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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麦尔兹窑悬挂缸背部耐

火材料修复砌筑的方法，涉及麦尔兹窑悬挂缸技

术领域，它包括以下步骤：排出窑膛内的石料后，

降温散热，投冷石料使窑内冷石料料面到悬挂缸

浇注料下方留下走动空间；在冷石料面层上搭建

脚手架及检修平台。对环形通道顶部耐火砖进行

固定保护后，拆除悬挂缸背部耐火砖及刚玉浇注

料；对悬挂缸缸体进行严密性实验；在悬挂缸背

部布置焊接锚固钩和锚固角钢，再使用陶瓷纤维

毡、保温砖依次从悬挂缸外壁向外安装砌筑；沿

悬挂缸外侧保温砖层的外周划分二十四个浇筑

区分两组间隔浇筑，相邻浇注区间放置膨胀板，

浇筑完成后，拆除浇筑模板和检修平台等。本发

明解决了现有麦尔兹窑悬挂缸背部耐火材料修

复砌筑周期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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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麦尔兹窑悬挂缸背部耐火材料修复砌筑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检修时，先排出窑膛内的高温石料，打开窑炉所有检修门让窑壁散热，再启动

烟气除尘器使冷风从窑膛底进入窑膛内对窑壁冷却后从窑膛顶排出，待窑壁温度降到50℃

以下，从窑顶投冷石料，使窑内冷石料料面到悬挂缸浇注料下方留下走动空间；

步骤（2）、拆开麦尔兹窑环形通道顶部平台检修门及检修门处耐火砖，确认内部安全

后，检修人员进入，在冷石料面层上搭建脚手架及检修平台；

步骤（3）、对环形通道顶部耐火砖进行固定保护后，拆除悬挂缸背部耐火砖及刚玉浇注

料；

步骤（4）、使用压缩空气对悬挂缸缸体进行严密性实验，利用肥皂水测量确认悬挂缸壁

体无泄漏；

步骤（5）、在悬挂缸背部布置焊接锚固钩和锚固角钢，再使用陶瓷纤维毡、保温砖依次

从悬挂缸外壁向外安装砌筑；

步骤（6）、沿悬挂缸外侧保温砖层的外周划分二十四个浇筑区，相邻的浇筑区具有多个

相互交错的部位；将二十四个浇筑区分成两组浇筑，第一组的各浇筑区与第二组的各浇筑

区相互间隔设置；先沿保温砖层的外周用浇筑模板组配合保温砖层表面间隔搭建第一组的

十二个浇筑腔，向各浇筑腔内浇筑莫来石钢纤维浇注料，待莫来石钢纤维浇注料足够硬化

后，拆除所有浇筑模板组，形成浇注料硬化体；

步骤（7）、在各浇注料硬化体的两侧放置膨胀板，膨胀板沿浇注料硬化体侧面轮廓贴合

设置；在第二组的十二个待浇筑区安装外围浇筑模板，外围浇筑模板和相邻的两个膨胀板、

保温砖层表面围合形成浇筑腔，向这些浇筑腔内浇筑莫来石钢纤维浇注料，待莫来石钢纤

维浇注料硬化后，拆除外围浇筑模板；

步骤（8）、撤除步骤（2）中的脚手架及检修平台，完成修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麦尔兹窑悬挂缸背部耐火材料修复砌筑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相邻浇筑区的相互交错部位为燕尾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麦尔兹窑悬挂缸背部耐火材料修复砌筑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膨胀板的厚度为10mm~20mm。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麦尔兹窑悬挂缸背部耐火材料修复砌筑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锚固钩采用1Cr18Ni9Ti制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麦尔兹窑悬挂缸背部耐火材料修复砌筑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锚固钩的直径大于等于10  mm。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权利要求项所述的麦尔兹窑悬挂缸背部耐火材料修复砌筑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的严密性实验是向悬挂缸壁体的内腔打压压缩空气至

200kpa，使24小时泄漏控制在10kpa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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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尔兹窑悬挂缸背部耐火材料修复砌筑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麦尔兹窑悬挂缸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麦尔兹窑悬挂缸背部耐火材料

修复砌筑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麦尔兹窑的最大特点是有燃烧窑膛A和蓄热窑膛B，两个窑膛实现“并流蓄热”，如

图1所示，每个窑膛从上往下分为预热带C、煅烧带D、冷却带E，在煅烧带D底部有中间通道

107使两个窑膛相互联通。生产时，窑膛内预热带C、煅烧带D、冷却带E装满石料109，燃料在

其中一个窑膛燃烧，产生的高温烟气103进入另外一个窑膛并在其顶部排出。在燃烧窑膛A

燃烧时，燃料经过喷枪管101被送至燃烧窑膛A的煅烧带D，与燃烧窑膛A顶部进入的助燃风

102燃烧，燃烧火焰对石料109进行煅烧的同时产生大量高温烟气103经过燃烧窑膛A的环形

通道106进入中间通道107，然后再进入蓄热窑膛B的环形通道106，最后从蓄热窑膛B顶部排

出废气108。这样在燃烧窑膛A助燃风102与烟气并流，在蓄热窑膛B烟气对石料109余温蓄

热，燃烧窑膛A和蓄热窑膛B轮换燃烧15分钟左右。

[0003] 麦尔兹窑的悬挂缸104位于窑本体的煅烧带D区域，是窑炉的关键核心设备。相比

牛腿式麦尔兹窑，悬挂缸104为悬挂缸式麦尔兹窑提供了足够大的环形通道106，更有利于

窑炉内部气体的流动，更好的实现麦尔兹窑“并流蓄热”工作原理，同时也避免了定期清理

环形通道粉尘的工作。如图2所示，施工时，对单个悬挂缸104钢结构底部锚固钩进行焊接，

使用刚玉浇注料分成15块进行浇筑；待刚玉浇注料足够硬化后，再分别对悬挂缸104缸体内

侧砌筑隔热板、保温砖、镁砖形成悬挂缸内侧耐火材料112；对悬挂缸104外侧砌筑隔热板、

保温砖、高铝砖形成悬挂缸背部耐火材料111；为使悬挂缸104背部砌筑成整个完整的圆环，

每个窑筒悬挂缸外侧间隔90度方向均匀保留有四面弧长约788mm的浇筑料层；然后使用国

外进口锚固钩焊接在悬挂缸外侧面，刚玉浇注料进行浇筑；当浇注料足够硬化后，拆模，再

搭建砌筑环形通道顶部耐火材料110。

[0004] 悬挂缸104背部耐火材料位于中间通道107附近，直接受环形通道106内的大量高

温烟气冲刷，工作环境恶劣，相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烧损现象，如何尽

快对烧损部位进行更换，使窑炉投入生产，对提高窑炉作业效能至关重要。而在实施过程

中，可能会出现耐火材料因计划不到位，或检修影响面较大，影响检修工程进度。

[0005] 正常状况下，在出现悬挂缸104背部耐火砖烧损跌落时，如需修复耐火材料，则需

将麦尔兹窑环形通道106顶部平台的竖直方向窑壳钢结构使用氧割枪割开，依次掏出窑内

捣打料、高铝砖。然后人员进入窑内，拆完悬挂缸底部浇注料113以上的耐火砖，再进行重新

砌筑、并对悬挂缸背部的部分浇注料进行重新浇筑。该种检修需耗费大量各种不同类型的

耐火砖型的耐火材料，而且施工周期比较长，涉及检修项目也比较多，如大量的切割、焊接，

不利于工程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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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麦尔兹窑悬挂缸背部耐火材料修复砌筑的方法，这种方

法可以解决现有麦尔兹窑悬挂缸背部耐火材料修复砌筑周期长的问题。

[0007]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这种麦尔兹窑悬挂缸背部耐火材

料修复砌筑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步骤（1）、检修时，先排出窑膛内的高温石料，打开窑炉所有检修门让窑壁散热，再

启动烟气除尘器使冷风从窑膛底进入窑膛内对窑壁冷却后从窑膛顶排出，待窑壁温度降到

50℃以下，从窑顶投冷石料，使窑内冷石料料面到悬挂缸浇注料下方留下走动空间；

[0009] 步骤（2）、拆开麦尔兹窑环形通道顶部平台检修门、及检修门处耐火砖，确认内部

安全后，检修人员进入，在冷石料面层上搭建脚手架及检修平台；

[0010] 步骤（3）、对环形通道顶部耐火砖进行固定保护后，拆除悬挂缸背部耐火砖及刚玉

浇注料；

[0011] 步骤（4）、使用压缩空气对悬挂缸缸体进行严密性实验，利用肥皂水测量确认悬挂

缸壁体无泄漏；

[0012] 步骤（5）、在悬挂缸背部布置焊接锚固钩和锚固角钢，再使用陶瓷纤维毡、保温砖

依次从悬挂缸外壁向外安装砌筑；

[0013] 步骤（6）、沿悬挂缸外侧保温砖层的外周划分二十四个浇筑区，相邻的浇筑区具有

多个相互交错的部位；将二十四个浇筑区分成两组浇筑，第一组的各浇筑区与第二组的各

浇筑区相互间隔设置；先沿保温砖层的外周用浇筑模板组配合保温砖层表面间隔搭建第一

组的十二个浇筑腔，向各浇筑腔内浇筑莫来石钢纤维浇注料，待浇筑料足够硬化后，拆除所

有浇筑模板组，形成浇注料硬化体；

[0014] 步骤（7）、在各浇注料硬化体的两侧放置膨胀板，膨胀板沿浇注料硬化体侧面轮廓

贴合设置；在第二组的十二个待浇筑区安装外围浇筑模板，外围浇筑模板和相邻的两个膨

胀板、保温砖层表面围合形成浇筑腔，向这些浇筑腔内浇筑莫来石钢纤维浇注料，待浇筑料

硬化后，拆除外围浇筑模板；

[0015] 步骤（8）、撤除步骤（2）中的脚手架及检修平台，完成修复。

[0016] 上述麦尔兹窑悬挂缸背部耐火材料修复砌筑的方法的技术方案中，更具体的技术

方案还可以是：相邻浇筑区的相互交错部位为燕尾结构。

[0017] 进一步的，膨胀板的厚度为10mm~20mm。

[0018] 进一步的，锚固钩采用1Cr18Ni9Ti制成。

[0019] 进一步的，锚固钩的直径大于等于10  mm。

[0020] 进一步的，步骤（4）中的严密性实验是向悬挂缸壁体的内腔打压压缩空气至

200kpa，使24小时泄漏控制在10kpa以下。

[0021]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2] 1、在安全检修状态下，减少麦尔兹窑的悬挂缸外墙耐火砖砌筑的检修时间，提高

窑炉的作业率，缩短了悬挂缸背部耐火材料修复砌筑周期，降低生产维护成本。

[0023] 2、投入冷石料，对环形通道顶部耐火砖进行固定保护，避免耐火砖坍塌，保障了检

修人员的安全，确保工程检修进度。

[0024] 3、使用莫来石钢纤维浇注料替代原悬挂缸背部耐火材料施工，能达到快速修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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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耐火层的目的，在确保工况使用安全的情况下，又有利于降低热传导对锚固钩的损坏，

提高悬挂缸背部砖墙寿命。

[0025] 4、分组间隔浇筑，可达到快速修复目的；相邻浇筑区设置相互交错的燕尾榫式部

位，有利于提高浇注料硬化体连接的紧密性，增强整体稳固性。

[0026] 5、该类修复方法，较好的减少异型耐火砖的拆装数量，降低了维修成本。

[0027] 6、将直径大于等于10mm的1Cr18Ni9Ti材质的锚固钩焊接在砖墙上，同时配合使用

锚固角钢，加强了砌体的牢固强度。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麦尔兹窑的原理图。

[0029] 图2是现有麦尔兹窑悬挂缸背部砌筑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麦尔兹窑悬挂缸背部砌体示意图。

[0031] 图4是图3中A‑A方向的剖面图。

[0032] 图5是悬挂缸背部的浇筑结构示意图。

[0033] 图6是图5中的B‑B方向的剖面图。

[0034] 附图中的标号说明：A、燃烧窑膛；B、蓄热窑膛；C、预热带；D、煅烧带；E、冷却带；

101、喷枪管；102、助燃风；103、高温烟气；104、悬挂缸；105、冷却风；106、环形通道；107、中

间通道；108、废气；109、石料；110、环形通道顶部耐火材料；111、悬挂缸背部耐火材料；112、

悬挂缸内侧耐火材料；113、悬挂缸底部浇注料；1、环形通道顶部耐火砖；2、悬挂缸；3、砌体；

3‑1、陶瓷纤维毡；3‑2、保温砖；3‑3、浇注料硬化体；3‑31、莫来石钢纤维浇注料；3‑4、锚固角

钢；3‑5、锚固钩；3‑6、膨胀缝；4、悬挂缸底部浇筑料。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述：

[0036] 如图3至图6所示，本发明在拆除麦尔兹窑的悬挂缸2背部原有耐火材料后，经修复

砌筑在悬挂缸2背部的砌体3在悬挂缸底部浇筑料4之上，砌体3包括陶瓷纤维毡3‑1、保温砖

3‑2、锚固角钢3‑4、锚固钩3‑5以及由浇注料硬化体3‑3，其中，锚固角钢3‑4和锚固钩3‑5均

焊接固定在悬挂缸2背部，再使用陶瓷纤维毡3‑1、保温砖3‑2、浇注料硬化体3‑3依次从悬挂

缸外壁向外逐层安装砌筑；浇注料硬化体3‑3采用莫来石钢纤维浇注料3‑31浇筑后硬化成

型，浇注料硬化体3‑3由等分的二十四块组成，相邻的浇注料硬化体3‑3侧面具有相互交错

的部位，交错部位采用燕尾结构；各浇注料硬化体3‑3之间留设有膨胀缝3‑6，以便于注料硬

化体3‑3在温度升高时能自由伸展。本实施例的锚固钩3‑5为直径大于等于10  mm的Y形锚固

钩，锚固钩3‑5采用1Cr18Ni9Ti制成。如图5和图6所示，各浇注料硬化体3‑3区域的锚固角钢

3‑4由上至下、横向并排设置，相邻的锚固角钢3‑4之间并列布置多个纵向设置的锚固钩3‑

5，相邻的锚固钩3‑5焊接端的弯钩部朝向相反，在注料硬化体3‑3各燕尾结构的交错部位区

域均焊接有横向设置的锚固钩3‑5；相邻的注料硬化体3‑3的锚固角钢3‑4的高度位置错位

设置。在整个修复的过程中需对环形通道顶部耐火砖1进行保护。

[0037] 本麦尔兹窑悬挂缸背部耐火材料修复砌筑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8] 步骤（1）、检修时，先排出窑膛内的高温石料，带走窑炉热量，打开窑炉所有检修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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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窑壁散热，再启动烟气除尘器使冷风从窑膛底进入窑膛内对窑壁冷却后从窑膛顶排出，

待窑壁温度降到50℃以下，使用窑炉上料设备从窑顶投冷石料，使窑内冷石料料面到悬挂

缸浇注料下方留下走动空间，窑内料面达到悬挂缸浇注料下方1.5米左右；

[0039] 步骤（2）、拆开麦尔兹窑环形通道顶部平台检修门、及检修门处耐火砖，确认内部

安全后，检修人员进入，在冷石料面层上搭建脚手架及检修平台；

[0040] 步骤（3）、使用钢丝绳、模板、脚手架钢管固定住环形通道顶部耐火砖，避免顶部耐

火砖坍塌；对环形通道顶部耐火砖进行固定保护后，利用风镐、钢钎等装置拆除悬挂缸背部

耐火砖及刚玉浇注料；

[0041] 步骤（4）、使用压缩空气对悬挂缸缸体进行严密性实验，向悬挂缸壁体的内腔打压

压缩空气至200kpa，使24小时泄漏控制在10kpa以下，利用肥皂水测量确认悬挂缸壁体无泄

漏；

[0042] 步骤（5）、确认无泄漏后，在悬挂缸背部布置焊接锚固钩和锚固角钢，再使用陶瓷

纤维毡、保温砖依次从悬挂缸外壁向外安装砌筑；

[0043] 步骤（6）、沿悬挂缸外侧保温砖层的外周划分二十四个浇筑区，相邻的浇筑区具有

多个相互交错的部位；将二十四个浇筑区分成两组浇筑，第一组的各浇筑区与第二组的各

浇筑区相互间隔设置；先沿保温砖层的外周用浇筑模板组配合保温砖层表面间隔搭建第一

组的十二个浇筑腔，各浇筑模板组由设置在两侧固定形状的钢板和安装在两钢板外端的外

围浇筑模板组成，外围浇筑模板为弧状塑料板；向各浇筑腔内浇筑莫来石钢纤维浇注料，待

浇筑料足够硬化后，拆除所有浇筑模板组，形成浇注料硬化体；

[0044] 步骤（7）、在各浇注料硬化体的两侧放置由10mm~20mm厚的木板制成的膨胀板，膨

胀板沿浇注料硬化体侧面轮廓贴合设置；在第二组的十二个待浇筑区安装外围浇筑模板，

外围浇筑模板和相邻的两个膨胀板、保温砖层表面围合形成浇筑腔，向这些浇筑腔内浇筑

莫来石钢纤维浇注料，待浇筑料硬化后，拆除外围浇筑模板；

[0045] 步骤（8）、撤除步骤（2）中的脚手架及检修平台以及环形通道上方木板等防护装

置，完成修复。

[0046] 修复后的麦尔兹窑在生产时，窑内的高温火焰会燃烧掉悬挂缸背部各浇筑料硬化

体之间的膨胀板，从而使筑料硬化体之间形成膨胀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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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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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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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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