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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尺寸
内周长 ：3962 mm.
常规厚度：50和67 mm
Page 4

厚度公差：+2 mm / -1 mm（橡胶毯无张力情况下）
宽度公差：+20 mm / -10 mm（橡胶带无张力情况下）

Characteristics

硬度Dimensional
•

Inside circumference : 3962 mm

•

Usual thickness : 50, 67 and 70 mm

标称硬度：38 ± 3 ShA
•

Thickness tolerance : +2 mm / -1 mm (without tension on the belt)

•

Width tolerance : +20 mm / -10 mm (without tension on the belt)

橡胶毯张力标记线
Hardness

• Nominal hardness :
38 ± 3 ShA for Idaho
每个橡胶毯的两边均带有以下标记线，橡胶毯加张力前2个标记线之间的距离等
40 ± 3 ShA for Shrinkflex
于305 mm。

请参考调试章节。
Rubber belt tensioning marks
Each belt is marked on the 2 edges as below.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2
marks is equivalent to 305 mm, initial position for the tensioning of the belt.
Refer to chapter commissioning.

边缘轮廓
Edge profile

外侧面

内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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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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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

将橡胶毯置于原始包装中，然后存放在通风良好、条件温和的地方。
自橡胶毯制造（发货）之日起，存放时间不得超出15个月，逾期将不得继续使
用或装配于机器上。

Leave the belt in its original packing and store it in a ventilated and tempered
area.
若出于某些原因，关机后橡胶毯必须保留在机器上8至10天以上，建议执行以
The下操作：
storage period before fitting and use of the belt on the machine doesn’t
exceed 15 months after the manufacturing (or invoice) date of the belt.
仔细清洁橡胶毯的内外侧；
If for any reason, the belt should remain on the machine during shutdown
消除张力；
exceeding
8 to 10 days, it is recommended:
•

To将位于橡胶毯下部的冷却装置排空；
clean carefully the belt inside and outside

•

To将冷却装置下部的刮水板移动至一侧；
remove the tension

•

To使用防护盖罩（例如塑料膜或布料）覆盖橡胶毯；
drain the eventual cooling device located under the belt

•
•

To每15天以手动方式移动一次橡胶带，使下列图示中处于张力状态的橡胶带保
remove aside the scraper blades under the cooling device
持松弛，以避免出现裂纹。
To cover the belt with a protective envelop (plastic films or fabric for
example)

•

To move manually the belt each 15 days in order to relieve the strain
points as described below to avoid cracks appearance

•

To grind imperatively the belt before starting again the production
重新开始生产前需要对橡胶带进行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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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机器总体设计：

Pa

Installation

Machine general design:
1 . Pressure roll
1. 压力辊筒
2 . Heating drum
2. 加热辊筒
3 . Tension roll
3. 张力辊筒
4 . Diverting roll
4. 从动辊筒
5 . Squeezers
5. 除水辊筒
Remove the belt from its original packing and inspect it inside and outside

Disassemble the rolls 1,3,4 and 5
将橡胶毯从包装中取出，检查其内外侧；
Inspect the surface conditions of these 4 rolls as well as the heating drum
拆下1、3、4和5号辊筒；
检查这4支辊筒和加热辊筒的表面情况；
Install a handling and protective platform covered with several layers of fabric
under the heating drum
在加热辊筒下方放一些卡纸板或者其他适合的防护布料；
将橡胶毯置于该防护平台上，然后将橡胶毯放在加热辊筒下方。
Place the belt on this platform and insert it under the heating drum
注意：
Note:
执行上述操作时，需要采取一些防护措施以防止橡胶毯受损；
 Take preventive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belt during these operations
 Put some talc powder inside the belt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rolls slipping
在橡胶毯的内侧涂抹适量的滑石粉有助于辊筒在橡胶毯内表面滑动；
on the belt inner face
使用一下可以起防护作用的布料包裹辊筒1、3和4。
 Wrap the rolls 1,3 and 4 with several layers of fabric

将辊筒1、3和4放置橡胶毯内；
Insert the rolls 1,3 and 4 in the belt
Introduce these rolls into their respective bearing seats by successive
将这些辊筒依次装入对应的轴承座内，并按顺序加以固定：4、1和3；
manipulations and fix them in the following order: 4,1 and 3.
检查并调节所有辊筒之间的平行度（1、3、4和5）。
Check and adjust the parallelism between all the rolls (1,3,4 and 5)
注意：
Note:
重新安装导布辊筒，使橡胶毯边缘两侧之间的间隙为10mm。
 Reinstall the guiding rollers leaving a gap of 10 mm on both sides of the
根据橡胶毯边缘外形情况调节辊筒，使其保持平稳。
belt edges
 Adjust the rollers orientation as a function of the contour of the belt edges,
so that it is held f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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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
重点： 请务必按照下面时间先后顺序执行下述操作。
橡胶毯张力
将橡胶毯两个边缘上的张力标记线从初始位置（305 mm）移动至312 mm位
置，此时橡胶带的伸长率为2.3%。
请务必使张力标记在辊筒3和4之间的位置执行该操作，具体操作内容如下：
使橡胶毯以10 m/min运行约5分钟；
再次检查312 mm数值，必要时可进行调节；
每条橡胶毯所需的张力可能会稍有不同，但无论如何拉伸长度不得超出
315mm。
仔细检查，确保橡胶毯在常规运行速度下不会发生振动。
当发生振动时，可对张力稍作调节。

注意：
每次打磨完毕后，检查张力值，必要时可重新调节。

橡胶毯压缩
测量辊筒3（张力辊筒）和4（从动辊筒）之间橡胶毯的厚度，从橡胶毯边缘计
算应至少为50 mm。
确定“零点”状态：调节压力辊筒1和加热辊筒2之间的距离，使其与橡胶毯在
张力作用下测量的厚度值相同，此时即整个装置处于“零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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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零点”调节：
The zero adjustment
is made:
在张力作用下，使用平行仪调整橡胶毯的厚度。
 With a wedge adjusted to the belt thickness value under tension
辊筒1和2之间的可接触区内的橡胶毯两侧厚度一致（压力辊筒和加热辊筒）。

 On both sides of the belt in a reachable area between rolls 1 and 2 (pressure
roll and heating drum)

橡胶毯

平行仪

注意：
Note: these measurements
ensure the parallelism between the rolls as well
通过这些测量操作可以保证辊筒之间的平行度。

Belt guiding and stabilization
Let run the belt at橡胶毯的导向性和稳定性
approximately 10 m/min and check its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guiding rollers, cooling device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belt opened
使橡胶毯以约10 m/min的速度运行，检查橡胶毯相对于主动辊筒和橡胶带内外
Note:
侧冷却装置的位置。
The belt usually moves
from left to right and vice versa, or can even remain in
slight contact with the roller on one side if this roller can be easily stop with
注意：
hand
橡胶毯通常会从左向右运行或者从右到左，也可能与某一辊筒有轻微接触，用手
Heat the drum at 即可使辊筒停止转动。
working temperature (not exceeding 2.5 bars)

The belt is stabilized
and ready for use only if it doesn’t vibrate.
在工作温度下对加热辊加热（压力不超出
2.5 bar）。
橡胶毯运行平稳后若未发生振动则可以正常使用。

Grinding before start-up of the production
Refer to chapter “Maintenanc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rocedure.
生产前的打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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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参数
工作参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织物种类和整理要求。

温度
1. 加热辊筒
加热辊筒的推荐温度范围为120°c至140°c，对应的最大压力为2.5 bar（请参
见以下表格）。

蒸汽压力（bar）

蒸汽温度（°c）

0.5

112

1.0

120

1.5

128

2.0

132

2.5

138

3.0

142

3.5

147

推荐工作温度

2. 橡胶毯
测量橡胶带本身的温度很重要，与加热辊筒直接接触的橡胶带区域不得超出
90°c。
为避免这些区域因温度过高受损，可以涂抹一些由特瑞堡公司提供出售的防护
蜡。请参见“附录”中的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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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
该参数可以从“零点”位置调节。
橡胶毯压缩量不得超出橡胶毯剩余厚度的25%（请参见下表）。

剩余橡胶毯厚度(mm)

最大推荐压缩量(mm)

71

18

69

17.5

67

17

65

16.5

63

16

61

15.5

59

15

57

14.5

55

14

53

13.5

51

13

49

12.5

速度
运行速度取决于所需的整理要求（缩水率、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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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装置
橡胶毯内侧和外侧需要冷却，并且无论处于何种运行条件下都必须保证温度适当，
其中橡胶表面温度不要超过90°c；冷却装置效率取决于水流量和水温。
橡胶毯各个位置的宽度尤其是与加热滚辊筒直接接触的区域的宽度必须保持一
致。
冷却水对内侧面冷却也可以起到润滑作用，为确保橡胶毯能够正常运行，冷却装
置应始终处于开启状态。

除水辊筒
加载在这些辊筒上的压力必须适中，以防止水量过多。
检查辊筒表面的清洁度和2个辊筒之间的平行度。

12

使用建议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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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s
我们在预缩整理领域多年丰富的经验告诉我们运行参数对工艺可靠性影响极大。

Due to our long experience in the compressive shrinking market, we know that
a right adjustment of the working parameters is essential for the process
reliability.

预缩整理生产线说明
Describing of a compressive shrinkage line

预缩整理

加湿装置

烘干装置

Different type of applications
Type of treatment





多类型的整理应用
Shrinkage
Shrinkage + touch
整理效果类型
Overdraw correction
Shrinkage + visual aspect (brightness)
预缩
预缩 + 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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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缩 + 外观方面（光泽度，光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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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纤维类型
整理织物类型
各类梭织物、各类针织品、无纺布
纤维成分
棉、棉/涤、棉/锦、粘胶、亚麻、人工合成化纤
纤维重量
50至600 g/m_
织物组织
梭织品：卡其、纱卡、牛仔…
针织品：平纹针织、罗纹…
最终成品
服装
家用产品（床单、尿布…）
家装产品（窗帘、壁布…）
产业用布（帐篷、油布…）

影响预缩率的参数
面料加工工艺
给湿装置
预缩装置
• 橡胶毯张力
• 橡胶毯压缩
• 温度
• 速度
• 橡胶毯冷却效率
• 除水装置
烘干装置
面料加工工艺
面料在预缩之前的加工工艺流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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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
需要预缩整理的纤维的湿度要高于一般的纤维，即最低为15%的含湿率。

预热
Moisture适用于含有高比例人造纤维的面料或获得比较大的预缩率的产品。

The fabric moisture rate before entering the shrinking element must be higher
布面
than the normal moisture rate recovered by the stored fabric, i.e. minimum
根据机器的类型可选用不同的导布工艺，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保证：
15% humidity.
• 整理织物布面绝对平坦。
Preheating
• 避免有松紧的布边。
• 根据织物特性（组织结构、纤维成分）调节其张力。
It is recommended
for fabrics containing a high percentage of synthetic fibers
or highly finished to obtain a correct shrinkage rate.
Fabric tension
The introduction processes can b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进布方式调整
machines
but in any case:
•
•
•

需要预缩的布料在导布阶段，可以通过调节布料与橡胶毯接触的角度，来调整
Introduce the fabric completely flat
织物的预缩率。
Avoid
any floating edges
Adjust the fabric tension to its characteristics (structure, composition)

Fabrics entrance in the shrinking element
The shrinkage rate obtained is depending upon how the fabric makes contact
与橡胶毯上表面充分接触
with the1.belt
before entering the shrinkage element:
2. 与橡胶毯上表面有限接触
1. Maximum
contact with the upper side of the belt
3. 直接引入压缩点（与橡胶毯无接触）
2. Limited contact with the upper side of the belt
3. Direct introduction at the compression point (no contact with the belt)

Unfortunately, there is no way to determine the ideal choice except trial on the
machine.
目前除了在机器上试验之外，并没有其他更为理想的方法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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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缩单元调整
有关基本调节操作，请参见“调试”章节。
有关特殊调节操作，请参考“故障–原因和校正措施”章节。
以下是Rollin橡胶毯极限工作参数汇总：

张力： 2.3 %（305 mm至312 mm）
加热辊筒温度： < 145°C
< 2.5 bar
压缩： 不超过橡胶带剩余厚度的25%
打磨频率： 500 000 到 1 200 000 m，具体由织物类型决定（请参见打磨章
节的相关指示）
打磨深度： 0.8 mm至xx mm，具体取决于橡胶毯的表面情况

出布方式调整
预缩后出布时，织物必须保持松弛，无张力。这样可以保证：
• 达到所需预缩率，在经过干燥处理之后才能进行最终固定；
• 达到预期收缩率，同时最大程度减小橡胶毯压缩量，以延长使用寿命。

其他
我们建议在进布位置安装蓄电池（J-Box），以避免由于线路故障引起机器频繁
启停导致橡胶毯温度升高，缩减使用寿命；
注意生产线不同单元之间的同步性；
定期检查预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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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建议
预防性措施
定期检查以下各项内容：
内侧和外侧表面：
• 平整度（擦痕、橘皮皱、后整理加工化学品残留物、沉淀物…）；
• 开裂、孔洞、气泡；
• 变形（波纹、凹陷、坑洼、细微撕裂）；
• 老化（变色、发黄、变黑）；
• 结块、沉淀。
硬度
• 内外层整理接触面的硬度的一致性。
外观
• 平整度；
• 表面轮廓；
• 边缘末端轮廓。

修复
可使用的产品
对于橡胶毯
• 擦洗粉类型 Ajax–Vim–Ata…（命名为解决方案A）。
• 室温下冷的软水（pH 7）。
对于机械单元
• 在20°c用水将纯醋酸稀释为50%（命名为溶液B）。
• Scotch Brite 或 Jex pad。
• 汽油“F”、乙酸乙酯或甲苯（命名为溶液C）。

17

使用程序
溶液A
适用于橡胶毯内外侧比较发粘的情况：
• 使橡胶毯和加热辊筒达到最高温度 30°c；
• 关闭内外侧的冷却装置；
• 均匀地将擦洗粉喷洒在橡胶毯略微潮湿的内外层表面；
• 使橡胶带在15至20 m/min速度下运行，压缩量为4 mm，持续时间最少为15分
钟。
• 打开冷却装置，冲洗橡胶毯至少5分钟。
• 必要时，可以再次该操作。

溶液B
适用于加热辊筒或除水辊筒表面上的钙质沉淀物。
• 将加热辊筒冷却至20°c；
• 使用浸有醋酸溶液的布料包裹其表面；
• 使溶液反应5分钟；
• 用水彻底清洗；
• 使用Scotch Brite或Jex pad轻微擦除累积在加热辊筒上的沉淀物。

溶液C
适用于压力辊筒和张力辊筒上出现的沉淀物（橡胶残留物、整理化学品或石蜡），
或橡胶毯的内外侧的损坏。切记使用溶液A清洁橡胶带，然后进行彻底清洗。
• 使用浸泡有溶液C的布，将辊筒或橡胶毯表面上的沉淀物完全擦除；
必要时可重复操作；
某些情况下操作时间可能需要持续一个多小时。
• 用溶液A继续清洁操作。
• 注意：必要时，可借助加长件（例如，木制扫帚柄）擦拭待处理橡胶带的各个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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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ak a cloth with the solution C and rub the surface of the rolls or of the
belt until
complete
elimination
ofand
the rub
deposit.
Repeatofif the
necessary.
The
 Soak
a cloth
with the
solution C
the surface
rolls or of
the
operation
can last more
than one
hour
in certain
cases
belt
until complete
elimination
of the
deposit.
Repeat
if necessary. The Page 19
operation can last more than one hour in certain cases
 Continue with a complete cleaning foolowing procedure solution A
 Continue with a complete cleaning foolowing procedure solution A

削磨 the solution
 Note
: if anecessary,
an extension
(e.g.
a wooden
Soak
cloth with use
C andpiece
rub the
surface
of thebroom
rolls or of the
handle)
in
order
to reach
allextension
the parts
the (e.g.
beltRepeat
to
treated
 Note
:
if
necessary,
use
an
piece
a be
wooden
broom The
belt until（本章节末尾汇总表中的A部分）
complete
elimination
of theof
deposit.
if necessary.
handle)
in order
reach
the one
partshour
of the
belt to be
treated
operation
can to
last
moreallthan
in certain
cases
使用带有刀具的小尺寸砂磨机完成本操作，请特别注意碎裂面或超出起始位置

Ablation (named
A in the summary table at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的损伤。
 Continue
with
a complete
cleaning
solution A
Ablation
(named
A in
the summary
tablefoolowing
at the endprocedure
of this chapter)
This is done with a small-sized sander equipped with a cutter, taking great
care is
to done
grind with
all the
facets of thesander
crack equipped
or injury beyond
the beginnings
This
a small-sized
with a cutter,
taking great
care to
facets
the crack
or injurypiece
beyond
thea beginnings
grind
Noteall: ifthe
necessary,
an extension
(e.g.
wooden
broom
Beforeof use
After
handle) in order
to reach all the parts of the belt to be
treated
削磨前
削磨后
Before
After

Ablation (named A in the summary table at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This is done with a small-sized sander equipped with a cutter, taking great
care to grind all the facets of the crack or injury beyond the beginnings
Before

After

Cutting of the belt (named D)
Cutting of the belt (named D)
This is done with a fixed disc-shaped knife in a single pass, belt cold and
running
at 10with
m/min,
cooling
devices opened
This is done
a fixed
disc-shaped
knife in a single pass, belt cold and
切割橡胶毯
running at 10 m/min,
cooling devices opened
（名称D）
使用固定式圆盘刀一次性完成操作，操作过程中橡胶毯应保持低温，运行速度

Cutting of 为10
the m/min，同时开启冷却装置。
belt (named D)

This is done with a fixed disc-shaped knife in a single pass, belt cold and
running at 10 m/min, cooling devices op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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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辊筒应与橡胶毯接触以防止在切割过程中产生横向位移。

施加于刀片上的压力应连续并采用手动方式控制。
为避免摩擦过度，建议用水润滑割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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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
（名称C）
使用设备
配备有铣刀或砂轮的砂磨机。
注意：建议使用铣刀的理由有两点：橡胶毯发热量低；易于加工（灵活性好）。
硫化装置包括：
• 加热模座；
• 温度调节器；
• 带有温度计的硫化机，温度显示从0到150°c。
带有磨盘的砂磨机（120目）。
不锈钢棒或玻璃棒（圆头，直径约为8）。
细刷。
滑石粉。
一块尼龙布，尺寸略大于修复尺寸。
乙酸乙酯。
经过校准的砂带：
• Feldmühle 参考号47838/04类型KX890。
• 长度： 50 m
• 宽度： 75 mm
• 等级： 80目
干净的抹布。

准备
安排维修区
使用乙酸乙酯或甲基乙基（甲）酮清洁维修部位。
针对损坏部分的准备工作
仔细清洗手部上的汗水和油腻物质。
使用铣刀对损害部位重新塑形（图1和2）。
使用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使用小刷和溶液清洁损坏区及其周围半径为200 mm的区域。
使溶液完全挥发（约5分钟）。
注意：如果由于溶液渗透导致重塑部分出现裂痕，可再次重新塑形直至裂痕消失为
止。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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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of the lesion

Wash hands carefully to avoid perspiration and greasy matter
使溶液完全挥发（约5分钟）。
Reshape the lesion with a milling cutter (fig. 1 and 2)
注意：如果由于溶液渗透导致重塑部分出现裂痕，可再次重新塑形直至裂痕消
Remove the dust with
compressed air
失为止。
Use a small brush and solvent to clean the lesion and surrounding area over a
radius of 200 mm
Let the solvent completely evaporate (about 5 min)
Note: If a crack appears in the reshaped lesion due to the solvent penetration,
continue to reshape until the crack disappears

损伤

修补区

损伤

图

图

Preparation of the Reptop repair kit components
Reptop – product A: master compound in the form of a blue-colored, 5 mm
thick, protected by 2 plastics sheets
准备Reptop维修套件
Reptop – product B: catalyst in the form of a cream-colored paste, protected
Reptop–产品A：主要混合物颜色为蓝色，5 mm厚，由2个塑料片材保护。
in a small plastic box
Reptop–产品B：米色浆状催化剂，保存在小尺寸塑料盒中。

Break the heating set pellet. The reaction will release immediate heat
Place product A on the set, removing the protective sheets
After 15 to 20 seconds,
blend the products A and B
将加热组颗粒打碎。反应过程中将释放瞬时热量；
将产品A放置于装置上，同时移除保护片；
Bleeding is performed
by manually kneading the products until an
homogeneous colored
paste is obtained
在15至20分钟后，混合产品A和B；
手工搅拌产品进行混合，直至浆状混合物颜色均匀为止；
Before going on, the
paste must be temporarily protected in a flexible
wrapping (aluminum
sheet or silicone paper)
在继续操作前，必须将浆状物暂时保存在软包装纸中（铝片或硅油纸）。
SAFETY: Use some gog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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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对损坏位置加注浆状物（图3）。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使用铅笔从损坏部分的中心划过进行标记，作为调整硫化模座位置的基准。
Fill the lesion
with paste (fig.3)
Fill the lesion with paste (fig.3)
将尼龙布放置于损坏区上方，尺寸略大于模座表面（图4）。
Pencil in a mark running through the center of the lesion to enable the
Pencil in aofmark
running through
positioning
the vulcanizing
shoe the center of the lesion to enable the
注意：如果浆状物中存在气泡，请用针状物将其刺破。
positioning
of the vulcanizing shoe
Place the sheet of polyamide fabric over the lesion area, dimensions being
Placelarger
the sheet
polyamide
fabric(fig.4)
over the lesion area, dimensions being
slightly
thanofthe
shoe surface
slightly larger than the shoe surface (fig.4)
Note: If an air bubble is trapped in the paste, burst it with a needle.
Note: If an air bubble is trapped in the paste, burst it with a needle.

图

图

至

Vulcanization
Vulcanization
Position 硫化
the vulcanizing shoe, centered on the mark
Position
the vulcanizing shoe, centered on the mark
将硫化模座置于标记正;。
Check that the shoe-heating surface moulds perfectly the belt
Check检查模座加热面是否与橡胶毯贴合良好;
that the shoe-heating surface moulds perfectly the belt
Attach the shoe in position, pressurizing it to obtain a pressure of 0.5 daN/cm_
将模座连接至对应位置，同时对其加压使其达到最小压力
the shoe
in position, pressurizing it to obtain a pressure0.5
ofdaN/m（实际上，
0.5 daN/cm_
ofAttach
the contact
surface
of the 模座表面应与橡胶毯接触）;
contact surface
Maintain this pressure at room temperature about 15 min in order to enable an
Maintain
this pressure
at room temperature
about 15 min in order to enable an
在室温下保持该压力约15分钟，使浆状物分散至所需位置。
eventual
spreading
and positioning
of the paste
eventual spreading and positioning of the p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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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硫化模座电源开始加热。
使用硫化模座控制装置可调节硫化周期。
硫化周期由多个步骤组成：
Power up the vulcanizing
shoe to heat it
温度缓慢升高至80°c时（30分钟可达到120°c）通过放气使温度暂缓升高（
Adjust the vulcanizing cycle by means of the shoe control unit
在重新施压和继续加热之前释放施加于损坏部分的压力）。
A cycle comprises different steps:
在恒温下（Tf），可根据损坏部分的深度确定压力大小（图5和图6）。
A slow temperature increasing (30 min to reach 120°c) interrupted by
关闭模座电源后温度将缓慢降低至80°c。
degassing at 80°c (release the pressure on the lesion for a few minutes
before reapplying the pressure and continuing the heating)
注意：遵守操作周期，以优化修复效果。
A level stage at constant
temperature (Tf) depending on
the lesion depth (fig.5
如果损坏部分的深度低于或等于5
mm，则不必做退化处理
and 6)
当操作过程中出现断电时，请再次从头开始修复操作。
A slow temperature decreasing
to 80°c initiated by the shoe power shut down

Note:
Respect the cycle to optimize the repair result
In case of power cut during the operation, begin the repair again from the
beginning
模座温度

硫化周期
Lesion depth
损坏部分深度

放气

Tf (min)
Tf（分钟）

Up to 5mm
5mm
以下

45

5至
to 10 mm

90

10 至
to 15 mm

145

15 至
to 20 mm

240

Fig
图6

持续时间（分钟）
图

Sanding

砂磨

拆除硫化模座和加压设备；
Remove the vulcanizing
shoe and pressurizing device
移除用于保护区域的尼龙布；
Remove the polyamide fabric protecting the area
等待修复温度达到约20°c；
Wait until the repair has a temperature of about 20°c
使用圆盘磨光机进行砂磨（避免形成中空）；
Sand with a disk sander
(avoid creating hollows)
使用放大镜检查修复区，确保无孔洞；
Check with a magnifying
glass that the repair is not porous
静止至少12小时后，如果修复区影响了工作宽度，可对橡胶带进行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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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磨
（名称R）
频率周期由整理织物的类型和厚度决定
厚重织物
（300g/sqm至600 g/ sqm）－每 500 000至700 000 m－约每2周
中等织物
（200g/sqm至300 g/ sqm）－每 600 000至900 000 m－约每3周
轻薄织物
（200 g/sqm以下）－每 800 000至1 200 000 m－约4至6周
要求
制订打磨频率周期计划，使橡胶毯保持良好的操作性和预缩性；
下列情况需要对橡胶毯进行打磨；
存放：无论存放时间为多久，在将橡胶带装配到机器上之前，都应对橡胶毯进行磨
合；
长时间关机：如果机器停机时间超过2周，必须对橡胶毯进行打磨；
操作时间：橡胶毯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外表面会逐渐老化，需要定期或频繁打磨；
事故： 发生事故后当表面出现变化（出现破碎、孔洞，橘皮皱…）时，需要对橡
胶带进行强制性打磨；
修复：每次完成工作宽度修复后建议对橡胶带进行打磨。
所需设备
打磨辊筒（连同机器一起由机器制造商提供）。
对于砂纸：
• FLEXOVIT型KX 890
• NORTON型R 445
长50 m，宽75 mm
颗粒： 80或120目（具体由整理的织物决定，极其轻薄的织物须使用120目）。
冷水
滑石粉
肥皂“饼”
防污染过滤面罩
打磨过程中为抑制橡胶灰尘可使用真空回收盒
检查工具： 厚度仪表、平行度仪器、硬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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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干式打磨
将砂带安装于方式打磨辊筒上
检查打磨辊筒表面的清洁度及平衡度；
为此，可使用已提供的装置将预先浸湿砂带连接于辊筒一端；
使用角度很小（最大10°）的砂带裹住打磨辊筒；
根据机器制造商的指示将磨合滚子安装于机器上。
注意：
砂带必须采用螺旋方式包裹。
该操作可在打磨前一天执行，以便使砂带在安装至打磨辊筒上时达到最大张力。

打磨辊筒调节
检查压力辊筒和加热辊筒之间的平行度；
使用制造商提供的可调节仪器，检查打磨辊筒和压力辊筒之间的平行度；
安装安全盒；
安装橡胶灰尘吸收盒。
针对橡胶毯的准备工作
将橡胶毯温度冷却至20至25°c；
检查内外面是否完全干燥；
打磨过程中，橡胶毯应该：
• 根据“安装”建议中的指示进行拧紧（从305至312 mm等于伸长率2.3%）；
• 未做压缩处理，可调节为“零点”。

注意：
开始打磨前首先使橡胶带以5 m/min运行，然后检查橡胶带在随后5分钟内的稳
定性；确保橡胶带不会发生振动，以避免打磨过程中出现碎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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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打磨操作
直径为270 mm的打磨辊筒以1770 rpm或1500 m/min的速度旋转；
调节压力辊筒，直至其与橡胶毯表面接触；
在整个操作过程中使加热辊筒的冷却装置保持开启状态。
打磨深度
继续逐步完成以下操作，密切监视打磨辊筒的电动机电流表，380V电动机电
流表示数不得超出12至15A；
橡胶毯至少每旋转6周（约4分钟）对打磨深度进行一次调节；
在进入下一个循环之前等待约4分钟，并确保电流范围在12和15A之间；
记录所需的循环次数，直至橡胶毯外表面完全像新的为止；
根据以下程序使用溶液A进行清洁（擦洗粉）。

2. 湿式磨合
请参见“干式磨合”章节了解如何将砂带安装在打磨辊筒上以及打磨辊筒的
调节方式。
针对橡胶毯的准备工作
将橡胶毯温度冷却至20至25°c；
打开内外侧冷却装置，对橡胶毯的两面进行连续润滑，但不得过量，加入比
例为5至10%不含清洁剂的液体肥皂；
打磨过程中，橡胶毯应；
• 与“安装”章节中的推荐值相比张力稍微过量（从305至313或314 mm）
以
避免在打磨过程中受到液体影响；
• 轻微压缩（4mm）以避免滑动。

注意：
开始磨合前首先使橡胶毯以5 m/min运行，然后检查橡胶在随后5分钟内的稳
定性；确保橡胶毯不会发生振动，以避免打磨过程中出现碎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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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打磨操作
直径为270 mm的打磨辊筒以1770 rpm或1500 m/min的速度旋转；
调节压力辊筒，直至其与橡胶毯表面接触；
在整个操作过程中使加热辊筒的冷却装置保持开启状态或使辊筒保持潮湿。

打磨深度
继续逐步完成以下操作，密切监视打磨辊筒电动机电流表，380V电动机电流
表读数不得超出12至15A；
橡胶毯至少每旋转6周（约4分钟）对打磨深度进行一次调节；
在进入下一个循环之前等待约4分钟，并确保电流范围在12和15A之间；
记录所需的循环次数，直至橡胶毯外表面完全再生为止。
注意：
确保润滑装置可作用于橡胶毯的所有内外面；
当出现润滑中断时，请立即移除打磨辊筒；
为改善打磨过程中橡胶沉淀物的情况，请定时或暂时提高水流量；
湿式打磨可以获得比干式打磨更精细的表面，这里假设采用了精抛光工序。

抛光
当最后一次循环开始时，使用肥皂棒从压力辊筒顶部摩擦橡胶毯整个宽度区
域的外侧。
橡胶毯每旋转3至4周必须使用一次肥皂，然后迅速移开打磨辊筒。
根据以下程序使用溶液A（擦洗粉）清洁橡胶毯。

重点：
在每次完成打磨操作后切记对边缘轮廓半径进行重新加工，以防止出现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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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维护汇总表
补救措施
事件类型

外侧面
外侧工作宽度
杂质

外侧面
工作宽度之内
侧边缘
外侧面
外侧工作宽度

裂纹

外侧面
工作宽度之内
侧边缘
外侧面
外侧工作宽度

多种损伤

补救措施

事件类型

外侧面
工作宽度之内
侧边缘

深度<2 mm

深度>2 mm

R或A

(C+R) 或 D

R

(C+R)

A

(C+R) 或 A

R

(C+R) 或 D

R

(C+R)

A

(C+R) 或 A
或D

R或A

(C+R) 或 D

R

(C+R)

A

(C+R) 或 A

符号说明：
A = 削磨（打磨）
D = 切割橡胶毯
C = 密封
R = 打磨

注意：
不得对橡胶毯内侧进行修复或处理，但当发生粘结时除外（请参见附录中的补
救措施）。
根据橡胶毯的剩余厚度以及在橡胶毯上处理的最大织物宽度（接触 Rollin橡胶
毯），从（C+R）或D和（C+R）或A中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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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和校正措施

橡胶毯横向稳定性
影响

• 振动
• 内侧面磨损

原因/根源

校正措施

机器的金属辊筒不平行

调节压力辊筒和加热辊筒
之间的平行度

橡胶毯张力不足

调节张力以避免振动，同
时保证橡胶毯的稳定性
（微调和逐步调整）

• 内侧面碎裂
• 内侧面粘结

使用肥皂涂覆内侧面以促
进橡胶毯移动。

金属辊筒表面不均匀，
彻底清洁与内侧面接触的
橡胶毯和辊筒之间的依
辊筒。
附性不一致，压力辊筒
彻底清洁内侧面（请参见
除水辊筒上的压力不均匀
附录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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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缩缺陷和不均匀
影响

原因/根源

校正措施

橡胶毯外侧面工作情况不 打磨橡胶毯，清洁内侧
佳，橡胶毯外侧粘结
面（请参见附录）

• 织物表面存在缺陷/
橘皮皱

进入压辊筒中的织物的
潮湿度不当

提高进入压力辊筒上的
织物的湿度

橡胶毯上的织物张力

调节橡胶毯的张力

温度和压力失当

调节温度和压力

• 预缩率不一致
• 织物边缘出现折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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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后的织物外观上存在缺陷
影响

• 织物表面出现纵向
隆起

原因/根源

校正措施

橡胶毯内侧面不均匀和
老化

有效清洁内侧面
（请参见附录）

橡胶毯外侧面老化、磨
损、碎裂、表面粘结

修复裂纹，同时注意确保
修复区的硬度与原始硬
度一致

与一些残留化学品反应

使用120目砂纸打磨橡胶
毯，然后进行热处理（请
参见附录）

橡胶毯振动

调节橡胶毯压力和张紧力

织物张力失当

调节输出位置上织物的
张力

• 局部预缩过大或
过小
• 橘皮皱
• 织物表面出现折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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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带退化
影响

• 外侧面和边缘分
裂、出现裂纹、
硬化

原因/根源

校正措施

过度压缩，温度、张力
和打磨频率失当

可采取预防性维护措施避
免问题发生，当出现问题
时可提高打磨频率，除
去裂纹

清洁内侧面（请参见附
橡胶毯振动，横向不稳定 录），调节张力直至振动
消失为止

• 内侧面磨损
通过试验确定造成故障的
产品，如条件允许请更换
该产品。

• 内侧面出现裂纹
• 内侧面或外侧面
粘连
• 橡胶毯变色或发黄

与一些残留化学品的反应 对橡胶毯进行高频打磨，
然后进行热处理（请参见
附录）

存放不当或时间过长

提高机器表面接合位置上
的打磨深度，同时校正圆
角边缘和胶毯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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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在橡胶毯边缘上使用防护蜡

33

清洁橡胶毯内侧面或外侧面

34

打磨和热处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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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橡胶毯边缘上使用防护蜡
Page 36

防护蜡只能涂覆于工作宽度以外、与加热辊筒直接接触的橡胶表面。
使用频率约为8个工作小时数。

Use of a protection wax on the edges of the
belt

The wax must be applied only on the rubber surface in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操作方式
heating drum, outside the working width

The application frequency
is around each 8 working hours. 1.5至2.5 bars。
使橡胶毯以10
m/mn的速度运行，加热辊筒温度约为

当加热辊筒出现问题时，可将防护蜡涂覆于张力辊筒上的橡胶毯表面，然后再
HOW TO PROCEED
使橡胶毯通过冷却装置。
Let the rubber belt run with a speed of about 10 m/mn and a heating drum
temperature around 1.5 to 2.5 bars.

请务必逐步进行操作，以避免遗漏与加热辊筒直接接触的橡胶毯的两个边缘。
Apply the wax on the rubber belt surface, on the tensioning roller before the

轻轻用手对橡胶表面上的蜡片施加压力使其固定；随后它将融化，形成细密的
cooling device at the issue of the heating drum.
保护层以防止橡胶受到温度影响。
You have to proceed progressively in order to cover both entire edges of the
belt directly in contact with the heating drum.
Maintain the wax piece with a light hand pressure on the rubber surface; it will
melt and let a fine layer protecting the rubber from the temperatur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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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生粘结时清洁橡胶毯的内外表面
将磨料粉混合少量冷水制备成溶液，获得高浓度浆状混合物（需要2至5 kg粉）。
橡胶毯和加热辊筒必须冷却（温度低于30°C）。
停止外部和内部冷却装置。
将浆状物均匀涂覆在橡胶毯内表面，然后压缩4 mm，再使机器以15-20 m/min的
速度持续运行约15分钟（运行时间主要由需要去除的弹性体数量决定）。
打开冷却装置，冲洗橡胶毯的内部和外部表面。
必要时，可再次执行该操作，但同时需要向浆状物中加入石蜡油。
如果弹性沉淀物影响较大，请使用圆形抹刀将其去除以避免橡胶毯老化。
再次冲洗，停止冷却装置，然后将石蜡油喷洒在内表面。
在上述工作条件下使机器运行15分钟。
再次打开冷却装置进行彻底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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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磨和热处理
当橡胶毯表面和/或边缘出现粘结时，建议对橡胶毯进行磨合，当边缘出现橘皮
皱时，应至少去除2 mm厚橡胶，或者在去除缺陷部分后再去除1 mm厚橡胶。
继续执行以下热处理操作，随后再执行生产：使橡胶毯运行约60至90分钟，速
度约10至15 m/min，加热辊筒和冷却装置关闭，温度为1bar。
继续生产。
注意：也可以进行热处理，当处理后的织物出现纵向线条时，可以使用120目砂
纸继续打磨，然后执行以上热处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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