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518481.9

(22)申请日 2017.06.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21094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1.15

(73)专利权人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201900 上海市宝山区盘古路777号

(72)发明人 朱华　魏尚起　张永超　金敏　

魏连霞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天协和诚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 31216

代理人 李彦

(51)Int.Cl.

F27D 1/16(2006.01)

审查员 许伟阳

 

(54)发明名称

卡牙型耐材安装夹及其使用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炉衬的施工和修补领域，具体为

一种卡牙型耐材安装夹及其使用方法。一种卡牙

型耐材安装夹，包括圆形的底板(1)，其特征是：

还包括支撑板(2)和卡牙(3)，底板(1)上冲去至

少三块扇形块形成至少三个扇形孔(12)；相邻两

个扇形孔(12)之间的三角块成为支撑板(2)，支

撑板(2)的内端设有卡牙(3)。一种卡牙型耐材安

装夹的使用方法，其特征是：按如下步骤依次实

施：a.贴覆耐材；b.安装内部安装夹；c.安装外部

安装夹。本发明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安装可靠，

作业效率高，使用寿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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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卡牙型耐材安装夹，包括圆形的底板(1)，其特征是：还包括支撑板(2)和卡牙

(3)，底板(1)的中心处设有和底板(1)同心的圆孔(11)，底板(1)上冲去至少三块扇形块形

成至少三个扇形孔(12)，扇形孔(12)的圆心都和底板(1)的圆心重合，扇形孔(12)围绕底板

(1)均匀分布；相邻两个扇形孔(12)之间的三角块成为支撑板(2)，各块支撑板(2)都向同一

方向倾斜，使各块支撑板(2)外侧面的包络形成一个圆台形，支撑板(2)的内端设有卡牙

(3)，各个卡牙(3)内端的包络形成一个和底板(1)同心的小圆孔(13)，从而构成耐材安装夹

(4)。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卡牙型耐材安装夹，其特征是：底板(1)的厚度为0.5mm～0.7mm，

底板(1)选用碳素钢或不锈钢制成；支撑板(2)和底板(1)的夹角在30°～60°；扇形孔(12)的

半径边和弧边通过半径不大于6mm的圆弧光滑过渡连接，卡牙(3)的横截面为三角形；设小

圆孔(13)的半径为a，则扇形孔(12)的半径为5a～8a，底板(1)的半径为10a～15a。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卡牙型耐材安装夹的使用方法，其特征是：按如下步骤依次

实施：

a.  贴覆耐材：在退火炉(5)的炉顶(51)和侧墙(52)上分别逐层贴覆耐材(53)以形成耐

材层(54)，贴覆于炉顶(51)的耐材(53)逐层水平贴覆并用垂直设置的螺柱(55)连接，贴覆

于侧墙(52)的耐材(53)逐层垂直贴覆并用水平设置的螺柱(55)连接；

b.  安装内部安装夹：每贴覆若干层耐材(53)后，在位于最外侧的耐材(53)上安装耐材

安装夹(4)，将底板(1)通过小圆孔(13)旋入螺柱(55)，使底板(1)的内侧面贴覆在耐材(53)

上，使支撑板(2)朝向退火炉(5)的内腔，并使卡牙(3)卡住螺柱(55)的外侧面，随后在底板

(1)的外侧面继续贴覆耐材(53)，直至完成耐材层(54)的贴覆；

c.  安装外部安装夹：在耐材层(54)的外侧贴覆衬板(56)，衬板(56)上开有通孔以套入

各根螺柱(55)，将底板(1)通过小圆孔(13)旋入螺柱(55)，使底板(1)的内侧面贴覆在耐材

(53)上，使支撑板(2)朝向退火炉(5)的内腔，并使卡牙(3)卡住螺柱(55)的外侧面，随后在

底板(1)的外侧面套上垫片(57)并旋上螺母(58)紧固。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卡牙型耐材安装夹的使用方法，其特征是：

步骤b时，耐材层(54)内部的耐材安装夹(4)，沿每一根螺柱(55)每贴覆3～5层耐材

(53)安装一个；

步骤b和c时，耐材安装夹(4)旋入螺柱(55)后，若螺柱(55)为光杆，则卡牙(3)卡住螺柱

(55)的外侧面；若螺柱(55)为螺杆，则卡牙(3)卡住螺柱(55)的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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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牙型耐材安装夹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炉衬的施工和修补领域，具体为一种卡牙型耐材安装夹及其使用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冶金行业工业退火炉耐材安装工程中，炉子内衬的耐材安装方法及其辅助零件

是影响内衬质量和施工进度的关键。工业炉内衬安装过程中需要涉及轻型、复合结构内衬

如层铺的硅钙板、纤维板、纤维毯、纤维毡等耐材的安装，由于耐材板块变形、弹性变量和设

计尺寸等因素导致安装困难，一种方式是采用塑料绳或细铁丝，以螺柱为连接点织网压缩

并固定，这种方法费时费工，而且安装效果不理想，后续还必须不断修缮；另一种方式是引

进的方形安装夹，又称“快速卡”，尽管可以提升安装进度和质量，但由于安装夹承受安装板

块耐材整形的应力、纤维压缩回弹力和炉顶耐材重力与螺杆之间摩擦力疲劳，前面干而后

面安装夹受其它区域牵扯又慢慢滑移至内衬对安装夹作用力最小的位置才停止，炉顶耐材

有时受重力对安装夹影响从螺杆上脱落，作业人员不得不对前面工作返工修理，安装夹的

设计缺陷一直影响着工业炉内衬安装质量和进度。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安装可靠、作业效率高、

使用寿命长的炉窑施工辅助设备，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卡牙型耐材安装夹及其使用方法。

[0004] 本发明通过如下技术方案达到发明目的：

[0005] 一种卡牙型耐材安装夹，包括圆形的底板，其特征是：还包括支撑板和卡牙，底板

的中心处设有和底板同心的圆孔，底板上冲去至少三块扇形块形成至少三个扇形孔，扇形

孔的圆心都和底板的圆心重合，扇形孔围绕底板均匀分布；相邻两个扇形孔之间的三角块

成为支撑板，各块支撑板都向同一方向倾斜，使各块支撑板外侧面的包络形成一个圆台形，

支撑板的内端设有卡牙，各个卡牙内端的包络形成一个和底板同心的小圆孔，从而构成耐

材安装夹。

[0006] 所述的卡牙型耐材安装夹，其特征是：底板的厚度为0.5mm～0.7mm，底板选用碳素

钢或不锈钢制成；支撑板和底板的夹角在30°～60°；扇形孔的半径边和弧边通过半径不大

于6mm的圆弧光滑过渡连接，卡牙的横截面为三角形；设小圆孔的半径为a，则扇形孔的半径

为5a～8a，底板的半径为10a～15a。

[0007] 所述的卡牙型耐材安装夹的使用方法，其特征是：按如下步骤依次实施：

[0008] a .  贴覆耐材：在退火炉的炉顶和侧墙上分别逐层贴覆用纤维毯构成的耐材以形

成耐材层，贴覆于炉顶的耐材逐层水平贴覆并用垂直设置的螺柱连接，贴覆于侧墙的耐材

逐层垂直贴覆并用水平设置的螺柱连接；

[0009] b.  安装内部安装夹：每贴覆若干层耐材后，在位于最外侧的耐材上安装耐材安装

夹，将底板通过小圆孔旋入螺柱，使底板的内侧面贴覆在耐材上，使支撑板朝向退火炉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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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并使卡牙卡住螺柱的外侧面，随后在底板的外侧面继续贴覆耐材，直至完成耐材层的贴

覆；

[0010] c .  安装外部安装夹：在耐材层的外侧贴覆衬板，衬板上开有通孔以套入各根螺

柱，将底板通过小圆孔旋入螺柱，使底板的内侧面贴覆在耐材上，使支撑板朝向退火炉的内

腔，并使卡牙卡住螺柱的外侧面，随后在底板的外侧面套上垫片并旋上螺母紧固。

[0011] 所述的卡牙型耐材安装夹的使用方法，其特征是：

[0012] 步骤b时，耐材层内部的耐材安装夹，沿每一根螺柱每贴覆3～5层耐材安装一个；

[0013] 步骤b和c时，耐材安装夹旋入螺柱后，若螺柱为光杆，则卡牙卡住螺柱的外侧面；

若螺柱为螺杆，则卡牙卡住螺柱的螺纹。

[0014] 本发明制造时，根据退火炉耐材层螺柱的粗细、使用功能和尺寸等参数在工厂预

先开设所需的模刀，并把模刀安装在机床上排版，将成型板材送入机床冲剪、冲压，最终获

得一枚枚耐材安装夹。

[0015] 本发明使用时，耐材安装夹的凸起面是设定的工作面，也是耐材对耐材安装夹的

作用面，耐材内应力对耐材安装夹的作用面越大，卡牙嵌入螺柱越深，耐材安装夹对螺柱的

摩擦力就越大，固定也就越可靠。

[0016] 扇形孔的半径边和弧边采用圆弧光滑过渡连接，有效地消除了耐材安装夹长时间

在高温内应力作用下产生裂口的现象，降低耐材安装夹的扇形孔对螺柱的作用。

[0017] 耐材安装夹的卡牙使得耐材安装夹在受到耐材的作用力时卡牙能够死死咬住螺

柱（或钉住光杆面或嵌入螺杆的螺纹），阻止内衬板块耐材整形后的内应力、纤维毯压缩反

弹力和炉顶耐材重力对耐材安装夹的作用；耐材安装夹在作业人员顺向推力下更灵活打开

卡牙，直至停止施加作用力，作业人员还能旋转嵌入螺杆螺纹的耐材安装夹对其微调，来调

整耐材层的厚度。

[0018] 本发明彻底解决了安装夹对螺杆摩擦力的问题，无论是在光杆还是螺杆上，本发

明都能牢牢的卡死在预想的位置，从根本上解决了安装时重复劳动和安装质量，从而提高

工业退火炉内衬安装质量和作业人员的劳动效率。

[0019]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0] 1.  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作业人员的劳动强度，减少了作业人员高粉尘环境作业

时间；

[0021] 2.  满足了设计要求，有效地控制住纤维毯的压缩率（可控制在15%左右），质量完

全得到了保证。

[0022] 注：常用耐火纤维毯松散厚度一般有25mm和50mm两种规格，规范和设计一般要求

这两种规格的安装厚度分别压缩至20mm或40mm，即压缩率达到20%。采用本发明可将压缩率

控制在15%左右，这个压缩率是耐火纤维毯的最佳使用状态。如果压缩率过大，会造成耐火

纤维毯中的纤维折断，破坏了耐火纤维毯的自身强度，进而被安装夹压缩的耐火纤维毯处

产生一个坑，不利于下层耐火纤维毯的铺砌；如果压缩率过小，耐火纤维毯铺砌完毕后仍旧

处于半松散状态，耐材层结构强度不够。如果耐火纤维毯的压缩率不能完全被控制在一定

的范围内，其隔热性能降低，最终将增大生产能耗和影响内衬结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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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主视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的右视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使用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是图3中A区域的局部放大图；

[0027] 图5是图4中A区域的局部放大图；

[0028] 图6是图3中B区域的局部放大图；

[0029] 图7是图6中A区域的局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0031] 实施例1

[0032] 一种卡牙型耐材安装夹，包括圆形的底板1、支撑板2和卡牙3，如图1和图2所示，具

体结构是：

[0033] 底板1的中心处设有和底板1同心的圆孔11，底板1上冲去至少三块扇形块形成至

少三个扇形孔12，扇形孔12的圆心都和底板1的圆心重合，扇形孔12围绕底板1均匀分布；相

邻两个扇形孔12之间的三角块成为支撑板2，各块支撑板2都向同一方向倾斜，使各块支撑

板2外侧面的包络形成一个圆台形，支撑板2的内端设有卡牙3，各个卡牙3内端的包络形成

一个和底板1同心的小圆孔13，从而构成耐材安装夹4。

[0034] 底板1的厚度为0.5mm～0.7mm，本实施例取0.5mm，底板1可以选用牌号为Q235B的

碳素钢或牌号为SUS301、SUS304的不锈钢制成；支撑板2和底板1的夹角在30°～60°，本实施

例取45°±5°；扇形孔12的半径边和弧边通过半径不大于6mm的圆弧光滑过渡连接，卡牙3的

横截面为三角形；设小圆孔13的半径为a，则扇形孔12的半径为5a～8a，底板1的半径为10a

～15a，本实施例小圆孔13的直径为21mm，扇形孔12的直径为144mm，底板1的直径为228mm。

[0035] 本实施例使用时，如图3～图7所示，按如下步骤依次实施：

[0036] a.  贴覆耐材：如图3所示：在退火炉5的炉顶51和侧墙52上分别逐层贴覆用纤维毯

构成的耐材53以形成耐材层54，贴覆于炉顶51的耐材53逐层水平贴覆并用垂直设置的螺柱

55连接，贴覆于侧墙52的耐材53逐层垂直贴覆并用水平设置的螺柱55连接；

[0037] b.  安装内部安装夹：沿每一根螺柱(55)每贴覆3～5层耐材53后，如图4和图5所

示：在位于最外侧的耐材53上安装耐材安装夹4，将底板1通过小圆孔13旋入螺柱55，若螺柱

55为光杆，则卡牙3卡住螺柱55的外侧面；若螺柱55为螺杆，则卡牙3卡住螺柱55的螺纹，使

底板1的内侧面贴覆在耐材53上，使支撑板2朝向退火炉5的内腔，并使卡牙3卡住螺柱55的

外侧面，随后在底板1的外侧面继续贴覆耐材53，直至完成耐材层54的贴覆；

[0038] c.  安装外部安装夹：如图6和图7所示：在耐材层54的外侧贴覆衬板56，衬板56上

开有通孔以套入各根螺柱55，将底板1通过小圆孔13旋入螺柱55，若螺柱55为光杆，则卡牙3

卡住螺柱55的外侧面；若螺柱55为螺杆，则卡牙3卡住螺柱55的螺纹，使底板1的内侧面贴覆

在耐材53上，使支撑板2朝向退火炉5的内腔，并使卡牙3卡住螺柱55的外侧面，随后在底板1

的外侧面套上垫片57并旋上螺母58紧固。

[0039] 本实施例制造时，根据退火炉5耐材层54螺柱55的粗细、使用功能和尺寸等参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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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预先开设所需的模刀，并把模刀安装在机床上排版，将成型板材送入机床冲剪、冲压，

最终获得一枚枚耐材安装夹4。

[0040] 本实施例使用时，耐材安装夹4的凸起面是设定的工作面，也是耐材53对耐材安装

夹4的作用面，耐材53内应力对耐材安装夹4的作用面越大，卡牙3嵌入螺柱55越深，耐材安

装夹4对螺柱55的摩擦力就越大，固定也就越可靠。

[0041] 扇形孔12的半径边和弧边采用圆弧光滑过渡连接，有效地消除了耐材安装夹4长

时间在高温内应力作用下产生裂口的现象，降低耐材安装夹4的扇形孔12对螺柱55的作用。

[0042] 耐材安装夹4的卡牙3使得耐材安装夹4在受到耐材53的作用力时卡牙3能够死死

咬住螺柱55（或钉住光杆面或嵌入螺杆的螺纹），阻止内衬板块耐材整形后的内应力、纤维

毯压缩反弹力和炉顶耐材重力对耐材安装夹4的作用；耐材安装夹4在作业人员顺向推力下

更灵活打开卡牙，直至停止施加作用力，作业人员还能旋转嵌入螺杆螺纹的耐材安装夹4对

其微调，来调整耐材层54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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