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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部分

规划部分的目的是什么？ 

规划部分帮助您挑选适当的电动辊筒并选购各种部件。 规划部分为您提供：

• 应用、工业和环境条件方面的信息

• 计算皮带拉力和功率方面的帮助

• 辊筒类型的详细描述

规划部分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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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网

在电压相同的条件下，在 60 Hz 的供电网中建议使用三相 50 Hz 电机

• 电机额定电源：230/400 V – 3ph – 50 Hz
• 供电网：230/400 V – 3ph – 60 Hz

在 60 Hz 的供电网中使用三相 50 Hz 电机将导致频率升高，使速度提高 20 %。如果额定电

机参数保持恒定不变，则将需要高出 20 % 的输入电压（U/f 定律）。不过，如果无法提供高

出 20 % 的电压，则根据下图，所有与电压相关的参数都将受到影响。

电网电压 = 额定电机电压

电机参数
功率 P kW 100 %
额定转速 nn rpm 120 %
额定扭矩 Mn Nm 88,3 %
启动扭矩 MA Nm 64 %
牵引扭矩 MS Nm 64 %
牵出扭矩 MK Nm 64 %
额定电流 IN A 96 %
启动电流 IA A 80 %
功率因子 cos φ 106 %
效率 η 99,5 %

供电网 电机额定电源

230/400 V 230/400 V
3 ph 3 ph
60 Hz 50 Hz

低噪音

所有 Interroll Drum Motors 都具有较低的噪音和振动级别。本产品目录不对性能级别作任何

具体说明或保证，因为性能级别因电机类型、极数、速度和具体应用而异。对于明确要求低

噪音的应用领域，请联系 Interroll 客户顾问。

海拔 1.000 m 以上

在海拔 1.000 m 以上操作电动滚筒可能会由于大气压力过低而导致功率损耗和过热。计算功

率要求时必须考虑这一点。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Interroll 客户顾问。

环境条件
规划部分

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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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三相电机连接至单相电源

三相电机与变频器结合使用时可以连接至单相电源，只要电源电压与电机电源电压相同。三

相电机的效率通常要比单相电机高很多。

将单相电机连接至 60 Hz 电源

通常不建议在 60 Hz 电源上使用单相 50 Hz 电机。电压相同情况下，将电源更改为 

60 Hz，将会对各个参数产生影响，如三相电源比较图所示，不过，

过热和噪音风险比三相电源更高。

在电压高出 15/20 %、60 Hz 的供电网中使用三相 50 Hz 额定电源电机

• 电机额定电源：230/400 V – 3ph – 50
• 供电网：276/480 V – 3ph – 60 – 2 极和 4 极（电机电压 + 20 %）
• 供电网：265/480 V – 3ph – 60 – 6 极、8 极、10 极和 12 极（电机电压 + 15 %）

在电压高出 20 %、60 Hz 的供电网中使用三相 50 Hz 电机将增加频率，使速度提高 20 %，
但所有额定电机参数仍然保持较小的浮动（Uf 定律）。注意！但是，

如果供电网电压 = 电机电压 +15 %，那么实际电机功率将为原始电机功率的 92 %。

电网电压 = 1,2 x 额定电机电压（2 极和 4 极）

电机参数
功率 P kW 100 %
额定转速 nn rpm 120 %
额定扭矩 Mn Nm 100 %
启动扭矩 MA Nm 100 %
牵引扭矩 MS Nm 100 %
牵出扭矩 MK Nm 100 %
额定电流 IN A 102 %
启动电流 IA A 100 %
功率因子 cos φ 100 %
效率 η 98 %

供电网 电机额定电源

276/480 V 230/400 V
3 ph 3 ph
60 Hz 50 Hz

环境条件
规划部分

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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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收银

超市收银输送机上传送各种包装食品、糖果和电子商品。频繁的启动/停止及低噪音是此类采

用摩擦传动皮带的应用的典型特征。

• 插入电缆接头

• 主要提供单相电源，可选提供三相电源

选件和附件

瓶子回收

电动滚筒 80S、113S、80S DC 及 113S DC 适用于基于零售的自动废瓶回收机

（RBRVM，Retail Based Reversed Vending Machines）和相关的废弃瓶罐搬运设备。

电动滚筒可根据订购要求配备工程塑胶链轮，与模组网带一起使用。对于需要窄皮带、 

搬运瓶罐的应用，电动滚筒可以配备特殊支架或使用专用卡带式系统来适应此用途。

如果需要传动直径较小的电机或其他类型的电机，请联系 Interroll 客户顾问。 

行业解决方案
规划部分

行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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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机皮带仅应根据制造商的建议予以张紧，且仅应张紧到足以传动皮带和载荷，

使皮带不至于打滑即可。皮带张紧过度可能损坏电动滚筒和皮带。 

电动滚筒的最大皮带张力可参考本产品目录的产品页面。 

Interroll 可以根据订购要求提供皮带张力测量装置。

图: 由于皮带张紧过度而损坏的电动滚筒

为提高从电动滚筒传向皮带的扭矩，可以在外管上粘合橡胶包层，以产生更大的摩擦力。

• 对于环境干燥的应用领域，平滑的包胶即已足够，或者使用菱形包胶； 

也可以使用带有沟槽的包胶或其他类型的包胶

• 包胶层中可以加工一些 V 形槽，用于皮带定位，防止皮带跑偏

如果安装有外部皮带定位装置，则可使用圆柱形外管，以防产生反作用。

输送机皮带与电动滚筒之间的摩擦可能因皮带材质而异。

计算皮带张力时，要考虑以下摩擦系数：

电动滚筒

表面

环境条件 皮带材质

钢 具有摩擦

力的橡胶

PVC，低摩擦 PVC，高摩擦 聚酯织物 浸渍异丙醇

的材料

钢 干燥 0,30 0,25 0,30 0,35 0,40 0,30 0,20 0,25
潮湿 0,25 0,20 0,20 0,25 0,30 0,20 0,15 0,20

橡胶 干燥 0,40 0,30 0,35 0,40 0,50 0,40 0,25 0,30
有槽橡胶 潮湿 0,35 0,25 0,25 0,30 0,40 0,30 0,20 0,25
PVC，防滑 干燥 0,50 0,40 0,41 0,50 0,60 0,45 0,35 0,40

潮湿 0,35 0,35 0,30 0,35 0,40 0,40 0,25 0,30
陶瓷 干燥 0,55 0,35 0,30 0,35 0,40 0,40 0,25 0,30

潮湿 0,45 0,35 0,30 0,35 0,40 0,40 0,25 0,30

皮带张力

橡胶包层

其他摩擦系数

皮带式输送机主要设计用于将物料从一个地方运输或输送至另一地方。皮带式输送机最简单

的形式通常是包括一个纵向框架，框架中装有电动滚筒和改向滚筒，一根传动皮带围绕滑轮

两端旋转。承载物料的皮带可以用滚筒或者钢质、木质或塑料滑床板支撑。本章将设计指南

细分为两个部分加以介绍：摩擦传动皮带式输送机和链板式传送皮带式输送机，这两种输送

机传输来自驱动装置的扭矩的方法有所不同。

摩擦传动皮带式输送机

1  电动滚筒

2  滑床

3  束紧滚

4  调偏滚

5  张紧滚

6  回转滚

7  输送机皮带

8  支承托滚

9  改向滚筒

橡胶、PVC 或 PU 平皮带等摩擦传动皮带式输送机依赖电动滚筒与皮带之间的高强度摩擦以

及足够的皮带张力将扭矩从电动滚筒传输至皮带。关于典型的摩擦系数， 

请参阅页面 67的表。

扭矩传输

通常，电动滚筒的冠状钢质外管足以传输扭矩，但务必注意不要过度张紧皮带，皮带张紧过

度可能会损坏电动滚筒轴承甚至损坏皮带本身。

设计指南
规划部分

设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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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滑床式输送机，滚床式输送机摩擦较低，所需的功率和皮带张力也就更低，

因而效率更高。滚床式输送机特别适用于重载荷的长型输送机。

图: 滚床式输送机

相对于带滚筒的皮带式输送机，使用滑床的皮带式输送机摩擦较大，

所需的功率和皮带张力也就更大，因而效率较低。不过，这种皮带输送物品的稳定性更佳，

而且由于结构简单，其成本比滚床式输送机更低。

图: 滑床式输送机

电动滚筒通常位于输送机头部或卸料端，但也可根据应用或设计需求置于其他位置。

滚床式输送机

滑床式输送机

驱动位置

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提高从电动滚筒向皮带传输的扭矩：

即增加电动滚筒周围皮带包角的角度。包角以度为测量单位。包角越大， 

皮带与电动滚筒之间的附着摩擦力越大。通常建议最小皮带包角为 180°，此角度下，

即可将整个扭矩从电动滚筒传输至皮带，不过，如果将包角增加至 230° 或以上，

不仅可以降低所需的皮带张力，还可减轻电动滚筒和皮带的磨损。

180°

图: 摩擦传动皮带式输送机的最小皮带包角

230°

图: 摩擦传动皮带式输送机加大后的皮带包角

皮带包角

设计指南
规划部分

设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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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板式传送皮带式输送机

1  塑料模组皮带

2  带链轮的改向滚筒

3  支撑板

4  模组皮带线下垂度

5  回程滚

6  电动滚筒

相对于摩擦传动皮带，链板式传送皮带系统的功耗更低，能够用于制造更长的输送机。 

由于没有皮带张力，电动滚筒轴承上的压力很小。不过， 

由于链板式传送皮带不直接接触电动滚筒外管，散热效率较低，因此， 

电动滚筒应与确保低热运转的变频器配合使用。此外，也可以使用低热运转电动滚筒。

链板式传送皮带包括：

• 塑料模组网带

• 热塑性非模组网带

• 钢板网带

• 钢丝网带

• 同步带

• 链式输送机

链板式传送皮带的安装可能相当复杂，本产品目录中不做详细讨论。如需进一步的建议， 

请参阅皮带供应商的说明书并联系 Interroll。

头部驱动

对于不需要反转输送机而言，头部驱动（卸料端）是最常见最受欢迎的选择， 

而且由于设计简单、易于安装，也成为最理想的选择。此外， 

皮带张力大部分位于顶端载料端，这样，电动滚筒可以将其所有扭矩全部传输至皮带。

图: 头部驱动的不需要反转输送机

尾部驱动

尾部驱动（装载或收料端）不是理想的驱动位置，因为电动滚筒推送皮带顶端载料端， 

使回程皮带的张力增大，导致可能无法传输所有驱动扭矩。此类驱动可能会导致皮带起伏 

（皮带提至顶端）、跳齿以及令人讨厌的皮带跑偏。 

如果必须使用尾部驱动，建议仅用于最长两三米的短型轻载摩擦传动皮带式输送机。 

（不建议用于链板式传送皮带。）

图: 带尾部驱动的短型摩擦传动皮带式输送机

设计指南
规划部分

设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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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回程皮带上有皮带线下垂度和支撑滚的中长型输送机

安装有包胶或链轮时，电动滚筒直径增大，将会影响本产品目录中所列的电动滚筒额定速度。

要计算最终的皮带速度，请使用以下计算公式。速率系数 Vf 请参阅s. Seite XX
“选件”部分。

Vbelt = Vdm x Vf

Vbelt：皮带速度

Vdm：电动滚筒额定速度

Vf：速率系数

扭矩直接从外管传输，通过包胶或键和链轮，最后传输至皮带。这种方式的效率很高， 

可达电机机械输出的 97 %。在启动-停止频繁的应用中，使用软启动或变频器可延长皮带、

链轮和齿轮变速器的使用寿命。

使用包胶或链轮时，电动滚筒的额定皮带拉力将会降低。这可以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校正的皮带拉力 = 额定皮带拉力/Vf

对于链板式传送皮带式输送机，可以采用头部驱动或中央驱动。

头部驱动

电动滚筒应位于输送机头部（卸料端），以使皮带顶端载料端可以在张力作用下拉紧。

速率系数

皮带拉力校正

系数

驱动位置

链板式传送皮带式输送机的电动滚筒通常附有全宽橡胶包层，

其外形设计为可与输送机皮带底面的轮廓啮合。另外， 

圆柱形滚筒外管侧面可以焊接一个键，使任何类型的钢、 

不锈钢或塑料链轮都可安装到外管上。链轮数量取决于皮带宽度及载荷， 

但至少必须安装三个。关于如何计算需要的链轮数量，请参阅皮带制造商的产品目录。 

由于皮带受热膨胀，Interroll 供应的所有链轮都是悬浮式，因此，

可能必须使用输送机机架中内置的侧导轨引导皮带。此外， 

Interroll 还可以在皮带中央位置安装一个固定链轮。

图: 皮带导轨

1  皮带

2  支撑板

3  防磨条

4  侧支架/侧导轨

由于采用的是链板式传送方式，此款输送机皮带通常不需要皮带张力，仅利用自身的重力即

可与包胶或链轮形状啮合。在返回端，皮带应保持松弛，以允许存在所谓的皮带线下垂度，

皮带线下垂度是容纳皮带由于热膨胀及热收缩而发生的长度变化的必备要素。输送机应按照

皮带制造商的建议进行设计和安装。

图: 回程皮带上无支撑滚的短型输送机

扭矩传输

皮带张力

设计指南
规划部分

设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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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型的输送机

上坡输送机

相对于水平输送机，要输送相同载荷，上坡输送机需要更大的功率和更高的皮带张力。 

单向上坡输送机应考虑安装机械防倒转器，以防皮带和载荷回滚。

图: 上坡输送机

可反转上坡或下坡输送机

应考虑安装电磁制动器，以防意外逆转及皮带与载荷回滚。为减小下坡输送机上皮带与载荷

的加速度和超程，可以根据上坡输送机的计算方法计算下坡输送机所需的功率。

刀口输送机

刀口可以减小两个输送机移载点之间的间隙。不过，对于摩擦传动皮带式输送机，刀口会显

著增大克服皮带与刀口之间较大摩擦所需的皮带拉力和张力。为减小此摩擦，应尽量增大皮

带传输角度并使用小直径的滚筒替代刀口。

图: 刀口输送机

图: 链板式传送皮带式输送机的头部驱动

尾部驱动

不建议采用尾部驱动。如果电动滚筒位于尾部（收料端）且尝试推动皮带， 

那么皮带返回端的张力将大于载料端，导致皮带跳过包胶或链轮， 

进而导致多余的皮带卡住，影响产品的搬运。

中央驱动

中央驱动可用于长型单向输送机或需要反转输送机。如果用于需要反转输送机， 

必须特别注意设计。请联系皮带制造商寻求建议。

设计指南
规划部分

设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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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箱旋转装置

• 犁式移载装置

• 挡臂输送机

水平安装时电动滚筒的正确方向

i 系列电动滚筒的轴必须按照下图进行安装。使用 UP 标记或序列号进行定位。

97123

up97123

dn
97123

up
97123 97123

dn

97
12

3

图: 电动滚筒轴的安装方向

电动滚筒 80S 和 113S 可沿任何方向安装。

示例

梨式分流机

如果要将电动滚筒安装在犁式或分流机中，则应垂直放置电动滚筒， 

这需要对电动滚筒进行特别设计，使电缆始终位于顶部（请参见页面 76）。

频繁的启动和停止

频繁的启动和停止可能会导致电机过热，齿轮过早磨损，从而缩短电动滚筒的使用寿命。 

在这类应用中，Interroll 建议使用变频器优化电机的热损耗，

使用软启动爬坡设备来减轻齿轮的启动载荷。

安装要求

水平安装

电动滚筒通常是水平安装，与改向滚筒保持平行，与输送机机架保持垂直，以使皮带居中运

行，不会跑偏。

5°

2°

所有 80S 电动滚筒必须安装在 ±5° 的水平角度内。113S、80C 和 113C 电动滚筒必须安

装在 ±2° 的水平角度内。

非水平安装

需要对电动滚筒进行特别设计，且必须设计特殊的上轴承。对于非水平安装，连接点必须始

终位于顶部，而且还需要特定的油量。

设计指南
规划部分

设计指南

规划概览 页面 58 电动滚筒 页面 10 Interroll 卡带式驱动系统 页面 40



78 79有关规划和设计的帮助信息，请参阅页面 58

电动滚筒可能不需要安装支架而直接安装到输送机机架上，在此情况下，

轴端必须安装到输送机机架的开孔中，而且， 

输送机机架必须进行加固以满足上述所有要求。

皮带校准

用于摩擦传动皮带的电动滚筒通常提供有冠状外管， 

以确保皮带轨迹居中并防止运行期间皮带跑偏。不过， 

必须在初次启动时对皮带进行检查和调整，并根据需要持续进行维护。

两条对角线长度的差异不得超过 0,5 %。
对角线的测量是从电动滚筒轴至改向滚筒轴或者从皮带边缘至皮带边缘。

图: 对角线检查

皮带底面应与输送机滑床或滚床齐平，而且其间距不得超过 3 mm。

0-3 mm

图: 皮带与输送机床身之间的最大距离

未校准的电动滚筒、皮带或改向滚筒可能会导致高强度摩擦并使电动滚筒过热。 

此外，还可能会导致皮带和包胶过早磨损。

其他安装设备

对角线检查

皮带位置

安装支架

安装支架必须足够坚实，能够承受电动滚筒皮带拉力及其启动扭矩。 

它们必须得到充分支撑并紧固到输送机机架上，以使轴端不会移动或变形。 

轴端平键必须始终完全由支架支撑。

• 使用各电动滚筒型号对应的安装支架，请参见页面 44的“附件”部分。

轴平键与安装支架之间的轴间隙必须为 1,0 mm。

1.0 mm

图: 最大轴向间隙

轴平键与安装支架之间的扭转间隙不得超过 0,4 mm。

max. 0.4 mm

图: 最大扭转间隙

如果电动滚筒要用于频繁的反转操作或大量启动和停止操作， 

则轴平键与安装支架之间不得留有间隙。

轴平键长度至少必须有 80 % 受到安装支架的支撑。

轴向间隙

扭转间隙

支撑长度

设计指南
规划部分

设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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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带拉力计算 (F)

F = F0 + F1 + F2 + F3+ 安全系数

计算时请增加 20 % 的安全系数。
输送系统

 
L

Pm1

滚床式输送机

 
L

Pm1

滑床式输送机

 
L

Pm1

Pm2

双滑床式输送机

无载荷时的力

F0= 0,04•g•L•(2 Pn+Ppr) F0= g•L•Pn•C2 F0= g•L•Pn(C2+C4)

水平输送物料的力

F1=0,04•g•L•Pm1 F1=g•L•Pm1•C2 F1=g•L•(Pm1•C2+Pm2

•C4)

H

倾斜输送物料的力

F2=g•H•Pm1* F2=g•H•Pm1* F2=g•H•(Pm1-Pm2)*

累计

F3=g•L•Pm1•C1 F3=g•L•Pm1•C1 F3=g•L•(Pm1•C1+Pm2

•C3)

Pn，单位：kg/m 每米皮带的重量

Ppr，单位：kg/m 每米皮带式输送机旋转部件（载料段和返回段）的重量

Pm1，单位：kg/m 皮带式输送机每米载料段上输送产品的重量

Pm2，单位：kg/m 皮带式输送机每米返回段上输送产品的重量

C1
产品与皮带载料端之间的摩擦系数

C2
皮带载料端和滑床之间的摩擦系数

C3
返回皮带和产品之间的摩擦系数

C4
返回皮带端和滑床之间的摩擦系数

L，单位：m 中心到中心的长度

H，单位：m 输送机高度差

F0 至 F3，单位：N 所示运行条件下的分力

g，单位：m/s– 9,81

* 下坡输送机的 F2 值为负值，不过，为避免由于重力作用出现超速加速现象，

建议按照上坡输送机计算出正 F2 值。

摩擦系数：

皮带拉力

各款电动滚筒的额定皮带拉力、功率和速度如本产品目录所示。

F

可以根据以下公式计算皮带拉力 F。
您也可以要求 Interroll 通过电子邮件给您发送他们的简易计算程序。

此公式仅供参考，因为它们针对的是典型运行条件， 

且未考虑以下装置引起的额外摩擦的影响。

• 加料斗

• 皮带密封胶

• 清洁装置，例如犁、刮刀和刷子

• 产品与侧导轨之间引起的皮带与定位导轨摩擦

1  刮刀

2  犁
3  加料斗

4  刷子

计算指南与选择方案
规划部分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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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滚筒直径

• 选择最小直径，但应适当地考虑所有应用参数以及环境条件

• 检查皮带允许的最小弯曲直径，并据此选择相应的电动滚筒

电动滚筒或改向滚筒的所有皮带都有一个安全的最小正常弯曲或向后弯曲直径。 

有关此方面的信息，请始终参阅皮带制造商的规格，并据此选择相应的电动滚筒直径， 

否则可能会严重损坏皮带或电动滚筒。电动滚筒直径太小，将无法向皮带传输足够的扭矩，

进而可能导致皮带打滑或跳齿。

滑床材料 C2、C4 产品材料 C1、C3

皮带材质 PE 钢 钢 玻璃，工程塑胶 工程塑胶

PE 0,30 0,15 0,13 0,09 0,08
PP 0,15 0,26 0,32 0,19 0,17
POM 0,10 0,20 0,20 0,15 0,15
PVC/PU 0,30 0,30 0,30
聚酰胺或聚酯 0,18 0,18 0,17
橡胶 0,40 0,40 0,40 0,40

皮带张力

计算皮带张力时考虑以下几点：

• 考虑输送机皮带的长度与宽度

• 考虑皮带类型并检查输送载荷所需的皮带张力

• 检查安装所需的皮带伸长度。安装期间皮带的伸长度应为 0.2 % 至 1 %，
具体视载荷而定。即，皮带伸长度最大值为皮带长度的 1 %。 

• 皮带张力和皮带伸长度可从皮带供应商处获取

• 确保所需的皮带张力不超过电动滚筒的最大皮带张力 (TE)

T1

T2

T1+T2 =TE

所需的皮带张力 T1（正面）和 T2（底面）可以根据 DIN 22101 或 CEMA 标准计算。

实际皮带张力可以参照皮带制造商的规格，通过测量皮带张紧期间的伸长度粗略地确定。 

安装期间始终使用皮带张力测量仪进行测量。

各电动滚筒允许的最大皮带张力 (TE) 请参见本产品目录中相应的电动滚筒表。

皮带类型、皮带厚度和正确的电动滚筒直径均应遵照皮带制造商的建议。 

电动滚筒直径太小可能会导致皮带受损。

皮带张紧过度可能会损坏轴承或电动滚筒的其他内部部件，缩短产品的使用寿命。

计算指南与选择方案
规划部分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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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步骤

请在确定选择方案之前，考虑以下几点：

• 选择具有应用所需的皮带拉力、皮带张力、直径和速度的电动滚筒

•   如果在电动滚筒表中找不到所需速度， 

则建议使用变频器并选择速度最接近的电机型号，或者联系 Interroll
• 选择极数最少、速比最小的电动滚筒型号可以降低电动滚筒采购成本

• 使用电动滚筒配置表验证您的选择是否适当

• （参见折页）

单相电机

单相交流电机通常在没有三相电压的情况下使用。

单相交流电机有一个主绕组和一个用于形成辅助旋转磁场的辅助绕组。

主相与辅助相之间的相移由永久连接的运行电容器产生。

由于旋转磁场不完整，启动扭矩可能非常有限：

• 三相交流电机的启动扭矩通常为额定扭矩的 120 – 410 %
• 单相交流电机的启动扭矩通常为额定扭矩的 65 – 115 %

有些单相交流电机（尤其是在较高功率范围内）需要增加一个启动电容器， 

以使启动扭矩达到额定扭矩的 150 – 200 %。此启动电容器必须切换到与运行电容器并联。

最好在电机启动期间通过随电流变化的开关继电器进行切换。达到正确的扭矩/电流后， 

必须通过继电器关闭启动电容器。 

运行电容器和启动电容器的电容值始终标注在电机型号标签上。

由于旋转磁场方面的差异，单相电机在零载荷下的噪音水平通常高于三相电机。通常，

噪音的增加并不均衡。不过，这并不会影响电动滚筒的运行， 

而且通常会在电动滚筒上承受皮带张力或载荷之后消失。恕不接受由此噪音影响而提出的索赔。

单相电动滚筒的所有电容器都必须单独订购。如果启动和运行电容器需要，

可以提供适当的随电流变化的继电器，将启动电容器转换为运行电容器。有关详细信息， 

请联系 Interroll 客户顾问。启动电容器的正确安装方法如电动滚筒随附的布线图所示。

Interroll 强烈建议使用三相电机，因为三相电机效率更高而且节能。

通过将三相电机与变频器配合使用可获得更高的效率。如果单相电源是唯一选择， 

则可考虑将三相电机与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配合使用。 

原理

启动扭矩/启动

电容器

噪音

电容器和继

电器

计算指南与选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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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管

采用厚壁低碳钢管制造，冠状设计，可以确保皮带按正确的轨迹运行。 另外， 

钢管也可采用不锈钢 (AISI 304) 制造。 不锈钢管具有更强的耐化学性，适用于食品工业。

外管带有特殊的冠顶和沟槽，适用于多种皮带输送机。

材料 标准 材料编号 简称

低碳钢 EN 10027 1.0037 S235 JR
不锈钢 EN 10027 1.4301 X5CrNi18-10

端盖和轴盖

Interroll Drum Motors 配备有压合并涂胶的端盖。 端盖和轴盖均采用耐海水腐蚀铝制造。

电机

所有数据（包括额定电压、极数、相数和尺寸）的公差均为 +10 % 和 -15 %。

电机 (230 / 400 V / 50 Hz) 符合 IEC 60034-1 标准，

适合于在电压范围为额定电压 ± 5 % 的条件下使用。

除非另作说明，电机将由三相/400 V/50 Hz 和单相/115 V/60 Hz 电路耦合供电。

本产品目录所标注的所有速度的公差均为 ±10 %。 具体取决于温度、载荷和摩擦等因素。

所有定子绕组都根据国际电工协会 (IEC) DS 188 IV B1 和 VDE 0530 的标准生产。

异步交流鼠笼感应电机或电刷式 24 V 直流。

• 可订购适用于交流电压和频率的电动滚筒

•  S 和 C 系列电动滚筒通常仅提供一种电压选择

除非另作说明，所有电机标准配置均为三相 / 400 V / 50 Hz 电源，

不过 Interroll 可提供全球通用的所有标准电压和频率。

过热保护

所有 Interroll Drum Motors 均配备有热绕组保护开关，

且开关中有一个简单的可逆双金属开关内置到电机绕组端部。 不过，这必须通过外部连接，

且连接方式必须能够切断中继器或外部电机保护开关的限流圈，继而关闭电机电源。  

如果电机中出现热过载，导致定子绕组过热，热绕组保护开关将会在预先设定的温度 

（标准温度为 130 °C）时打开并切断电源。 如果没有按照上述连接方式连接过热保护器，

保修条款将失效。 如果想使用其他类型的热绕组保护装置，请联系 Interroll。

对于 80C，尤其是 113C 的温度条件，电动滚筒标准保护装置将同与绕组串联的热元件

（例如自我保护电机）配合使用。

为实现最佳保护，集成热绕组保护装置应与带有其他外部热保护装置的控制系统配合使用。

公差

额定电压

速度

电机尺寸

电机类型

交流电压和

频率

三相电机

最佳保护

材料规格
规划部分

材料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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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系统

两端盖中安装的双唇密封件（FPM 或 NBR）可为所有内部零件提供全面的保护。 

材料 标准 材料编号 简称

低碳钢，镀锌 EN 10027 1.0037 S235 JR
不锈钢 EN 10027 1.4301 X5CrNi18-10

面向超市的 Interroll Drum Motors 标准配置有 IP64 等级的保护。

抗固体保护 可防止水侵入内部设备

符号 IP，第一位数字 定义 符号 IP，第二位数字 定义

5 防尘 4 防溅

6 尘密 5 防喷水（P1 喷嘴 
6,3 mm，供水流速
 12,5 l/min ±5 %）

6 可防类似于海浪的水喷射
（P2 喷嘴 12,5 mm，
供水流速 100 l/min ±5 %）

.15m -1m
7 在标准压力与时间条件下，

将外壳短时间（30 分钟）
浸入 1 米深的水中不会造
成有害影响。

保护等级

材料规格
规划部分

材料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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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roll 电动滚筒 80S-SMP、113S-SMP 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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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三相工作，6 芯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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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单相工作，7 芯电缆

 

Interroll 电动滚筒 80S DC 和 113S DC 接线图

Brown White

注意：  对于逆时针旋转，将褐色 (1) 与白色 (2) 互换。

电缆连接

缩略词解释：

TC： 热控 (Thermal control) 1~: 单相电机 (1-phase motor) Cr： (Capacitor run)
BR： 电磁制动器 3~: 单相电机 (3-phase motor) Cs： 启动电容器 (Capacitor start)
NC： 未连接 (not connected)
rd： 红色 (red) gy： 灰色 wh： 白色 (white)
ye： 黄色 (yellow) gn： 绿色 (green) or： 橙色

bu： 蓝色 (blue) bn： 褐色 (brown) vi： 紫色 (violet)
bk： 黑色 pk： 粉红色 (pink) ( ): 交替色 (alternative colour)

注意：  电动滚筒的旋转方向如接线图所示。 

所指示的旋转方向要从连接侧往电动滚筒看方为正确。 

 

Interroll 电动滚筒 80C、113C 标准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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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roll 电动滚筒 80C、113C 可选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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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图

规划概览 页面 58 电动滚筒 页面 10 Interroll 卡带式驱动系统 页面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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