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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用橡胶输送带使用性能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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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是全世界输送带生产量最大的国家，需求量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比如电力、港口、纺织、

食品加工等领域内都会大量的使用。橡胶输送带的优势比较明显，比如耐温、防滑、防静电、环保等特点，这就
对生产环节有更高的要求，需要达到使用要求，以保证生产环节顺利进行。矿用橡胶输送带是煤矿目前提升工作
效率的重要工具之一，当前的矿用带式输送机进行远程启停集中控制，为了保证矿用橡胶输送带的性能满足要求，
本文认为应对覆盖胶配方做出改进和调整，并及时做好后续修补技术的研究和分析，提高输送性能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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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主要的运输工具就是
橡胶输送带，其对我国的物流、运输等领域的发展起
到积极作用。覆盖胶应用到橡胶输送带系统，可达到
骨料结构性能增强的效果，具备较高的粘合性，并且
覆盖胶与粘合性存在直接关系。覆盖胶的作用就是胶
合，有效地和输送带连接，经过数据分析后发现，覆
盖胶的性能较多，选择合适的配比方案，保证输送带
的质量合格，可提高输送带性能，提高其工作运行水平。

1 矿用橡胶输送带覆盖胶配方优势
1.1 提高橡胶输送带性能
经过数据统计分析，对于橡胶输送带产生影响的
因素较多，但是粘合度会给输送带性能与质量产生直
接的影响。粘合度水平高低也会关系到输送带运行范
围，可以有效地提升橡胶输送带的性能效果，实现配
方的优化改进，促进粘合度效果的提升。

1.2 延长矿用橡胶输送带使用寿命
矿用橡胶输送带被大量的应用到煤矿、化工领域
内，因为传输荷载的差异，不同形式的位置物质传输
环节，会给输送带的结构造成较大伤害，出现断裂的
问题，实施优化改进之后能够保证覆盖胶的稳定性与
牢固性，提高结构性能，满足运行标准。

1.3 有效节约生产成本
覆盖胶是橡胶输送带系统内比较常见的粘合剂类
型，并且应用到其他领域内，需要大规模的生产，因
此要加强成本管控，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实现其综合
价值的有效提升。

1.4 改进现有制作技术
采用先进科学技术，确定合理的配方，可更好地

70

文章编号：1007-0745（2022）04-0070-03
提高产品质量，提高覆盖胶的性能，让先进知识和实
践有效融合，实现本质的提升。在科学技术全面发展
的背景下，我们要对化学配方技术做出改革和调整，
让覆盖胶的总体性能得到提升，从而实现全面发展和
进步。

2 矿用橡胶输送带覆盖胶性能的优化改进
覆盖胶的粘合度是重要的技术参数，对于输送带
的质量存在直接的影响，也是关系到橡胶输送带使用
寿命的关键要素，所以需要加强管理和控制。矿用橡
胶带的覆盖胶配方需要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
优化改进措施，提高应用效果，可以促进输送带性能
的提升，延长使用寿命，还能降低损耗，保证生产顺
利进行。

2.1 选择合适生胶，提高橡胶输送带水平
目前矿用橡胶带的主要成分是氯丁橡胶，所以需
要选择合适的生胶，进行综合利用，才能有效地提升
橡胶输送带的总体性能。分析了解物质的物理、化学
性质，氯丁胶内含有氯原子，把氯丁胶应用到矿用橡
胶带内可以全面提升结构性能。此外，因为矿用橡胶
带必须具备抗燃烧性，所以要彻底解决摩擦升温的问题，
才能提高橡胶带运行的安全性。在配方改进时，应该
结合天然橡胶、丁苯橡胶使用，提高输送带难燃性，
从而提高总体水平。

2.2 生胶选择过程中，确保胶粘剂的工艺具
备先进性
生产工艺的选择要从使用场地、使用范围方面出
发进行分析，确定科学合理的操作流程，保证产品的
质量合格。现代社会高速发展之下，矿用橡胶输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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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大量的应用到运输业、化工、建筑等领域内，所以

生产人员在制造输送带时，如果没有做好接口的管控，

橡胶传输带性能需要全面提升。

容易导致在运行中发生损坏、断裂等问题，影响正常

要想保证橡胶输送带的性能满足要求，就要选择

生产。

合适的生胶材料，一般来说，技术人员需要把氯丁橡

3.4 橡胶输送带的钢丝芯纵裂

胶等相应的胶质材料合理的混合，各种材料加入比例

橡胶输送带内部组成部分不仅仅是橡胶，实际上

符合要求，从而可以保证橡胶输送带的性能合格，完

是由表面结构式橡胶组成的，其有一定的厚度要求，

全满足运行的要求。经过分析物理、化学性能可以发现，

而钢丝则是主要的承载部分，是内芯的组成结构。钢

氯丁胶内分布着大量的氯原子，结构性能良好，尤其

丝芯出现纵裂的概率较低，但是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

是应用到矿用橡胶带中，综合性能提升比较明显。此外，

能。这种损伤很多都是因为输送带在使用时没有及时

应用矿用橡胶输送带时，要从耐燃性方面出发进行分

清理物料或者清理不到位所造成的。

析，首先要解决摩擦升温的问题，保证橡胶输送带在
恶劣的条件下依然可以稳定的运行。加强配方的控制，
保证天然橡胶、丁苯橡胶等结合效果合格，以实现其
难燃性的提高，还可以延长使用寿命。

2.3 重点关注胶粘剂
生胶选择环节，应重点选择胶粘剂，保证生产工
艺流程科学合理，并且性能达标。生产工艺环节的控制，
各个工序都要符合要求，且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制作方
案，保证产品的质量合格。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
橡胶输送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胶粘剂性能也不断提
高，很多先进材料不断应用到实际中。因此保证材料
的性能合格，对于生产效率全面提升有着积极的促进
作用。

3 橡胶输送带常见损伤种类及其原因
3.1 局部磨损

4 完善橡胶输送带损伤修补方法
4.1 自然磨损的修补
通常来说，损坏面积比较大时，会采用热补方式
修补处理。首先做好输送带清洗处理，在达到干燥度
的标准之后，应用专业刮层设备将表面覆盖层清理处
理，但是不能造成钢丝绳芯的损坏，需要及时清理、
打毛处理，然后涂刷一层粘合剂，并且选择相应厚度
的粘贴与修补材料进行修补处理，对于修补位置进行
压实处理，并且把其送入硫化机进行卷取和硫化处理。
如果两面输送带都要进行修补，则选择同样的方式修
补另外一面。

4.2 边胶及面胶磨损的修补
输送带清洗时，达到干燥度的要求后，将损坏边
缘 4.2cm 位置上涂刷面胶。然后对该位置进行打毛处理，
达到干净的标准。如果边胶出现损坏的情况，要结合

输送带使用范围比较大，所以应用的类型也比较

损坏的尺寸、宽度进行切割，达到整齐的要求。

多。局部损伤中，表皮损伤较为严重，通常是在织物

4.3 覆盖层之间及钢丝绳芯的破坏修补

芯输送带、钢丝输送带等材质上出现。输送带在运输

按照运输皮带损坏面积确定硫化面积，将不合格

物料时，如果出现原材料卡滞的问题，导致输送带结

的皮带切割掉，使用芯胶和 120# 汽油根据 1：6 比例进

构发生损坏，就会影响正常的运行 [1]。

行胶浆制作。使用专业工具将表面盖胶层和边胶制作

3.2 局部破碎

为 30°的坡口，作为连接使用。沿着钢丝绳的走向切割

对于矿产领域来说，输送带是重要的设备，其主

掉芯胶，在钢丝绳周围保留芯胶 0.3mm~0.5mm，切割

要是将新挖掘的原材料以及新产品传输到规定区域内。

为菱形，然后逐一进行打磨处理，以起毛为合格标准，

这些原材料和产品的表面不可能都是圆滑的，有些材

应用 120# 汽油进行坡口部位清洗处理，然后涂刷胶浆。

料的棱角比较突出，并且外形尺寸比较大，会给输送

把热补贴粘贴到表面，使用边胶、覆盖胶进行修补处理，

带造成一定的冲击力，极易造成结构的损伤。如果原

并且进行压实处理，传输到硫化机内加热，但是要垫

材料的棱角比较锋利，容易在传输时发生断裂的问题，

上热铁 [2]。

造成传输带无法正常的运行。

3.3 橡胶输送带接口部分损伤

4.4 接头及横向撕裂的损坏修补
粘贴表面需要涂刷一层热补胶黏剂，在第一层达

目前所有的橡胶输送带制作时都不是通过模型浇

到干燥标准后，及时进行第二层涂刷，保证整个胶液

灌形成的，其内部存在多个接口，所以在制作环节，

结构完全干透。其他部分也要进行相应处理，逐步进

应该合理进行搭接，通过硫化技术提高连接的性能。

行各个部位对接处理，对于整个结构进行平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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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内部不会有气泡。如果采用两侧连接方式，边胶

一是冷粘修补材料选择。通常来说，冷粘修补材

和面胶要根据相应宽度确定，并且进行压实处理，再

料要求较高，选用、存储等环节严格管控，任何环节

传输到硫化机内加热。

5 输送带损伤修补方式及冷粘修补工艺
5.1 将不同修补方式进行对比
在进行修补工作时，工作人员应该合理地选择修
补工艺，提高修补的质量。具体的操作中，包括热硫化、
贴片、机械卡片、冷粘等形式，不同的修补方式有很
大的差异，对于后续的工作也有一定的影响。在表面
修补的过程中，在纵向口子输送带修补环节，一般热
硫化要经过 6h 的时间，这样可以提高修补的效果；贴
片和机械卡片一般为 2h 左右，但是效果相对较差；冷
粘通常是 1h 左右，但是修补的质量与热硫化基本相同。
从上述方面对比分析，输送带采用冷粘技术修补效果
最好。

5.2 冷粘修补工艺
在冷粘修补时，需要按照如下步骤进行修补处理：

失控都会导致材料性能下降，造成修补质量无法满足
要求。在配胶环节，严格控制配胶量，如果配胶量过大，
无法再次利用会造成产品浪费。
二是操作人员培训。操作人员是工作的基础，提
高人员专业素质水平对于提高冷粘修补质量有重要意
义，所以工作人员应该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胜任岗
位工作，确保修补工作顺利进行。
三是冷粘工作环境创设。为了确保冷粘修补的质
量和效果，可创设无尘工作环境，避免空气环境不适
宜或者没有处理到位存在粉尘，这是因为这些杂质容
易对输送带的运行质量造成影响。冷粘胶的粘度较高，
在工作人员涂抹时，应该做好环境温度控制，确保温
度处于合理范围内，如果过高，会造成没有涂抹前就
凝固，而温度过低会影响凝固效果。所以要做好冷粘
工作环境创设管理，确保达到修补的需要，完全满足
输送带修补工作标准。

第一步，定位输送带。在定位时，需要停止输送

四是冷粘工艺。每项工艺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

带运行，保证其结构达到稳定的状态，且损坏位置处

冷粘工艺也需要按照标准进行。在冷粘工作开展之前，

于最显眼位置上。

技术人员应确定合适的冷粘工艺，严格落实管理和控

第二步，处理损伤位置。损伤的情况不同，选择
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一般都要进行打磨处理，去除表
面杂质，达到光滑度要求，但是时间不能过长，否则
将会造成磨损。
第三步，输送带补强。如果表面损伤非常严重，
或者损坏长度较长，应该及时进行补强处理，提高结
构强度，一般在贯穿伤时应用。
第四步，清洁处理。对于打磨处理完毕的部位，
要及时进行清洗处理，这是因为橡胶组分容易产生很
多的浮粉，如果没有进行清理处理，极易造成修补效
果比较差，所以清洗步骤必不可少。

制措施，提高冷粘修补处理效果，提高输送带的运行
水平。

6 结语
矿用橡胶输送带是重要的基础材料，但是在运行
中极易产生一些损坏的问题，给工作质量和生产效率
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技术人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
选择合适的橡胶输送带维护及修补方式，改进覆盖胶
配方，确保修补材料符合实际运行要求，结构完整性
合格，提高输送带运行效果和质量，满足实际生产需要，
以产生较高的生产效益与经济效益。

第五步，打磨部位干燥处理。打磨部位清洗处理
完毕之后，容易存在残留水或者液体，如果没有及时
处理，容易导致后续修补效果无法满足要求。因此，
为了提高修补的质量水平，要及时进行修补部位的干
燥处理。当前主要应用烘干法，比如高温灯、热风枪等。
在干燥的过程中，要随时了解干燥部位的橡胶带颜色
变化，不要达到熔点 [3]。

5.3 提高输送带冷粘修补质量的主要措施
任何工作的开展都有明确规定，工作人员应该结
合实际情况展开管理和控制工作。冷粘修补技术的质
量管理从下述几个方面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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