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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A SLIDE GATE FOR A MOLTEN-STEEL VESSEL

(54) 友明名林 : 鋼包滑功水 P 裝置

(57) Abstract: A slide gate for a molten-steel vessel is provided accord
ing to the invention. The slide gate includes a mounting plate xed on the
molten-steel vessel. On the mounting plate is provided a holder on which
an elastic means is mounted. A sliding block is provided on the holder and
a recess is form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base opposite to the sliding block.
An upper sliding plate and a lower sliding plate are embedded in the recess.
A rolling mechanism is attached to the frame, and a guiding mechanism is
correspondingly provided on the sliding block so that the guiding mech
anism correspondingly provided on the sliding block reciprocates relative
the rolling mechanism provided on the frame to open and close the slide
gate for the molten-steel vessel. According to the invention, as the guiding
mechanism is provided on the frame and the guiding mechanism is corre
spondingly provided on the sliding block, during relative movement of the
sliding block and the frame, fluctuation of interface pressing force acting on
the sliding plate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reby improving overall stabil
ity of the system. As the elastic element is isolated from high temperature
zone, not only the relative operating temperature thereof is low, but also the
pressing force may be long standing and service life thereof is prolonged.

几鎂 頁



OAPI (BF, BJ, CF, CG, CI, CM, GA, GN, GQ, GW,ML, 本回阮公布
MR, NE, SN, TD, TG) 包括 囤 阮栓索扳告

(57) 摘要

木岌明提供 神翎包渭劫水 口裝置 包括固定在鋼包上的安裝板 核安裝板上固

役有底座 底座的碩端勻滑劫水 口砸功析枸相達 核底座上役有支架 支架上沒有用

于芒生庄力的彈性元件 支架上投有滑抉，在底座勻滑抉的相肘表面上升投凹槽 凹

槽內分別嵌汝上、下滑板磺 所述的支架上投有滾劫杭枸 滑抉上肘匝投置早向杭枸

滑塊上肘匝投實的早向析枸相肘于支架上投置的滾劫帆枸往夏這劫 控制翎包渭劫

水 口的打升或夫閉 。 本岌明將滾劫析枸投置在支架上 早向帆枸肘匝投置在滑抉上

在滑抉勻支架 的相肘迭劫泣程中，其庄力的波功性明昱降低 提高了系統 的整休穗定

性 彈性元件勻高溫匠隔萬，不仗相肘工作溫度低 庄力持久 荐命仗 。



鋼包滑功水 口裝置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一神安裝在翎包 出鋼水 口她安裝板外側的翎包滑劫水 口裝置，厲于帆

械制造技木領域 。

背景技木

目前公知的翎包滑劫水 口裝置中，通常將軌道斡安裝在滑抉上，軌道固定在支架

上，通迂軌道乾在軌道上的滾劫，來宴珊核神裝置中滑抉勻支架的相吋這劫 。 由于核

神鈷枸的庄力侍速方式是依靠軌道乾寞現，因此，其佳力貞不斷的交化，也由此早致

匝力的波功性比較明昱 。 迭梓就舍存在安全隱患 ，使杭枸的安全系數大大降低，如果

錐修不及吋容易造成事故 。

友明內容

本友明要解決的技木何 趣在于，針咐現有技木的不足，提供一神例包滑劫水 口裝

置，滑抉占支架的相咐迄劫迂程 中，其庄力的波劫性明昆降低，提高了系統的整休稔

定性 。

本炭 明所解決的上述 伺題，是通迂如下技木方案安現的

一神翎包滑劫水 口裝置，包括固定在翎包上的安裝板，核安裝板上固投有底座，

底座的咬端勻滑劫水口辦劫帆枸相達，咳底座上投有支架，支架上投有用于芒生庄力

的彈性元件，支架上投有滑抉，在底座勻滑抉的相肘表面上升投凹槽，凹槽內分別嵌

役上、下滑板磺，所迷的支架上投有滾功帆枸，滑抉上肘匝役置早向帆枸，渭抉上肘

匝投置的早向杭枸相肘于支架上投置的滾功帆枸往夏返功，以控制翎包滑功水 口的打

升或夫閉。

滾劫杭枸可以力肘林投置在支架上的滾斡，早向析枸可以力役置于滑抉迪緣的早

軌 。 在支架一端 內側和滑抉一端外側肘匝役置定位樞接部，使滑映以其力特軸按照一

定的方式饒支架特劫而不合 自行脫萬 。定位樞接部力投置在支架一端 內側的弧形凹槽

和肘匝投置在滑坎一端外側的凸柱，或役置在支架一端 內側的凸柱和肘匝投置在渭抉

一端外側的弧形凹槽，咳凸柱嵌投在弧形凹槽中。 咳弧形凹糟力側壁升投有升口的套

筒形伏，核升口的竟度勻滑抉底部外側役置的凸柱的直往大小相匝，裝配肘將凸柱沿



弧形凹糟的升口嵌入。 彈性元件力內置有彈簧組的彈簧盒，核彈簧盒的上、下兩端通

迂彼此連接的丙根橫梁枸成一框架，核框架絞接在底座上。

綜上所述，本友明將滾功梆枸咐林投置在支架上，早向杭枸咐匝投置在滑坎上，

在滑抉勻支架的相肘這劫迂釋中，其匝力的波劫性明昆降低，提高了系統的整休稔定

性 。

下面鈷合附圍和具休宴施例肘本友明的技木方案迸行祥細地悅 明。

附團惋 明

圍 1 力本友明宴施例一的整休結枸示意 圍之一
團 2 力本友明滾劫杭枸半軸滾乾的豬枸示意 團

團 3 力本岌明滑坎的拮枸示意團之一

團 4 力本友明宴施例一的整休鈷枸示意 圍之二

團 5 力本友明滑抉的鈷枸示意 團之二

圈 6 力本友明寞施例二的整休拮枸示意圍 。

具休寞施方式

安施例一

如囤 1 所示，力本友明奕施例一的整休鈷枸示意 團之一。伙圍 1 中可知，本友明

提供了一神例包滑功水 口裝置，咳裝置包括圃定在輛包上的安裝板 1 ，核安裝板 1

固役有底座 2，底座 2 的一端勻滑劫水 口驅功帆枸 3 相連，核底座 2 上投有支架 4，

支架 4 投有用于芒生庄力的彈性元件，支架 4 逐樞投有滑映 5 ，在底座 2 勻滑抉 5

的相肘表面上升汝凹槽 2 1、凹糟 1 囤中末示出 ，凹槽 2 1 和凹槽 5 1 內分別嵌投上

滑板碌 22、下滑板磚 2，支架 4 投有滾劫帆枸，滑抉 5 肘匝投置早向帆枸，渭抉

上肘匝投置的早向杭枸相肘于支架上投置的滾功杭枸往夏迄功，以控制例包滑功水 口

打升或夫閉。滾劫杭枸力投置在支架上的滾駝 4 1。如團 2 所示，力本炭明滾劫杭枸

半軸滾掩的局部鈷枸示意團。伙圍 2 中可知，所述的滾駝 4 1 可以根据需要役置成半軸

滾幹，半軸 42 的鈷枸如團 2 所示，滾掩 4 1 穿投在半軸 42 上井可以半軸 42 力軸特劫，

半軸 42 圃定在支架 4 上。如團 3 所示，力本友明滑抉的結枸示意 團之一。爪圈 3 中可

知，早向杭枸力役置于滑坎 5 迪緣 的早軌 5 1，咳早軌 5 1 固定在滑抉 5 上。 由于咳早

軌 5 1 力易損部件，采用勻滑抉 5 的分休役置，便于早軌 5 1 的更換 。



如團 4 所示，力本友明宴施例一的整休結枸示意團之二。 伙團 4 中可知，支架 4

一端底部 內側和滑抉 5 一端底部外側肘匝投置定位樞接部，使滑抉 5 以其力特軸鎊支

架 4 特功，以便于滑坎 5 在安裝到支架 4 迂程中的定位 。 團 5 力本岌 明滑映的拮枸示

意 團之二。 團 4 鈷合團 5 可知，定位樞接部力投置在支架一端底部 內側的弧形凹槽 44

和咐匝投置在滑抉一端底部外側的凸柱 52，核凸柱 52 嵌投在弧形凹槽 44 中。弧形凹

槽 44 力側壁升役有升口的套筒形狀，核升口 441 如團 1 中所示 的筑度勻滑坎底部

外側投置的凸柱 52 的直往大小相座，裝配肘將凸柱 52 延弧形凹槽 44 的升口 441 嵌入

即可。 爪團 1 中可知，彈性元件力彈簧組 6，支架 4 升投有容置空同 4 5，用于容鈉

核彈簧狙 6 。鈷合圍 3 可知，支架 4 底部 內側和滑抉 底部外側肘匝投置定位樞接部，

逐可以力投置在支架底部 內側的凸坎 囤中未示出 和咐匝投置在滑映底部外側凹槽

5 3，核凸柱嵌投在凹槽 53 中。

如團 1 所示，底座 2 的攻端投有滑功水 口驅功帆枸托座 3 1，滑功水 口砸劫杭枸 3

套役在咳托座 3 1 內砸劫滑抉 5 返劫 。支架 4 外部胚沒有用于隔熟 的外折板 7 。

本宴施例中所提供的側包滑劫水 口裝置，其安裝迂程是迭梓的 先將底座 2 固定

在鋼包的安裝板 1 上，在底座 2 頓端固定滑劫水 口驅劫帆枸托座 3 1，將帶有外押板 7

的支架 4 固定在底座 2 L，將彈簧組 6 置入支架 4 內的容置空同 4 ，井將核室回封閉。

將滑抉 的凸柱 52 嵌入支架 4 上的弧形凹槽 44 內，向下翻特滑坎 5，將班劫杭枸 3

裝入托座 3 1 非固定 。 安裝座磺 8 和上水 口 9，置入上滑板磺 22、下滑板磺 52，將班

功帆枸 3 勻滑抉 5 共部的槽 團中未示出 連接，政緊杭枸勻上滑板磺 22、下滑板礁

52 內部遵接非 向上翻特滑抉 5 ，使其在支架 4 內丐底座 2 扣合 。安裝下水 口 10，且下

水 口 10 匝在酗功柳枸 3 收縮前安裝好 。驅劫杭枸 3 收縮，將渭抉 伙支架 4 拉起，此

肘彈性元件建立匝力 。 夫閒外折板 7 井將其傲定 ，即完成整休裝置的安裝 。

宴施例二

如團 6 所示，力本友明奕施例二的整休拮枸示意 圍 。 八團 6 中可知，本宴施例占

奕施例一的 別在于彈性元件的結枸有所不同，本宴施例中的彈性元件力內置有彈簧

狙的彈簧盒 100，咳彈簧盒 100 的上、下丙端通泣彼此連接的兩根橫梁 10 、102 枸成

一框架 10 ，咳框架 103 絞接在底座 2 上。

在本宴施例中，彈簧盒 100 自身 的安裝可以是，彈簧拉杆 104 通迂彈簧盒 100 低

部的孔穿迂彈簧盒 100，仗槽 團中末示出 內放入彈簧組 105 后，庄板 106 通泣 自



身上的孔勻彈簧拉杆 104 裝配，井通迂螺母勻彈簧拉杆的作用將庄板 106 庄紫 。

本突施例的其他技木特征勻安施例一相同，佯細 內容清參岡上文所迷，在此不再

贅迷 。

上迷丙神宴施例的內部鈷枸斥管存在差昇，但其澆注的工作迂裡是相同的，都是

在弧劫帆枸 3 的作用下，滾劫帆枸在早向杭枸上這劫以控制上水口 9 和下水 口 10 的錯

升和肘正，寞現翎包渭功水 口的打升或夫閉，未控制澆注迂程中的流量和澆注劫作 。

最后所匝悅明的是 以上寞施例仗用 以槐明本友明而非限制，尺管參照較佳奕施

例肘本岌明迸行了洋細悅 明，本領域的普通技木人炭 匝舀理解，可以肘本岌明迸行修

政或者等同替換，而不脫萬本友明的精神和范固，其均匝涵蓋在本炭明的杖利要求范



杖利要求弔

1．一神翎包滑劫水 口裝置，包括固定在翎包上的安裝板，咳安裝板上固投有底

座，底座的碩端占滑功水 口酗劫杭枸相連，核底座上投有支架，支架上投有用于戶生

匝力的彈性元件，支架上役有滑抉，在底座勻滑快的相肘表面上升投凹槽，凹糟 內分

別嵌投上、下滑板磺，其特征在于，所迷的支架上投有滾劫帆枸，滑抉上肘匝投置早

向桐枸，滑抉上咐匝投置的早向杭枸相咐于支架上投置的滾劫杭枸往夏迄劫，以控制

鋼包滑劫水 口的打升或夫岡。

2、根据杖利要求 1 所迷的例包滑功水 口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的滾劫帆枸力

咐林投置在支架上的滾乾 。

3、根据杖利要求 1 或 2 所迷的翎包滑劫水 口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的早向杭

枸力投置于滑抉迪錄的早軌 。

4、根掘杖利要求 1 或 2 或 3 所述的鋼包滑劫水 口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的支

架一端 內側和滑抉一端外側咐匝投置定位柢接部，使滑映以其力特軸按照一定的方式

繞支架特劫而不舍 自行脫萬 。

5、根掘杖利要求 4 所迷的側包滑劫水 口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定位樞接部

力役置在支架一端 內側的弧形凹槽和咐匝投置在滑映一端外側的凸柱，或役置在支架

一端 內側的凸柱和肘匝役置在渭抉一端外側的弧形凹槽，核凸柱嵌投在弧形凹糟中。

6、根据杖利要求 5 所迷的翎包滑功水 口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的弧形凹槽力

側壁升投有升口的套筒形狀，核升口的竟度占滑抉底部外側投置的凸柱的直往大小相

匝，裝配肘將 凸柱沿弧形凹糟的升口嵌入。

7、根据杖利要求 1 或 2 或 3 所迷的側包滑功水 口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的彈

性元件力內置有彈簧狙的彈簧盒，核彈簧盒的上、下丙端通泣彼此連接的丙根橫梁枸

成一框架 ，咳框架絞接在底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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