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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式输送机无基础安装装置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2020 年 9 月 25 日发布的关于《2020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中煤协会科技函[2020]99 号），项目名称

“带式输送机无基础安装装置”进行制定。计划完成时间 2021 年 9月。 

1.2 标准化对象简要概括 

《带式输送机无基础安装装置》（以下简称装置）是由神华宁夏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梅花井煤矿自行研制的带式输送机配套件。适用于拱形巷

道中安装的带式输送机。带式输送机作为煤矿的一种重要运输设备，主要

连接工作面与地面，将工作面的原煤源源不断的运送至地面，其主要由驱

动电机、滚筒、托辊、胶带和支架以及其他辅助装置组成。目前国内绝大

多数煤矿使用的带式输送机都采用了预埋地基的安装方式。该种安装方式

需要在对带式输送机结构进行设计的同时对地基安装图进行设计，并将其

作为安装的重要依据。 

传统带式输送机安装采用预埋地脚螺栓使其与带式输送机座体通过螺

母固定在一起方式，这种安装方式的缺点是进行带式输送机结构设计时需

同步设计安装地基图、开挖预埋坑道、机头部位巷道底板进行混凝土浇筑，

并根据地基图预埋地脚螺栓，安装时需将地脚螺栓与安装孔一一对应；这

种安装方式存在工序繁多、过程复杂、安装周期长、基础浇筑无法重复利

用、前期资金投入大等多种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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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问题，为降低带式输送机安装时间及资金成本，提高设备复

用率，实现带式输送机的快速安装与回撤，由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

梅花井矿组织实施，研发了一种适用于多种形状巷道的带式输送机新型安

装技术，该技术无需设计安装地基图纸、无需预埋地脚螺栓或钢板、无需

浇筑基坑，具有安装过程消耗资金成本低，安装周期短，安装工艺简单等

优点。“带式输送机无基础安装装置”主要利用增大带式输送机底座受到正

压力的方式，使带式输送机与地面摩擦力增大来实现机身固定；装置共由

卸载部、主驱动部、副驱动部、张紧装置部、卷带装置部、机尾部六大部

分组成，每一部分底座、立柱、带式输送机互相连接，并和巷道顶板接触，

通过油缸支撑动作增大底座的稳定性。立柱下部为支撑油缸，中部为机械

锁紧机构，上部为防滑座体，支撑油缸增大装置底座正压力，确保其稳定

性；机械锁紧机构确保其结构的稳定性，防止因油缸泄压造成立柱压力变

小；防滑座体保证立柱上部与巷道顶板接触部位固定，防止立柱沿巷道拱

形顶滑动造成立柱变形。 

装置设计安装了压力实时监测及自动补压系统，系统通过传感器对油

缸内部压力进行监测，同时对立柱上部与巷道顶板间的压力进行监测，并

建立数据库，对压力变化情况实时分析，当压力小于规定值时，液压系统

自动运行为系统补压；该系统与机械锁紧装置配合作业，确保了装置的安

全稳定运行。 

1.3 目的意义： 

制定本标准是为规范引领该行业产品未来发展方向，对产业的发展起

到主导作用。项目结合装备制造业的生产与管理特点，为带式输送机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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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安装装置的设计、制造、检验和验收提供依据。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

济效益和资源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产业在国内外的核心竞争力。 

1.4 主要工作过程 

1.4.1 起草（草案、论证）阶段： 

《带式输送机无基础安装装置》项目任务下达后，2020年 10 月 28 日，

由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梅花井煤矿、银川怡祥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召集项目启动会暨标准工作组第一次工作会。并成立了由 8 人组成的编

制工作组，由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梅花井煤矿副矿长负责，正式启

动了该项目的实施。项目组通过内部研讨学习和外出参加学习，对国内外

数控压装压力机生产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

和国内外技术资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确定了标准

的制定原则，结合现有的企标实际应用经验，工作组通过多次沟通和研讨，

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归纳，编制出《带式输送机无基础安装装置》标准工作

组讨论稿。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在本单位邀请宁夏机械工程学会、宁夏机

械标准化委员会等单位 5 位专家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征求意见审议（详见

内部审查意见及专家签名表），工作组对标准草案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完

善。于 2021 年 4 月底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1.4.2 征求意见阶段： 

 拟计划 2021 年 5月初将本标准征求意见稿报送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按

照中国煤炭协会的安排推进下一步的工作。  

1.5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的负责起草单位为：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梅花井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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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单位：、银川怡祥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为：刘小明、张杰文、姚荣、李浪平、沈铭华、刘怀

江、何学源、马骥等。 

所做的工作：详见下表 

序号 姓名 所作的工作 

1 刘小明 标准规划、资源协调、全局把控 

2 张杰文 标准规划、组织协调、技术指标确定 

3 姚荣 标准起草、技术指标测试验证 

4 沈铭华 技术指标确定、功能现场验证 

5 李浪平 技术指标确定、功能现场验证 

6 刘怀江 技术指标确定、功能现场验证 

7 何学源 资料搜集、文本合规性审核、征求意见修改 

8 马骥 技术指标功能现场验证 

2 标准编写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认真贯彻执行《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团体标准制定

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注重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

广相结合，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及如下原则进行制定工作。 

本标准制定内容体现先进性、前瞻性、适用性； 

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与其保持一致； 

本标准的编写格式符合 GB/T 1.1 -2020 的要求； 

在技术内容上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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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和科技成果，经试验验证后转化到标准中。 

2.1.1 主要内容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如下：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 

4 结构组成 

5 技术要求 

6 试验方法 

7 检验规则 

8 标志和贮存 

2.3 适用范围 

带式输送机无基础安装装置适用于煤矿井下拱形、巨形和异形巷道用

带式输送机卸载部、主驱动部、副驱动部、张紧装置部、卷带装置部及机

尾（可选）的无基础安装装置（以下简称装置）。 

2.4 术语和定义 

对本标准中的一些专用术语进行了定义，主要包括：无基础 、支撑座

等。 

2.5 结构组成 

装置主要由卸载部、主驱动部、副驱动部、张紧装置部和卷带装置部、

机尾（可选）6 个部件组成。每个部件由 1 个支撑座、2 个液压支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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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组成。每组装置结构示意见下图。 

 

无基础安装系统结构示意图              液压支撑机构结构示意图 

装置采用双液压支撑机构，安装时先将带式输送机六大部分底座通过

螺栓与各部安装装置支撑座连接；各部液压支撑机构分布在装置支撑座左

右两侧，并通过上部连接杆将左右液压支撑机构连接在一起；左右液压支

撑机构下部与装置底座通过销轴进行连接；左右液压支撑机构上部座体与

巷道顶板接触。 

2.6 技术要求 

本章节规范了装置的一般要求、关键零部件的材质、支撑座焊接质量

及成形允差、装配质量、装置结构安全可靠性、外观涂漆质量提出具体要

求。使产品从设计、功能和性能要求方面做到统一、通用、系列，从源头

规划产品相关要求。 

在装配质量和装置结构安全可靠性提出以下要求： 

1.主驱动部、副驱动部、卷带装置部液压支柱与底座的垂直度公差≤

5mm。 

2.液压支撑机构平行度公差≤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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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卸载部、张紧装置部液压支柱与底座夹角公差≤2°。 

4.装置底座与输送机底座接合孔位置度±2mm。 

2.7 试验方法 

针对提出的技术要求包括技术要求各条款的试验以及性能等方面，逐

项确定试验方法进行验证，规范试验验证程序。 

2.8 检验规则 

    检验规则中对检验进行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分类，明确了不同条件

下的检验项目验证要求。 

2.9 标志、包装和贮存 

   本章节规范了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要求。明确了产品出厂包装、

标识，运输和贮存的基本要求，防止出现可能影响产品质量的外界干扰因

素。 

3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3.1 验证方法 

本标准主要采用举证或第三方检测验证，辅助采用现场验证等方式，

基于项目的实施情况分阶段步骤进行直接有效的验证。其中，范围、规范

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等部分的合理性进行佐证和验证现场

验证单位为梅花井矿。验证结果见表 1 和表 2. 

表 1 验证标准的条款及验证方法 

序号 标准内容 
验证方法 

举证 第三方检验机构 现场验证 

1.  范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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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  

3.  术语和定义 ● ●  

4 

技

术

要

求 

一般要求 ●   

材料 ● ●  

支撑座焊接质量及成形允差  ●  

装配质量  ●  

装置结构安全可靠性   ● 

油漆质量  ●  

5 试验方法   ● 

6 检验规则  ●  

7 标志和贮存   ● 

表 2 验证结果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实测结果 单项评定 

1 主驱动部、副驱动部、

卷带装置部 

液压支撑机构与底座的垂直允差≤5mm 4 合格 

2 同组液压支撑机构平

行度 

≤3mm 3 合格 

3 卸载部、张紧装置部 液压支柱与底座的夹角允差≤2° 0.5 合格 

4 装置支撑座与输送机

底座安装孔 

位置偏差±2mm。 2 合格 

5 运行稳定性 装置支撑座无移位 0 合格 

6 液压支撑机构自动

补偿和报警 

系统压力低于设定值时自动补偿及报警 符合 合格 

3.2 验证情况分析 

标准草案经检测试验人员对该装置进行加工质量检测及井下实际负荷

工况试验验证后对标准对 5.5.3条款的运行班次修正为 60班次后查验标记

移动距离。 

4、标准中所涉及专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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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不涉及本公司的专利，与国内外专利无关。 

5、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目前带式输送机无基础安装装置已在国内多家煤矿进行了使用，均取

得了良好效果，产品结构稳定，性能良好，达到了设计预期；通过调研国

内尚无该类标准立项，该标准属行业空白；由于输送机无基础安装装置已

经得到了推广，但缺乏指导性规范，导致产品结构参差不齐，产品结构设

计也存在巨大差异；通过该标准立项，并对此类产品进行规范，提高了产

品适应性，更好的为更多矿山企业服务。 

通过调研，目前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公司、宁夏煤业公司均进行了

大规模的推广和使用，达到了预期效果；通过在国内相关厂家调研，目前

神东煤炭公司、宁夏煤业公司、西北煤机二厂等国内多家企业均加工制造

了此类产品，该技术已得到了国内煤炭领域加工制造企业及终端用户的广

泛的认可。 

标准对产业发展的作用，一是对行业发展起到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

标准是质量的基础，制定和实施标准的过程，是解决高新技术领域标准缺

失、滞后，提升管理水平、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的过程。二是对行业的引

领发展作用，对于更新换代快、寿命周期短的高新技术产品，“后补型”

的标准化工作模式显然不能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而应该采取“前瞻性”

的工作模式，及时制定和实施超前的行业标准，引领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对产业的发展起到主导作用。三是通过标准的贯彻实施，使企业降低生产

成本，减少浪费，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资源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企业在

国内外的核心竞争力，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夯实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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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项目标准的制定，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规范行业行为，促

进行业资源优化配置、引导行业在统一的标准约束下健康快速发展，进而

使产品从设计、生产制造、检验、包装、储存等方面做到统一化、通用化、

系列化、组合化，达到对行业的有效指导，以获得产业的最佳秩序和最佳

社会效益。二是更好地推广科学技术成果，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三

是为判定产品是否达到相关要求提供科学和准确的技术评价依据。四是通

过标准的制订，还可填补带式输送机无基础安装装置方面没有标准可依的

空白，解决这一领域标准缺失问题。 

该装置在国家能源集团神东公司、宁煤公司下属多家煤矿进行使用，

效果良好，较传统安装方式减少了工作面带式输送机安装周期 20 天，每个

工作面节约费用共计 285.75 万元，每套装置可循环使用四个工作面，共节

约费用 1143万元，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是煤炭行业胶带机运输系统领域

重要的技术革新，具有全国推广和使用价值；此次通过团体标准的研制，

旨在规范产品性能指标，规范矿井使用方法，提高产品适用范围及稳定性，

确保该技术在全行业内推广。本标准的制定能较好解决这类问题。 

6 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品。 

该文件首次对带式输送机无基础安装装置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

功能、性能进行了界定，在功能、关键性能的指标方面具有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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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项目所制定的标准，属于“煤矿用皮带输送机行业标准体系框架”

内的“零部件标准”中的“其他零部件标准”。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并严格执行相

关强制性标准。 

通过查询和应用国内关于煤矿皮带类相关标准，具体协调配套情况如

下: 

（一）“带式输送机无基础安装装置”团标标遵照执行了下列标准： 

GB 22340 煤矿用带式输送机安全规范； 

GB 50270 输送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T 1591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0595 带式输送机； 

JB/T 5000.3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 3 部分：焊接件 

《煤矿安全规程》(2016)。 

（二）具体遵循标准如下： 

1.支撑座结构件、液压支柱等所用材料以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高强度

结构钢为主，应分别符合 GB/T 700 和 GB/T 1591 的规定。 

2.支撑座、液压支撑机构等结构件焊缝形式、宽度、高度尺寸及焊接

质量应符合 JB/T 5000.3 的有关规定。 

3.装置的设计、制造和使用应执行《煤矿安全规程》的规定；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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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22340 煤矿用带式输送机安全规范第 5.1.1、5.1.7 条要求。 

4.装置与输送机的安装应符合 GB 22340 和 GB 50270 的要求。 

5.每件支撑座按 JB/T 5943 的有关规定进行检测，其焊缝质量应符合本

标准 3.3.2 条款要求。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10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11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暂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1年 4 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