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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刮板输送机 安全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埋刮板输送机（以下简称“输送机”）在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查和维护等方面的

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可连续输送粒度不大于 100mm 的散状物料的埋刮板输送机。

本标准不适用于输送腐蚀性大、或堆积密度大于 1.8t/m³、或具有特殊物理性能物料的输送机，也

不适用于爆炸性气体或可燃性粉尘等环境下使用的输送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053（所有部分）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GB 5083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GB/T 10596 埋刮板输送机

GB 23821 机械安全 防止上下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

GB/T 25295 电气设备安全设计导则

GB 50270 输送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7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旋转电机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54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55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力交流设备施工及验收规范

3 安全规则

3.1 设计制造阶段

3.1.1 基本要求

3.1.1.1 输送机的设计制造应符合 GB/T 10596 及 GB 5083 的规定。

3.1.1.2 输送机的电气装置应符合 GB/T 25295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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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输送机在输送物料过程当中不应泄露。

3.1.1.4 当人员可能触及输送热物料输送机的灼热外壁时应设置防护栏杆或隔热层，具体应符合GB

4053和GB 23821的规定，并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3.1.1.5 热料型输送机应设置冷却装置，具体应符合 GB/T 10596 的相关规定。

3.1.1.6 热料型输送机应考虑热膨胀，当热膨胀位移大于 5mm 时，应加装膨胀节；气密型输送机的气密

性应符合 GB/T 10596 的有关规定。

3.1.1.7 输送机应标明刮板链条运行方向。

3.1.1.8 应在输送机上设置带有密封盖的观察孔、检修门，观察孔应设置防护网。

3.1.1.9 所有外露的旋转运动部件均须设置防护网或防护罩，具体应符合 GB 23821 的规定。

3.1.1.10 输送机外露部件不得有刃口、尖角。

3.1.1.11 当输送机检修部位安装在高于楼面或地面 1800mm 处时，应按 GB 4053 的规定设置相应的检修

和维护平台。

3.1.1.12 当采用带有易熔塞的液力偶合器时，应有油液防喷防护罩以及油液防喷收集装置。

3.1.1.13 驱动装置露天布置时所有机械和电气元器件应采取相应防护装置。

3.1.1.14 驱动装置时布置于地坑时，应有防水、排水措施，并应留出适当的清理、检修位置。

3.1.1.15 在输送机观察和检修的部位应设置照明装置。

3.1.2 安全防护装置

3.1.2.1 输送机应当设置紧急停止开关。

3.1.2.2 输送机应有可靠接地装置。

3.1.2.3 输送机应设置过载保护装置。

3.1.2.4 输送机应设置断链保护装置。

3.1.2.5 电控箱上应设置声、光报警装置。

3.1.2.6 输送机应设置料层高度调节装置及料层指示装置。

3.1.3 产品使用维护说明书

3.1.3.1 输送机制造商应向用户提供产品使用说明书，其内容除产品介绍、产品参数、使用说明、维护

周期及检修内容、润滑说明、易损件目录、随机文件目录外还应包含 3.1.1.7、3.2、3.3 及以下内容。

3.1.3.2 严禁在未经设计方或其授权代理人同意的情况下改变输送机的结构、运行参数、输送物料的种

类及其参数。

3.1.3.3 防护装置若有损坏，应及时整修；检修时拆下的防护装置，应及时重新装配。只有整修和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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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达到设计要求时才能继续使用本输送机。

3.1.3.4 安全防护装置的清单、安装位置和安装方法。

3.1.3.5 说明为安装输送机而使用的油漆、润滑剂、油、密封材料、绝缘材料、氧气、乙炔气等危险物

品的使用方法。

3.1.3.6 用户使用设备的安全计划、安全档案、维护档案。

3.1.3.7 安装过程必须由有资质的承包商进行安装，并建立安全、完整的安装计划和方案。

3.2 安装

3.2.1 安装单位应遵循 GB 50270、GB50168、GB50169、GB50170、GB50254 和 GB50255 的规定，同时按

照“产品使用维护说明书”制定安装方案并实施。

3.2.2 应按图纸和产品使用维护说明书中“安全防护装置的清单、安装位置和安装方法”的要求，安装

所有的安全防护装置。

3.2.3 输送机的安装支撑结构件应牢固可靠且其联接必须牢固稳定；悬挂机架应有足够的刚性和稳定

性。

3.2.4 输送机头部应焊牢在平台或支架上，各段机槽安装后，应沿长度方向朝尾部伸缩，其横向不应有

移动或晃动现象。

3.2.5 输送机在安装后及工作状态下，其头、尾部对称中心面对机槽两侧对称中心面的对称度应符合

GB/T 10596 的规定。

3.2.6 每节壳体连接后内部应平整、法兰密封良好，允许刮板链条运行前方的导轨稍低，其值应不大于

2mm。

3.2.7 伸进地坑内或穿过楼层的输送机，在地坑表面或穿过楼板处应设置栏杆、通道等防护措施，具体

应符合 GB 4053 和 GB 23821 的规定并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3.2.8 安装刮板链条时不得装反；应确保其合适的松紧度，具体应按 GB/T 10596 的规定实施。

3.2.9 输送机所设置钢直梯、钢斜梯、平台、防护栏杆及跨越梯应符合 GB 4053 的规定。

3.2.10 电控箱（柜）的布置位置应在干燥和通风处，悬挂的电控箱安装高度不低于 1.2m，并应设置安

全警示标识。

3.2.11 安装完成后，应将剩余的安装辅材、安装工具和危险品清理干净。

3.2.12 所有的通道、扶手、梯子、护栏、跨越梯、照明装置安装完成之前，输送机不得试车。

3.2.13 输送机所设置的防护网或防护罩安装完成之前，输送机不得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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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使用、检查和维护

3.3.1 输送机操作人员和维修人员均应持证上岗。

3.3.2 输送机未断电的情况下，严禁进行维护作业。

3.3.3 输送机应在使用说明书规定的作业条件下使用。

3.3.4 输送机进料口处应当设置格栅或其他设施，防止不符合设计规定的物料进入输送机。

3.3.5 输送机不允许超载使用，实际输送量不应超过额定输送量。

3.3.6 输送机上方禁止堆放东西、禁止人员行走。

3.3.7 在进行维护和保养时应停机断电，并设置安全警示标牌。检修人员必须保持 2 人以上，且必须至

少有 1 人为安全员。

3.3.8 输送机应先开机后供料，停机时应先中断供料并待输送机卸料口无物料卸出时方可停机。

3.3.9 输送机由于意外事故而负载停车时，再重新启动之前，必须排除故障，用点动或其他办法适量排

除输送机壳体内的物料后方可开机，以确保输送机的正常运转。

3.3.10 输送机在进行日常检查时，出现下列情况下时应进行调整或修复：

3.3.10.1 刮板链条有弯曲、变形现象。

3.3.10.2 驱动装置相关的联接件出现松动现象。

3.3.10.3 尾部调节螺杆发生位移现象。

3.3.10.4 输送机与安装支架的连接发生松动现象。

3.3.11 输送机在进行日常检查时，出现下列情况时应更换备品备件：

3.3.11.1 刮板严重变形影响物料正常运行状态、刮板断裂或脱焊。

3.3.11.2 链杆（板）发生裂纹。

3.3.11.3 销轴或滚子磨损后影响刮板链条正常运行状态。

3.3.11.4 导轨磨损后影响刮板链条正常运行状态。

3.3.11.5 头轮、尾轮磨损后影响刮板链条正常运行状态。

3.3.11.6 到期的油或油脂。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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