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性能与可靠性更胜一筹
带式输送机驱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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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带式输送机驱动系统领域拥有超过
半个世纪的成熟经验
作为流体力学的全球领导者，福伊特利用多年的经验与专业知
识，交付完整的带式输送机驱动解决方案，大幅提高采矿过程
中的生产率和可靠性。我们是稳定、可信赖的国际企业，拥有
全球销售与服务网络。我们是福伊特产品的坚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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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为所有规模的采矿作业提供多种系统与服务
液力偶合器

类型：

恒充式

阀控调速式

型号：

TV、TVV、TVVS

TPKL、TurboBelt 780 TPXL

热监控装置
MTS （机械式开关装置）
• BTS （非接触式开关装置）
• BTM （非接触式监控装置）

涡轮皮带驱动控制(控制器)

配件：

•

驱动组合

定制包可包括：
• 福伊特液力偶合器
• 电机、齿轮箱、联轴器
• 辅助装置和其它部件
• 底座
• 工程

工程服务

设计、启动模拟、工程、调试、维护、培训

几十年的丰富经验让数百万福伊特偶合器广泛应用在采矿行业
中。加上研发部门的不断创新、最新的技术、无与伦比的专业
知识与技巧，我们的成就首屈一指。

福伊特提供范围广泛的带式输送机偶合器，功率等级从 37 千
瓦到 4000 千瓦不等。我们能够为每个传动提供正确的偶合
器，也能为整个带式输送机解决方案提供定制包。

福伊特液力偶合器能够在最严酷的环境条件下进行作业——无
论是炎热、寒冷、多沙、多尘、海洋空气或地下环境。我们提
供的偶合器范围相当广泛，您总是能找到适合您系统的产品。
每一件福伊特产品都是用最高标准设计和制造的，传动部件功
能平稳，几乎无需维护，极少发生磨损。这意味着生产率更
佳，停机更少。

先进的技术带来竞争优势
不同于电气解决方案，福伊特系统的寿命周期成本更低，使用
寿命更长，可靠性更佳，且容易维护，零件易获得。与其它液
压动力系统相比，我们在很多方面具有显著的技术优势：
• 改善的特性曲线和启动系数
• 更佳的机械质量
• 用于易爆区域的系统
• 在变化的负载条件下安全启动

在液力传动方面的资质能力与成熟的工程设计
增大的采矿产量、更长的传送距离、更高的功率要求和更严的
运行可靠性要求，为带式输送机驱动系统带来不断挑战。福伊
特偶合器积极保护系统中最重要的部件——电机和皮带，同时
提供最大的驱动功率转输，并确保可靠运行。

全球工业的领导者，液力偶合器行业的领头羊
福伊特公司成立于 1867 年，拥有员工超过 42000 名，销售额
达 57 亿欧元，在全世界约 50 个国家经营业务。在发明液力偶
合器后，我们在采矿行业的突破性成就开始崭露头角。

从 1960 年起，福伊特为各类的地上及地下采矿应用设备（包
括带式输送机、刮板输送机和破碎机）提供偶合器。当提到有
丰富工程专业知识和全球服务网络作支持的带式输送机系统用
液力偶合器时，非福伊特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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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特性与功能
兼具高可用性与高可靠性
带式输送机最重要的两个要求是高可用性和可靠运行。对于带式输送机
的平稳运行，可能没有一个部件能够比液力偶合器的贡献更大。福伊特
偶合器结实、坚固、紧凑，运行相当可靠。即使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
也始终能确保安全、可靠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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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可靠，可用于长距离牵引
得益于工程创新和成熟的流体力学优势，配置有福伊特液力偶
合器的大负荷带式输送机能够可靠地启动与加速。我们先进的
阀控调速型偶合器配有主动冷却系统，让无限制的系统启动成
为可能。 更有利的是，液力功率传输无磨损，因此维护需求极
少。

轻松运行多电机驱动
很多带式输送机系统依赖于多电机驱动。传动装置中的液力偶
合器能够依次启动电机，避免同时出现电流峰值。福伊特液力
偶合器具有自动负载分配功能，可防止单个电机过载。此外，
主动负载分配可以为不同的传动管理不同的负载情况，并补偿
不同的驱动滑轮直径。

保护皮带和所有传动部件
由于偶合器的输入侧与输出侧之间无机械接触，无论输送机有
负载还是空载，电机都可以无负载启动。福伊特液力偶合器可
自动调整所运用的启动力矩，以适合负载条件。偶合器还可以
高效地抑制振动。

安全稳定，无论在地上还是在地下
福伊特液力偶合器可满足要求苛刻的井下带式输送机的技术规
范。福伊特的液力偶合器用水作为安全、不易燃的运行介质，
专门为易爆环境而设计。当运行在禁用铝质部件的场合时，偶
合器的外部零件选择用球墨铸铁制成。福伊特偶合器已获得地
下采矿的所有相关证明，如：ATEX、MA、MSHA 等。

多机驱动带式输送机的配置

主驱动

中间传动

尾部驱动
皮带

张紧机构
福伊特液力偶合器能够让皮带传动以平滑、交错的方式启动。各个电机仅
受偶合器的启动扭矩，防止潜在的破坏性电流冲击。启动过程中自然的负
载分配安排可确保各个电机不会过载。取决于您选择的是何种偶合器，启
动系数可以限制在 1.2 倍额定力矩和 1.6 倍额定力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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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最佳效率的完整系统方式
与行业领先专业知识相衬的偶合器与配件
当今市场对皮带传动的要求比以往都要高，液力偶合器必须经
得住极端条件的考验。福伊特恒充式偶合器和阀控调速式偶合
器具有广泛的启动时间与启动系数、扭矩增加值和传动额定功
率，能够满足多种性能要求。我们将从各种福伊特偶合器——
TV、TVV、TVVS、TPKL 和 TurboBelt 780 TPXL 中，为您的
运行确定最佳选择。
要优化您的阀控调速式偶合器（乃至整个系统）的性能，可使
用先进的控制装置——福伊特 TurboBelt DriveControl，它可以
改善每种运行模式中偶合器的控制与监控。在广泛的专业知识
与经验支持下，福伊特客户支持服务也已准备好，随时协助将
系统集成到输送机 PLC 中。

福伊特全套传动解决方案能够对每个系统进行优
化。它们使带式输送机能够在所有条件下平顺启
动。驱动组合为带式输送机提供最大的可用性。

6

对于恒充式液力偶合器，福伊特还提供三种温度监控系
统：MTS、BTS 和 BTM。这些设备可以改善运行，能够最高
效地利用热储备，从而更精确地管理过程，避免停机。
完整的传动解决方案
除了为高要求带式输送机传动提供广泛的液力偶合器产品组合
外，福伊特还将与您合作，提供完整的传动解决方案。根据您
的具体要求，我们会帮助您确定最适合您运行情况的传动系
统。我们的工程师可以设计和交付连同 TurboBelt DriveControl
一起的驱动组合，包括：电机、齿轮箱、机架、联轴器等等。
就完整的传动解决方案而言，福伊特的能力和专业知识在行业
中独占鳌头。

自 1997 年以来未发生计划外停机：
Bukit Asam 信赖福伊特
位于印度尼西亚的 Tanjung Enim 矿厂，由 Bukit Asam 拥有和
经营，已经营 90 多年。2012 年，该矿厂产煤近 1500 万吨，
未来几年的产量预计会更高。
Bukit Asam 始终对福伊特液力偶合器感到很满意。Tanjung
Enim 矿厂每周工作 7 天，每天工作 24 小时，任何设备停机都
意味着生产损失。自 1997 年以来，矿厂的某些部门一直在带
式输送机上使用福伊特液力偶合器，从未出现任何计划外停
机。这些偶合器确保日复一日的平顺启动，所有部件（特别是
皮带）的使用寿命都很长。
“福伊特偶合器的性能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这些偶合器易于维
护，仅需换油即可，而且可靠性特别棒。”维护计划经理 Kris
Tjahajaning Tyas 表示。

Tanjung Enim 矿厂现有的 13 台带式输送机依靠的是 TVVS 恒
充式液力偶合器（额定功率从 55 到 500 千瓦），这些偶合器
已使用了 15 年以上。该矿厂有两台煤处理设备，最长的带式
输送机长 4284 米，每小时处理 1700 吨煤。其传动装置配置
有三台 315 千瓦电机和三个 750 TVVS 液力偶合器。
除了输送机的传动装置，Tanjung Enim 矿厂斗轮式挖掘机的传
动装置还配备有五个 1000 T（750 千瓦）液力偶合器，这些液
力偶合器不仅能抑制振动，而且能保护驱动系统，防止在频繁
发生过载的情况下系统受损。
Bukit Asam 的 Tyas 对于液力偶合器的这些优势表示很满意。
对于当地福伊特团队实用的建议、售后支持，以及对整个传动
系统无与伦比的专业知识，他也表示相当欣赏。

福伊特偶合器非常适合于用在极端环境中，对恶劣条件如灰
尘、污垢、潮湿等丝毫不敏感。Tanjung Enim 矿厂里的细煤粉
并不影响其性能。这些偶合器能抑制驱动系统里的扭转振动，
并防止系统过载，延长了整个系统的使用寿命。由于扭矩通过
液体传递，福伊特液力偶合器的功率传输不造成磨损，因此将
维护降低到最少。

福伊特高可靠性的 TVVS 液力
偶合器，自 1997 以来一直运
转在 Tanjung Enim 矿厂，从
未出现过计划外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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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的扭矩和功率传递：
流体动力学的奇迹
液力偶合器是简单机械结构的典范。液体
流动时经过一组面对面放置的叶轮，液力
偶合器正是以此来传输功率。
偶合器由两个基本圆周部件组成：泵轮和涡轮。泵轮与电机相
连，其作用像是旋转的泵；而涡轮与被驱动机相连。
工作液从泵轮直接流进涡轮中，然后返回到泵轮，功率传输与
工作回路里的充液量成正比。由于传动侧与被传动侧分开，液
力偶合器能够无摩擦或磨损地传递功率，同时抑制驱动链条中
的扭转振动和扭矩冲击。正因如此，功率传输顺畅、无磨损，
而且使用寿命长。

简洁而优雅的液力偶合器能够顺畅、高效地为机器或输送机传输巨大功率。

恒充式液力偶合器的运行工况

停机
停机时，所有工作液停留在偶合器靠下的部
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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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随着传动电机的速度增加，工作腔内的工作
液通过泵轮加速。循环流动影响着涡轮的叶
片表面，涡轮通过动能运动起来。在机器启
动过程中，工作油从延充腔排入工作腔中。

额定运行
在额定运行时，工作腔被全部充满。功率在
泵轮和涡轮之间传输，且滑差最小。

恒充式偶合器
恒充式偶合器是自给式、表面冷却的传动部件，主要用于带式
输送机启动和扭矩限制。其提供自然负载分配。
不同型号的恒充式偶合器主要通过相邻腔的类型和形状确定。
在相邻腔内，自动控制的填充和清空过程决定了启动性能。这
些偶合器有内置智能，自带自动控制，无需外部控制，确保运
行顺畅、无故障。您传动系统的具体要求将决定所需的偶合器
类型、扭矩和功率。

阀控调速型偶合器
阀控调速型偶合器是先进的驱动系统部件，用精确控制的扭矩
提供更高的功率传输，从而可减少对带式输送机以及整个驱动
系统的磨损和剪切。这些偶合器与一个控制装置相结合。控制
装置通过改变充液量，对传输进行不断地调整，以维持精确运
行，而且让调试变得简单和直接。阀控调速型偶合器拥有一个
也用作冷却的工作液回路。这样可提高热容量，让大负载下的
启动过程更长、更频繁，提高您系统的生产率与可靠性。
此外，阀控调速型偶合器在启动时完全清空，能够让无负载电
机启动减少应力，保护电机与功率供给回路。

TPKL 阀控调速型偶合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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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带式输送机传动偶合器，
迎接一切挑战!
皮带通常是带式输送机系统中最昂贵的部件，偶合器必须在确
保平稳可靠运行的同时，防止投资蒙受风险。在考虑使用何种
类型偶合器时，要考虑一系列参数和运行工况，而不只是简单
考虑功率等级，这一点特别重要。这样做的结果是，更佳工程
设计的皮带机驱动，成本降低，而且效率提高。
广泛的选择
对于恒充式偶合器，福伊特 TV 型提供适中的启动时间、平稳
的扭矩增加和 1.6 倍额定负载的启动系数。TV 型与较短水平
式或垂直布局中上升坡度较大的皮带机匹配良好
如果您需要更大的传动功率和延长的启动时间，我们的 TVV 型
偶合器可提供 1.4 倍的启动系数。对于有巨大半径垂直曲线的
中等长度输送机，TVV 是理想选择。
对于启动频率更大、距离较长的大转动惯量皮带机，TVVS 型
偶合器是合适之选。它在带有小半径曲线的复杂布局上工作良
好，提供 1.4 倍的启动系数。它还会在输送机启动前预张紧皮
带约 5-10 秒。

我们的阀控调速型偶合器可用于最长的输送机类型（如 overland）；重型大惯性系统；要求最苛刻的启动条件与频率；带
有曲线和/或复杂的输送机布局的系统。TPKL 阀控调速型偶合
器是一种容易操作的自支撑装置，启动时间为数分钟，提供
1.2 倍的启动系数。TurboBelt 780 TPXL 的特点是高效、紧凑
的设计，容易调试，移动式皮带机的业主能够将其转移。这两
种偶合器还可以增大皮带的预张紧程度，让启动更加顺畅。
成功因素
为了给您的运行确定正确的偶合器，福伊特将评估以下因素：
• 输送机布局
• 启动频率，例如直接连续以及启动次数/小时
• 根据负载条件改变启动扭矩
• 扭矩限制
• 启动时间
• 输送机长度
• 皮带机的有效功率(或电机的)
选择正确偶合器将让您的系统：提高功率，实现更高的产能；
支持多电机驱动；年复一年始终具备稳定的性能。福伊特拥有
适合每个传动的偶合器——将为您的整个传动系统提供专业系
统地设计。

福伊特液力偶合器的启动系数
T/ TN

电机

TV

扭矩

1.6

TVV

1.4
1.2
1

TVVS
TV、TVV、TVVS 恒充式液力偶合器

TP

TP

时间
5s

10

40 s

数分钟

阀控调速型偶合器

准确模拟现实世界的结果
在福伊特，我们将 TurboSim 软件与精深的工
程专业知识相结合，评估您的驱动系统要
求，为您的传动选择最佳的液力偶合器。
福伊特 TurboSim 是一个软件模拟工具，我们利用它分析带式
输送机驱动系统与液力偶合器。TurboSim 还有一个特别的优
势：能让我们模拟带式输送机在各种环境条件下的启动性能。
这让计算机辅助选择偶合器更为精确，让规划安全性更佳，并
且可降低运行风险，有助于确定输出储备。

在模拟过程中，关键的要素是验证偶合器在不同负载、额定运
行以及频繁启动时的热性能。通过 Voith TurboSim，我们可以
分析一系列环境条件，以及与其它部件（例如电机）的相互作
用。根据这些计算，启动曲线可以用来优化其它输送机部件，
如皮带质量和张紧设置。输送机性能还可根据不同的负载和运
行工况加以分析。因此对于确定哪种传动系统性能最佳，能得
到一个更准确的、数据驱动的方法。
TurboSim 是一个强大的工具，能帮助项目经理减少从系统设
计到实施的不确定性与风险，而且能指出成本优化的可能区
域。它凭借高可用性为输送机的可靠功能提供更好的保证，因
而调试更及时，生产率更高。

TurboSim –带式输送机启动模拟 电机：500 kW @1 490 rpm，液力偶合器：750 TVVS
ThyssenKrupp Fördertechnik, REK Bitola
1 启动几乎无负载的电机，也可以对
不同的电源条件进行分析。

160

6 000

2 平稳的预张紧可减少皮带中的动
力，避免纵向振动。

4

5 000

133

1 200

120

3 液力偶合器类型 TVVS 将扭矩限制
到负载扭矩的 140 %。具体项目可
将启动扭矩降低至 130 %。

3

130 %
800

80

100 %

温度 [° C]

3 000

速度 [rpm]

扭矩 [Nm]

4 000

2

4 对偶合器温度进行分析，以确保安
全运行。
可分析多电机驱动和不同的负载条
件。

2 000
400

40
1

1 000

0

0

0

5.5 s
皮带预张紧

10

20

30

40

0

39 s
带式输送机的加速度

额定运行

时间 [s]
液力偶合器/带式输送机的输出速度
负载扭矩

液力偶合器的温度
液力偶合器的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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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平顺启动的偶合器

用于可控启动的偶合器

TV 型偶合器
带有延充腔的恒充式 TV 型偶合器，主要用于小功率皮带机驱
动。延充腔有利于在启动期间精确填充工作腔，让带式输送机
平顺启动，并将启动扭矩限制到 160% 的额定负载。

TPKL 偶合器
阀控调速型 TPKL 偶合器特别为采矿带式输送机最严酷的工作
条件而开发。它可根据皮带的负载条件平稳地控制加速，因此
能够让多电机驱动主动分配负载，而且启动时间可达数分钟。
得益于外部冷却回路，TPKL 能够连续多次处理最困难的启动。

TVV 型偶合器
TVV 液力偶合器的特点是有加长延充腔，它能让带式输送机启
动更加顺畅，启动扭矩限制在额定负载的 140%。
TVVS 型偶合器
由于其加长延充腔和侧辅腔壳，TVVS 液力偶合器具有极佳的
软启动特性（扭矩限制为额定负载的 140 %）。其小启动扭矩
以及缓和的扭矩增加，使得TVVS 偶合器能够自动适应皮带的
负载条件，无需独立的控制装置或外部组件。当输送机为空载
或部分负载时，该偶合器还提供相对于额定负载条件 (100 %)
的扭矩限制。

TurboBelt 780 TPXL
TurboBelt 780 TPXL 是高效的阀控调速型液力偶合器，用于带
式输送机传动中的 6 极或 8 极电机。该偶合器的控制简便易
行，为最重皮带负载提供特别平稳的加速。此偶合器为运行在
900-1200 rpm 而进行了优化处理。它设计紧凑，易于直接连
接电机。
得益于双工作回路和新开发的 XL 叶轮外形，TurboBelt 780
TPXL 的功率传输特别高效。事实上，此偶合器传输的功率相
当于相同尺寸标准偶合器的两倍，可达 1900 kW。

用于带式输送机传动的福伊特液力偶合器

TV
带有延充腔的恒充式液力偶合器
TVV
带有加长延充腔的恒充式液力偶合器
TVVS
带有加长延充腔和环室的恒充式液力偶合器
TPKL
阀控调速型液力偶合器，自支撑设计
TurboBelt 780 TPXL
阀控调速型液力偶合器，法兰连接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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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

TVV

福伊特产品组合：用于带式输送机传动的液力偶合器
耦合器
功率范围 (kW)
电机转速 (rpm)

TV

TVV

TurboBelt 780
TPXL

TPKL

37 – 400

37 – 630

75 – 1 500

150 – 4 000

700 – 1 900

900 – 1 800

900 – 1 800

900 – 1 800

1 500 – 1 800

900 – 1 200

型号
启动时间

TVVS

恒充式
最长 25 S

最长 35 S

阀控调速型
最长 45 S

最长数分钟

控制

内置自控

TurboBelt DriveControl （可选择）

热容量

表面冷却

主动冷却

热监控

MTS、BTS、BTM（可选择）

PT 100

球墨铸铁

–

油
（水、可生物降解油）

油
（可生物降解油）

外壳选择
运行介质
（可选择）
服务

TVVS

设计、计划、调试、技术分析、维护、培训

TPKL

TurboBelt 780 TP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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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控制与温度监控系统
严酷的启动过程或皮带过载会升高偶合器
的温度。即使在温度高时，福伊特偶合器
也会继续工作。
为了避免过热，所有恒充式偶合器都用易熔塞加以保护，易熔
塞可释放工作油以及使传动分离。根据您特定的带式输送机特
性，还可以增添温度监控系统，以进一步提高能见度，改善传
动的可用性。这些包括机械式热装置 (MTS) 和非接触式热感应
装置（BTS 和 BTM），当达到特定温度时，这些装置可关断
电机或触发警报，以保护设备。

TurboBelt DriveControl
TurboBelt DriveControl 连接带式输送机的 PLC 和阀控调速型偶
合器，为达到更高的效率与可靠性，对每个运行模式（特别是
启动期间）进行充分地控制和监控。它可与所有福伊特阀控调
速型偶合器和所有品牌的带式输送机控制系统合作。
TurboBelt DriveControl 已经过完全组装和工厂测试。它依靠标
准通信接口，无需专业编程经验，因此减少了安装与调试所用
的时间。它非常灵活，能够用多偶合器控制多电机驱动，确定
需要负载分配的情况，并且相应地改变运行。
使用时，TurboBelt DriveControl 的性能可以显示在任何电脑或
笔记本电脑上，不用专门的软件就能够分析传动数据和运行监
控。当排除故障或远程诊断时，数据也可以在 IP 通道上传输。

1 MTS （机械式热控开关装置）
2 BTS（非接触式热感应开关装置）
3 BTM （非接触式热感应监控装置）
4 TurboBelt DriveControl
1

2

3

4

基于卓越工程设计的世界级服务与支持
无论是技术支持还是系统运行，可用性是最
为重要的。我们确保所有部件都经过最恰当
地设计和制造。而且，只要您需要，我们会
始终在您身旁。
经多年证实，福伊特带式输送机偶合器能够在最严酷的环境中
工作，极少需要维修服务。极少数情况下需要维修时，当地团
队会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提供服务，确保您的系统高效、
安全、可靠。
设计意在卓越，制造旨在不凡
福伊特工程师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向您提供对整个解决方
案的建议——从偶合器到整个传动。装运前，一切都要经过再
三检查，确保无故障产品拥有最佳的质量。

福伊特服务工程师在现场组装和检查液力偶合器，并为调试您
的整个驱动系统提供支持。新传动和现有传动会受益于一系列
的检查与测试，最大程度地提高性能。超过标准保修期时，我
们可为您系统的生命周期提供服务合同。
如需零件，我们保证您的系统终身都能获得零件。所有更换件
都符合精确的福伊特技术参数，并且是为您的特定系统而设计
的。凭借我们的全球服务中心和零件网络，不管您需要什么，
始终都近在咫尺。
用每一个可能的方式保护您的投资
• 优化解决方案，从偶合器到整个驱动组合
• 设计新系统并优化现有系统
• 传动系统现代化与传动系统改造
• 系统分析、大修和维修
• 调试和跟踪服务
• 终身可提供零件
• 培训与服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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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驱动技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销售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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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置地广场F座1801
电话： 010-5665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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