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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用于青瓷窑炉的排烟装置，包括炉体框

架、炉体和位于炉体前端的密封门，所述炉体固

定安装在炉体框架内侧，炉体内侧设有烧制腔，

炉体底部左右两端设有导轨，导轨上端设有窑

车，窑车上端设有放置台，放置台包括通气层和

放置层，放置层通过耐温砖拼接而成，通气层通

过方砖上下堆叠而成，耐温砖内侧中心位置设有

通气孔，通气层下端设有若干个通过方砖堆叠形

成的第一通气通道，第一通气通道上端前后两侧

设有通过方砖堆叠形成的第二通气通道，前后第

二通气通道分别位于通气孔下端，第一通气通道

左右两端分别排气管的一端，排气管的另一端穿

过炉体连接有衔接管，衔接管上端连接有整流

管，左右整流管之间连接有连接管，连接管中端

后侧连接有出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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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青瓷窑炉的排烟装置，包括炉体框架(1)、炉体(2)和位于炉体(2)前端的密

封门(19)，所述炉体(2)固定安装在所述炉体框架(1)内侧，所述炉体(2)内侧设有烧制腔

(4)，其特征是：所述炉体(2)底部左右两端设有固定连接在所述炉体框架(1)上的导轨

(14)，所述导轨(14)上端设有位于所述烧制腔(4)内侧的窑车(15)，所述窑车(15)上端设有

放置台(16)，所述放置台(16)包括通气层(30)和位于通气层(30)上端的放置层(31)，所述

放置层(31)通过若干个耐温砖(32)拼接而成，所述通气层(30)通过若干个方砖(33)上下堆

叠而成，所述耐温砖(32)内侧中心位置设有通气孔(34)，所述通气层(30)下端设有若干个

通过方砖(33)堆叠形成的第一通气通道(35)，所述第一通气通道(35)上端前后两侧设有通

过方砖(33)堆叠形成的第二通气通道(36)，前后所述第二通气通道(36)分别位于所述通气

孔(34)下端，所述第一通气通道(35)左右两端分别设有与所述第二通气通道(36)连接的排

气管(37)的一端，左右所述排气管(37)的中端位于所述炉体(2)左右两壁内侧，左右所述排

气管(37)的另一端穿过所述炉体(2)左右两壁密封连接有位于所述炉体(2)上端左右两侧

的衔接管(65)，所述衔接管(65)上端密封连接有整流管(38)，左右所述整流管(38)之间连

接有连接管(63)，所述连接管(63)中端后侧密封连接有出气管(6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青瓷窑炉的排烟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炉体框架(1)

前端右侧设有旋转轴(17)，所述旋转轴(17)上下两端外侧固定连接有固定部(18)，所述固

定部(18)固定连接在所述炉体框架(1)外侧，所述密封门(19)右端通过铰链转动连接在所

述旋转轴(17)外侧，所述密封门(19)前端左侧固定连接有上下两个固定条(20)，上下所述

固定条(20)左端内侧开有卡槽(21)，所述卡槽(21)内侧设有限位杆(22)，所述限位杆(22)

的一端通过铰链转动连接在炉体(2)前端平面上，所述固定条(20)前端设有螺纹连接在所

述限位杆(22)外侧的旋转固定盘(2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青瓷窑炉的排烟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炉体(2)下端

左右两侧设有位于所述炉体框架(1)上端的支撑部(5)，所述支撑部(5)上端设有位于所述

烧制腔(4)左右两端的放置部(6)，左右所述排气管(37)下端分别位于所述放置部(6)内侧，

左右所述放置部(6)上端设有若干个均匀设置的与燃气和氧气连接的燃烧管(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青瓷窑炉的排烟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炉体(2)左右

两壁内侧安装有若干个均匀设置的温度传感器(66)，所述温度传感器(66)通过导线与电脑

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青瓷窑炉的排烟装置，其特征是：左右所述导轨(14)

前端固定连接有限位板(39)，所述导轨(14)下端设有若干个固定在地面上的支撑座(40)。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青瓷窑炉的排烟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烧制腔(4)顶

部为左右两端向下弯曲的弧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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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青瓷窑炉的排烟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青瓷窑炉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青瓷窑炉的排烟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龙泉企业烧制青瓷大多采用梭式窑炉、液化气烧制，窑炉整体结构由液化气

罐、水温加热炉、手动开关阀、压力表、多个喷嘴发和窑炉组成。大多数中小型窑炉在烧制过

程中容易出现炉内温度不均匀的现象，而且在排烟的过程中容易带走大量的热量，使得炉

体的温度降低，使得炉体的能源利用率不高，使得烧制过程中温度不稳定、难控制等问题导

致产品成品率低，一致性差，质量不高，很难进行大规模的市场化生产。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用于青瓷窑炉的排烟装

置，该装置结构设计合理，使用方便，可以使得炉体内的温度保持均匀、稳定，能源的利用率

较高，减少生产成本。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这种用于青瓷窑炉的排烟装置，包

括炉体框架、炉体和位于炉体前端的密封门，所述炉体固定安装在所述炉体框架内侧，所述

炉体内侧设有烧制腔，所述炉体底部左右两端设有固定连接在所述炉体框架上的导轨，所

述导轨上端设有位于所述烧制腔内侧的窑车，所述窑车上端设有放置台，所述放置台包括

通气层和位于通气层上端的放置层，所述放置层通过若干个耐温砖拼接而成，所述通气层

通过若干个方砖上下堆叠而成，所述耐温砖内侧中心位置设有通气孔，所述通气层下端设

有若干个通过方砖堆叠形成的第一通气通道，所述第一通气通道上端前后两侧设有通过方

砖堆叠形成的第二通气通道，前后所述第二通气通道分别位于所述通气孔下端，所述第一

通气通道左右两端分别设有与所述第二通气管道连接的排气管的一端，左右所述排气管的

中端位于所述炉体左右两壁内侧，左右所述排气管的另一端穿过所述炉体左右两壁密封连

接有位于所述炉体上端左右两侧的衔接管，所述衔接管上端密封连接有整流管，左右所述

整流管之间连接有连接管，所述连接管中端后侧密封连接有出气管，设有位于放置台内侧

的通气孔，以及与通气孔连接的第一通气通道和第二通气通道，使得炉体的烟气可以从炉

体内的各个方向流向位于待烧制产品下方的通气孔内，使得窑车上的待烧制产品周围的温

度在流动的烟气的作用下更加的均匀，便于待烧制产品的成型，提高待烧制产品的品质，设

有位于炉体左右两壁内侧的排气管，使得从第二通气通道进入排气管内的烟气在排出炉体

前进入炉体的左右两侧，使得排出的烟气对炉体进行保温，对排出烟气所携带的热量进行

利用，减少了炉体内温度的散失，减少能源的消耗。

[0005] 为了进一步完善，炉体框架前端右侧设有旋转轴，所述旋转轴上下两端外侧固定

连接有固定部，所述固定部固定连接在所述炉体框架外侧，所述密封门右端通过铰链转动

连接在所述旋转轴外侧，所述密封门前端左侧固定连接有上下两个固定条，上下所述固定

条左端内侧开有卡槽，所述卡槽内侧设有限位杆，所述限位杆的一端通过铰链转动连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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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体前端平面上，所述固定条前端设有螺纹连接在所述限位杆外侧的旋转固定盘，设有通

过旋转固定盘固定密封的密封门，使得密封门的开合更加的简单方便且固定更加的稳固，

不会轻易脱出。

[0006] 进一步完善，所述炉体下端左右两侧设有位于所述炉体框架上端的支撑部，所述

支撑部上端设有位于所述烧制腔左右两端的放置部，左右所述排气管下端分别位于所述放

置部内侧，左右所述放置部上端设有若干个均匀设置的与燃气和氧气连接的燃烧管，设有

设置在炉体左右两端的燃烧管，使得窑车上的待烧制物受热更加的均匀，使得产品的一致

性好。

[0007] 进一步完善，炉体左右两壁内侧安装有若干个均匀设置的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

传感器通过导线与电脑连接，设有若干个温度传感器，使得炉体内的温度可以得到实时、有

效的监测，使得炉体内的温度不需要依靠窑工的经验即可进行有效的控制，温度控制更加

的方便。

[0008] 进一步完善，左右所述导轨前端固定连接有限位板，所述所述导轨下端设有若干

个固定在地面上的支撑座，所述导轨前端设有限位板，避免窑车从导轨上脱出，设有支撑

座，使得导轨的固定更加牢靠、稳定。

[0009] 进一步完善，烧制腔顶部为左右两端向下弯曲的弧形结构，烧制腔顶部为弧形结

构使得炉体内的左右两边的烟气从炉体左右两边上升过程后在弧形顶部中心相遇，从而从

上往下逐渐向下流动，最后部分烟气通过窑车上的通气孔、第一通气通道和第二通气通道

从排气管内流出而其他的烟气则再一次进入循环中，使得炉体内的空气形成固定的气体循

环，使得炉体内的温度更加的均匀。

[0010] 本实用新型有益的效果是：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合理，使用方便，设有位于放置台

内侧的通气孔，以及与通气孔连接的第一通气通道和第二通气通道，使得炉体的烟气可以

从炉体内的各个方向流向位于待烧制产品下方的通气孔内，使得窑车上的待烧制产品周围

的温度在流动的烟气的作用下更加的均匀，便于待烧制产品的成型，提高待烧制产品的品

质，设有位于炉体左右两壁内侧的排气管，使得从第二通气通道进入排气管内的烟气在排

出炉体前进入炉体的左右两侧，使得排出的烟气对炉体进行保温，对排出烟气所携带的热

量进行利用，减少了炉体内温度的散失，减少能源的消耗。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除去密封门后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为图2中D部分的放大图；

[0014]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主视图；

[0015]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截面图；

[0016] 图6为图5中A部分的放大图；

[0017] 图7为图5中B部分的放大图；

[0018] 图8为图5中C部分的放大图；

[0019] 图9为炉体内的烟气流动图。

[0020] 附图标记说明：1、炉体框架，2、炉体，4、烧制腔，5、支撑部，6、放置部，7、燃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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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导轨，15、窑车，16、放置台，17、旋转轴，18、固定部，19、密封门，20、固定条，21、卡槽，22、

限位杆，23、旋转固定盘，30、通气层，31、放置层，32、耐温砖，33、方砖，34、通气孔，35、第一

通气通道，36、第二通气通道，37、排气管，38、整流管，39、限位板，40、支撑座，63、连接管，

64、出气管，65、衔接管，66、温度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2] 如图1-5所示，本实施例中一种用于青瓷窑炉的排烟装置，包括炉体框架1、炉体2

和位于炉体2前端的密封门19，所述炉体2固定安装在所述炉体框架1内侧，所述炉体2内侧

设有烧制腔4，所述炉体2底部左右两端设有固定连接在所述炉体框架1上的导轨14，所述导

轨14上端设有位于所述烧制腔4内侧的窑车15，所述窑车15上端设有放置台16，所述放置台

16包括通气层30和位于通气层30上端的放置层31，所述放置层31通过若干个耐温砖32拼接

而成，所述通气层30通过若干个方砖33上下堆叠而成，所述耐温砖32内侧中心位置设有通

气孔34，所述通气层30下端设有若干个通过方砖33堆叠形成的第一通气通道35，所述第一

通气通道35上端前后两侧设有通过方砖33堆叠形成的第二通气通道36，前后所述第二通气

通道35分别位于所述通气孔34下端，所述第一通气通道35左右两端分别设有与所述第二通

气管道35连接的排气管37的一端，左右所述排气管37的中端位于所述炉体2左右两壁内侧，

左右所述排气管37的另一端穿过所述炉体2左右两壁密封连接有位于所述炉体2上端左右

两侧的衔接管65，所述衔接管65上端密封连接有整流管38，左右所述整流管38之间连接有

连接管63，所述连接管63中端后侧密封连接有出气管64，设有位于放置台16内侧的通气孔

34，以及与通气孔34连接的第一通气通道35和第二通气通道36，使得炉体2的烟气可以从炉

体2内的各个方向流向位于待烧制产品下方的通气孔34内，使得窑车15上的待烧制产品周

围的温度在流动的烟气的作用下更加的均匀，便于待烧制产品的成型，提高待烧制产品的

品质，设有位于炉体2左右两壁内侧的排气管37，使得从第二通气通道36进入排气管37内的

烟气在排出炉体2前进入炉体2的左右两侧，使得排出的烟气对炉体2进行保温，对排出烟气

所携带的热量进行利用，减少了炉体2内温度的散失，减少能源的消耗。

[0023] 如图1-3所示，炉体框架1前端右侧设有旋转轴17，所述旋转轴17上下两端外侧固

定连接有固定部18，所述固定部18固定连接在所述炉体框架1外侧，所述密封门19右端通过

铰链转动连接在所述旋转轴17外侧，所述密封门19前端左侧固定连接有上下两个固定条

20，上下所述固定条20左端内侧开有卡槽21，所述卡槽21内侧设有限位杆22，所述限位杆22

的一端通过铰链转动连接在炉体2前端平面上，所述固定条20前端设有螺纹连接在所述限

位杆22外侧的旋转固定盘23，设有通过旋转固定盘23固定密封的密封门19，使得密封门18

的开合更加的简单方便且固定更加的稳固，不会轻易脱出。

[0024] 如图2和4所述，炉体2下端左右两侧设有位于所述炉体框架1上端的支撑部5，所述

支撑部5上端设有位于所述烧制腔4左右两端的放置部6，左右所述排气管37下端分别位于

所述放置部6内侧，左右所述放置部6上端设有若干个均匀设置的与燃气和氧气连接的燃烧

管7。

[0025] 如图1、2和5所示，炉体2左右两壁内侧安装有若干个均匀设置的温度传感器66，所

述温度传感器66通过导线与电脑连接，设有若干个温度传感器66，使得炉体2内的温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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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实时、有效的监测，使得炉体2内的温度不需要依靠窑工的经验即可进行有效的控制，

温度控制更加的方便。

[0026] 如图1和2所示，左右所述导轨14前端固定连接有限位板39，所述所述导轨14下端

设有若干个固定在地面上的支撑座40，所述导轨14前端设有限位板39，避免窑车15从导轨

14上脱出，设有支撑座40，使得导轨14的固定更加牢靠、稳定。

[0027] 如图5和9所示，烧制腔4顶部为左右两端向下弯曲的弧形结构，烧制腔4顶部为弧

形结构使得炉体2内的左右两边的烟气从炉体2左右两边上升过程后在弧形顶部中心相遇，

从而从上往下逐渐向下流动，最后部分烟气通过窑车15上的通气孔34、第一通气通道35和

第二通气通道36从排气管37内流出而其他的烟气则再一次进入循环中，使得炉体2内的空

气形成固定的气体循环，使得炉体2内的温度更加的均匀。

[0028]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只需将待烧制产品装载在窑车15上后推入炉体2内侧再关

闭密封门19即可，在烧制过程中，炉体2内燃烧管7所产生的烟气沿着炉体2左右两壁逐渐上

升，由于炉体2的唯一的排烟通道在窑车15内侧，在烧制腔4的弧形顶部的作用下左右流动

烟气相遇后向下流动至窑车15内，部分烟气通过通气孔34、第一通气通道35和第二通气通

道36进入排气管37内排出，而剩余的烟气则再一次进入烟气循环中。

[0029] 虽然本实用新型已通过参考优选的实施例进行了图示和描述，但是，本专业普通

技术人员应当了解，在权利要求书的范围内，可作形式和细节上的各种各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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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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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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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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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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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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