所有细骨料分流至低线混凝土系统地面料仓
中，运输距离分别为５．５ ｋｍ和２．８ ｋｍ。运输物料为砂岩碎石
及人工砂，最大粒度１５０ ｍｍ，平均容重１．６ ｇ／ｃｍ３，带式输送系
统设计输送能力２

５００

２锦屏一级管带机布置参数

ｍ高程（地面高程））生产的

ｔ／ｈ。该系统由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４、１０５号４条

普通带式输送机和１０３、１０６号两条管带机组成。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５

１０３、１０６号管带机均布置于专门的隧洞中。１０３号管带机
尾部高程１
ｌ １４３、７６

６６１．５

ｍ，提升高１４６．８３８ ｍ，两端直线段长度分别为

ｍ，中间为曲线段，其曲线半径为５５０ ｍ，圆心角为４００。

１０６号管带机尾部高程１

８６０．２６５

ｍ，提升高１２２．９６６ ｒａ，两端直

线段长度分别为４０、７３９ ｍ，中间为曲线段，其曲线半径为４５０
ｍ，圆心角为４５。。
３

管带机设计

号输送机沿地面安装，总水平长度为１．２１ ｋｍ；１０４号输送机吊
挂在隧洞顶部，水平长度１．５６ ｋｍ；１０３、１０６号管带机布置在专
用隧洞里，总水平长度２．７４
１．２

（１）管带机设计要求。凡与驱动力和皮带张力有关的管带
机钢结构和零部件按电动机的铭牌和输送带最大张力及有关规

管带机运输的优点
管带机与普通带式输送机比较，具有如下优点：①可减少

物料运输损耗；②在运输过程中不污染环境；③布置灵活，特
别适合地形复杂、障碍物多的环境；④结构紧凑、断面小，能节
省空间；⑤单条管带机能转弯运输；⑥比普通输送机提升角度
大；⑦运量大（运营可达７

０００

ｔ／ｈ）；⑧可选用普通托辊，又不

会发生普通带式输送机常见的胶带跑偏现象；⑨可以双向送
料。
１．３

３．１骨料输送线管带机设计

ｋｍ。

范进行设计。皮带张力由６种：１：况的计算结果决定：满载（包括
重载等其它最不利的情况下）起动、运行、制动和空载起动、运
行、制动。
管带机工作时，输送带的卷合状态应良好，不应有缝隙、过
卷、扁管等现象，必须有保证输送带在任何工况下不产生扭转的
有效措施，特别是管带机保证运行工况下的转弯、上坡运行，不
得出现掉料、扁管等超过范围的扭转现象。
在所有正常工况下均能安全、持续运行，设备结构紧凑，但

锦屏管带机运输的重点与难点
虽然管带机已在矿山、电厂、港口、钢铁、化工、建材等行业

广泛使用，运输原煤、磷石膏、石油焦、矿粉、灰渣等，但管径仅为
１５０～４００

ｍｍ，单机长度３７～３

０００

较少，锦屏工程Ｄ５００管径、强度２

应便于日常维护和检修，设备零部件应品种、规格少，互换性能
好。
（２）普通带式输送机主要由输送带、驱动装置、传动滚筒、

ｍ。管带机在水利行业应用

改向滚筒、托辊、拉紧装置、清扣器、机架、输送机罩、机头溜槽和

Ｎ／ｍｍ２的管带在国内水

导料槽以及安全保护装置等组成。管状带式输送机与其基本一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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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但在头、尾部过渡段之间采用专用托辊组（专用于１０３、１０６
号管带输送机）ＤＧ５００Ｃ１１５９，并设置有压带装置。

（２）胶带性能参数。管带机采用专用钢丝绳芯输送带，输
送带应满足运行工况下的刚度和柔性要求；应具有可靠的荷载

（３）１０３、１０６号管带机主要技术参数。管带机头、尾部均

支承性和良好的成管性，应保证在各种工况（如：输送量变化、

设过渡段，即由普通胶带机向管带机转变和由管带机向普通胶

输送物料粒度不同及平竖曲线段运行）条件下承载与回程带的

带机转变，头部过渡段长约３４ ｍ，尾部过渡段长４６

ｍ。

１０３号管带机主要技术参数：

管状特征；管状输送带的耐磨性、抗冲击性及抗疲劳强度必须长
期满足运行工况的要求。胶带性能参数见表１。

人工砂、碎石
ｍＩｎ

粒度０—１５０

堆比重１．５一１．６

ｔ／ｍ３

管径（带宽）５００（１８５０）ｍｌｎ
带速４

ｎ∥ｓ

运量２ ５００
水平长１

ｔ／ｈ

６０３．６５３ ｍ

提升高１４６．８３８

ｍ

倾角５．２２。
输送带规格ＳＴ２５００
电动机型号ＹＶＰＳ０００—４
功率３×９００ ｋＷ
额定电压６９０
额定转速１

ｋＶ

５００ ｒ／ｍｉｎ

驱动装置型号Ｂ３ＳＨｌ６＋Ｆ＋Ｎ
驱动装置速比２５
ＹＷＺ５—７１０／３０１

制动装置

传动滚筒直径１

２５０

ｎｕｎ

托辊直径

１５９ ｒａｉｎ

拉紧方式

液压拉紧

图１胶带结构示意Ｉ单位：一）

１０６号管状带式输送机主要技术参数：
碎石

胶带横向刚度直接关系到管带的可靠运行，横向刚度值偏
ｍｎｌ

粒度５—１５０

堆比重１．５—１．６

大，正常运行损失后胶带不宜出现塌管，但对托辊正压力大，胶

ｔ／ｍ３

带与托辊之间的摩擦力增大，对带强和电机功率有一定的影响；

管径（带宽）５００（１８５０）ｍｍ

横向刚度值偏小，运行刚度值损失后胶带可能塌管。所以，选取

带速４ ｍ／ａ

合理的横向刚度值非常重要。通过对国内外管带横向刚度调

运量２ ５００
水平长ｌ

ｔ／ｈ

研，并结合专家意见，经多方论证，锦屏管带横向刚度值取值范

１３４．３６０ ｍ

提升高１２２．９８６

围为２ ０００～２

ｍ

倾角６．１８。

（３）钢丝绳芯输送带各钢丝绳的张力应该非常均匀，钢丝

电动机型号ＹＶＰ５００—４
率３×７１０ ｋＷ

额定电压６９０
额定转速１

ｋＶ

５００ ｒ／ｍｉｎ

驱动装置型号Ｈ３ＳＨｌ６＋Ｆ＋Ｎ
驱动装置速比２５
制动装置

ＹＷＺ５—７１０／３０１

传动滚筒直径ｌ

１５９ ｍｍ

拉紧方式

液压拉紧

３．２管带机胶带的设计
（１）Ｄ５００、强度２

绳的粘合强度必须满足使用要求。钢丝绳芯输送带的安全系数
在正常运转时不小于７，伸长率不大于０．２％。锦屏工程选用江
苏法尔胜钢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钢丝绳。

３．３胶带设计
胶带是保护管状带式输送机最重要的部件，在设计中进行
了以下考虑：
（１）为提高表面的抗磨耗性，在标准管状带的基础上加厚

２５０ ｍｍ

托辊直径

５００

了覆盖胶层厚度；
（２）采用大转弯半径（最小Ｒ＝４５０ ｍ）减少胶带的弯曲应
力，同时在水平弧段按照Ｏ．５倍标准托辊间距布置六边形托辊
组，使胶带在水平转弯段平滑过渡，不出现明显折线；

Ｎ／ｍｍ２的管带的使用在国内水电工

程是第１次。为确保胶带质量满足系统要求，使用了具有国际

（３）适当加大头尾过渡段的距离，减少胶带边缘的过渡张
力；

先进水平中德合资企业德国风凰胶带集团公司山西凤凰胶带有
限公司生产的钢绳芯胶带。胶带结构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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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同时，要求山西凤凰胶带有限公司

料，最终复核确定胶带横向刚度满足要求。

输送带规格ＳＴｌ６００
功

４００ ｇ／７５

在管带正式生产前进行生产性试验，并根据试验带生产检测资

（４）采用聚氨酯材料的清扫器和导料槽，保护胶带免受刮
伤；

人

３０

表１
胶带Ｉ睁带的

腔带

项日：，．茹。、施
～

卜覆盖

民

长

江

２００９篮

１０３号和１０６号胶带主要性能参数
下覆盖

钢丝

钢丝

钢丝绳与

胶带

胶带覆盖胶带覆盖

胶带

横向

最小

潲嚣嚣篓爹燃爹嚣黜强嬲／ｔｔ／篇雾
ｍｍ

ｉ１１１１１

舢

‰

ＭＰａ

％

次

Ｓ１＂２５００

１８５０

５９．８±１．０（２０００一２４００）×７５

１９．８±１．０

８

６

５．８

１２±１．５

≥１０５

≤２

≥２４．０

，＞４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３

１７

卵１６００

１８５０

５０．１±１．０

１８．２±１．０

８

６

４．２

１０±１．５

≥９５

≤２

≥２４．０

≥４５０

≥ｌＯＯＣＯ

２

１７

（ｇ·咖“）
（２０００—２４００）Ｘ７５

（５）设置了防止胶带嵌入托辊间隙引起的损坏措施主要

∞（Ｎ·Ⅻ“）

∞（Ｎ·ｎｌｎ０１

少，但是由于１０３号和１０６号胶带安装施工是在隧洞内进行．

有：①专用托辊间的间隙在理论上按零间隙设计，安装时不超

３００

过１ ｍｎｌ；②在转弯部分每隔３—４个窗式框架，在胶带的搭接

此锦屏工程更改为２００ ｍ一卷，１０３号胶带接头数量为１７个，

处的两个专用托辊间加一个专用托辊，使胶带边不能到达两专

１０６号胶带接头数量为１３个，共３０个接头。

用托辊的间隙处，从而完全有效地防止胶带嵌入；③在转弯部

管带机胶带硫化接头工艺流程为：

分，间隔６组设置平底尖底组合型托辊；④在头尾过渡段最后

（１）安放硫化机和接头操作所需工作平台；

成形托辊组采用平底尖底组合型托辊。

（２）在接头部分找出中心线；

管带机施工

４
４．１

１０３、１０６号管带机安装工艺流程
管带机运输机土建、金结制安、机电等施工与普通胶带机无

大的差别，其主要施Ｔ流程为：施工准备一二次倒运、堆放、保管
一基础尺寸复核一张紧装置安装一头部过渡桁架安装一普通桁

架安装一弧段桁架安装一滚筒安装一胶带安装一附件安装一电
气安装一试运转。

各部件安装工艺

４．２

（１）桁架的安装。桁架组装好以后，用叉车运至基础上，用
水准仪找正后与基础焊接。
（２）滚筒安装。①检测滚筒的有关尺寸，同时测量与滚筒
轴承座相连接的滚筒支架的尺寸，并作出记录；②滚筒安装后
测最滚筒垂直中心线与输送机中心线，偏差不超过２ ｍｍ；③滚
筒安装后测量滚筒轴线与输送机中心线的垂直度；④滚筒安装
后测量滚筒中心线与水平面的平行度，平行度应不超过１．５
ｍｍｏ

ｏｏｏ

ｋｇ，将无法进行运输吊装及放胶带，因

（３）接头部分按照胶接长度、接头方式、分段画线；
（４）切割接头部分的边角料，剥去过渡区；
（５）剥离输送带覆盖胶；
（６）剥离输送带反面覆盖胶；
（７）切割钢丝绳与绳之间的芯胶（或专用的剥皮机剥出钢
丝绳）；
（８）打磨过渡区；
（９）打磨钢丝绳芯（不许磨伤钢丝绳）；
（１０）使用专用的清洗剂对钢丝绳进行清洗；
（１１）按照接头数据制作接头的下覆盖胶、横向加筋、芯胶；
（１２）在接头部分找出中心线，摆列钢丝绳；
（１３）制作接头，剪切钢丝绳，按照标准搭接、填充胶条；
（１４）制作接头边胶，整理钢丝绳芯，检查尺寸、填充质量；
（１５）按照接头数据，制作接头上层覆盖胶、芯胶，横向加
筋，滚压排气；
（１６）切割多余的边胶，整理接头；
（１７）恒温硫化；
（１８）待温度自然降至５０～６０℃时，拆除硫化机，检查接

（３）胶带安装。①在将胶带卷放到事先准备好的支撑架
上前要仔细确认胶带的面层和底层；②在安装工程中应细致小
心，防止损坏、弯曲和颠倒胶带；③在用绞车牵引胶带时，应一
直观察整个胶带在窗式托辊组内的成型、扭曲情况，出现扭曲后
应暂时停止安装，及时纠正后恢复；④在导入胶带裹成圆状时，
在即将重叠的胶带部位应撒上滑石粉。
（４）清扫器的安装。按图纸要求将清扫器安装于头部，使
清扫器刮片与胶带的接触长度不小于９０％。根据胶带机的规
定在头尾部各装一组空段清扫器，将其橡胶刮板放于胶带【旦Ｉ程
带面上，并焊在机架上。
（５）按照设备图将各溜槽按规定位置安装。
４．３

ｍ一卷重量达１８

胶带接头的安装

头。切除毛边。
１０３号胶带上架、硫化安装施工时段为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８ Ｅｔ至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６日。硫化接头计１７个，接头采用两阶（二段）搭
接方式，搭接长度１．９５ ｍ，硫化时加热至１４５０Ｃ，加压至１．６
ｌＶｌＰａ，保温２ ｈ左右，然后自然冷却至５０～６０℃后，拆除硫化机。
１０６号胶带上架、硫化安装施工时段为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３日至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硫化接头计１３个，接头采用两阶（二段）搭
接方式，搭接长度１．５５ ｍ，硫化时加热至１４５。Ｃ，加压至１．６
ｌ－ｌＰａ，保温２ ｈ左右，然后自然冷却至５０～６０℃后，拆除硫化机。

５结语
经过近１ ａ的设计与施工，自贡机械锦屏项目部于２００９年

胶带接头质量的好坏是管带机能否正常运行的关键，锦屏

３月对１０３号胶带机和１０６号胶带机及其它普通胶带机进行单

工程管带机接头采用硫化法二阶（二段）搭接胶接接头，接头胶

机调试。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５日至５月底进行了全线窄载调试，各种

料平直，可以保证接头强度不小于带强的８０％。在实际施工

主要工况运行正常，并于６月６ Ｉ＝１开始长胶带机负荷调试，顺利

中，风凰胶带生产厂家专业技术人员在现场进行了技术指导。

完成输送大石、小石共３

输送带的供货长度一般每卷长３００—４００ ｍ，接头数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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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王晓成 太钢150万吨不锈钢全密封管式胶带运输机制作工艺研究 -安装2010(6)
本文以山西省太钢150万吨不锈钢全密封管式胶带运输机制作制作安装为背景,针对隔板的制作精度和安装位置、桁架起拱度的要求、制作模具方案
的选择三个重难点,提出了:①采用XSTEEL软件对桁架进行二次设计方式来消除传统方式1:1放大样所带来的误差和制作过程中的累计误差,并完全消除了
原设计中各个构件间相互"干涉"的影响.②采用自己设计的工装模具进行装配,保证了运输机的安装精度和稳定性.③采用目前切割精度非常高的激光切割
技术进行加工,消除了传统的火焰数控切割带来的隔板制作精度不满足要求的问题.④桁架制作过程中采用抛物线方程提前抬高10mm预拱度,很好的消除了
桁架预拼下沉量.本文探索出了一套成熟的管式胶带机的制作工艺,对类似工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期刊论文 李伟科.潘灏.陈广川 华能海门电厂1000MW超超临界燃煤机组侧煤仓间布置经济性分析 -科技信息
2009(11)
本文通过对海门电厂侧煤仓方案和常规炉前煤仑方案的煤仓间、四大管道及榆煤系统等方面的造价进行分析和比较,论证了海门电厂采用的侧煤仓间
并结合管带机穿烟囱的方案具有更显著的经济效益,并对煤仓间布置方案的选择提出了建议.

3.会议论文 林智勇.张海军.曾华林 基于PLC的管带机控制系统设计及应用 2006
从管带机驱动装置,控制系统组成、控制逻辑、保护元件动作要求和数据监控等方面,介绍了一种基于PLC的管带机控制系统.

4.期刊论文 周乐才.ZHOU Le-cai 管道式皮带输送机在备料的应用 -中华纸业2009,30(2)
以管道式皮带输送机(简称管带机)在造纸备料的应用过程为基础,介绍了管带机输送芦苇切片时的特性、技术指标及设计要点,为管带机技术在造纸
行业推广使用提供了应用实例,以解决造纸备料长距离输送和输送环境差的问题.

5.期刊论文 张志威.彭方辉 长距离大运量管状带式输送机及其应用 -起重运输机械2003(9)
管状带式输送机(以下简称管带机)在我国的研究和应用起步较晚,一些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及企业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并制造了一些管径较小、长
度较短、带速较低的管带机,但对于长距离大运量管带机,较缺乏经验,尚未形成成熟的技术,在管带机的理论水平、设计理念及安装调试等方面同国外比
较还有较大差距.

6.会议论文 王慧君.王二伟 管状胶带输送机概述
我国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从日本普利司通TPE公司引进了管带机的设计制造技术,同时开始了管带机的设计制造工作.本文介绍了管状胶带输送机的工
作原理、基本结构及其性能特点。

7.期刊论文 王芳 石灰石、石膏输送系统设计优化 -沿海企业与科技2009(5)
文章介绍大型电厂脱硫用石灰石和脱硫产物石膏的运输方式,针对石膏物料的特点采用适合的输送方式,并重点分析台山电厂石灰石和石膏采用管带
机输送方式遇到的设计难点及解决措施.

8.期刊论文 李福毅.樊启柏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应用与研究 -中国科技信息2005(15)
通过对管状带式输送机结构的研究,归纳出管状带式输送机的特点,提出设计依据,强调管状带式输送机的优越性只有在适合其特点的条件下才能充分
体现.煤矿井下地形复杂多变,管带机应用前景广阔.

9.期刊论文 雷万君.王峰.曹华.LEI Wan-jun.WANG Feng.CAO Hua 圆管带式输送机在国内水电工程施工中的首次应
用 -水电站设计2010,26(3)
介绍了圆管带式输送机在国内外的应用情况.详细介绍了管带机在锦屏一级水电站混凝土骨料输送中的运用.结合工程实际分析了管带机的优点,以及
对管带机在水电工程中应用前景的展望.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rmcj200918010.aspx
授权使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shgcjs)，授权号：213a114a-42ba-42c8-ad7f-9e9500d55388
下载时间：2011年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