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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炉冷却壁的安装方法，

包括旧冷却壁拆除和新冷却壁安装，旧冷却壁拆

除包括如下步骤：炉顶开大方孔，对布料溜槽进

行改装；将旧冷却壁外连管拆除；卷扬机的设置；

旧冷却壁水管穿钢丝绳；安装焊接用于顶出旧冷

却壁的门型座子；千斤顶将冷却壁顶出；中心滑

子钩头的挂设；中心滑子与卷扬机配合，将旧冷

却壁从大方孔吊出；清理；新冷却壁安装包括如

下步骤：新冷却壁热面设置吊点并对热面进行喷

涂；新冷却壁水管穿钢丝绳；将新冷却壁水管引

出钢丝绳绳头与卷扬机绳头连接，利用两台卷扬

机与中心滑子配合安装落位；调整新冷却壁安装

技术参数；冷却壁固定，完成安装。本发明缩短了

检修工期，降低了成本，对高炉恢复生产提供有

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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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炉冷却壁的安装方法，包括旧冷却壁拆除和新冷却壁安装，其特征在于：

旧冷却壁拆除包括如下步骤：

（1）、炉顶开大方孔，拆除阀门箱及中心喉管，对布料溜槽进行改装，在布料溜槽上部安

装改向滑轮，在布料溜槽下部安装定滑轮，利用料罐作为主吊点，安装主滑车组；

（2）、将旧冷却壁外连管拆除，将与该旧冷却壁连接的上、下段冷却壁的水管用金属软

管连通，确保上、下段冷却壁水流畅通，保护不更换的冷却壁；切割旧冷却壁密封罩，露出冷

却壁铜管并切割至合适长度，以方便千斤顶出力为原则；

（3）、卷扬机的设置，设置1#、2#卷扬机于旧冷却壁上下管口所处平台，炉顶中心滑子的

卷扬机设置于炉顶大方孔平台，1#和2#卷扬机的绳头分别引至与旧冷却壁上下管口水平平

行位置；

（4）、旧冷却壁水管穿钢丝绳；用铁丝作牵引线将钢丝绳穿过冷却壁中间两根冷却水

管，并用锥形固定卡具将钢丝绳与冷却水管管口固定，防止钢丝绳滑动；然后将1#卷扬机和

2#卷扬机的绳头分别与上下两端的钢丝绳相连，并稍微受力；

（5）、安装焊接用于顶出旧冷却壁的门型座子，安装位置为旧冷却壁对角两个冷却水管

孔外；

（6）、拆卸旧冷却壁螺栓，分别安装两台千斤顶在门型座子上，顶松冷却壁，同时1#、2#

卷扬机配合逐渐顶出冷却壁，将冷却壁顶出；

（7）、中心滑子钩头的挂设；落中心滑子至更换高度，利用布料溜槽旋转将勾头转至更

换冷却壁方向，用铁钩将中心滑子钩进冷却壁的绳扣内，点动中心滑子，使钩头受力；

（8）、中心滑子与1#、2#卷扬机配合，将旧冷却壁从大方孔吊出，此时1#、2#卷扬机绳头

同步升至大方孔平台；

（9）、清理拆除的旧冷却壁周围及其炉壳内侧灌浆料，从炉壳冷却壁水管孔处伸入，用

铲子、凿子将灌浆料清理干净，为安装新冷却壁做好准备；

新冷却壁安装包括如下步骤：

（1）、安装新冷却壁前，在新冷却壁热面设置吊点并对热面进行喷涂，同时将取代填料

的密封板安装到位；

（2）、新冷却壁水管穿钢丝绳；用铁丝作牵引线将钢丝绳穿过新冷却壁中间两根水管，

并用锥形固定卡具将钢丝绳与冷却壁水管管口固定，防止钢丝绳滑动；

（3）、将新冷却壁水管引出钢丝绳绳头提前与1#、2#卷扬机绳头连接，用炉顶吊车将新

冷却壁吊至大方孔并倒换至中心滑子上，中心滑子钩头挂于新冷却壁改装的热面吊耳上；

（4）、利用两台卷扬机与中心滑子配合将新冷却壁缓慢降落至安装处，利用1#、2#卷扬

机拉拽新冷却壁安装落位；

（5）、调整新冷却壁安装各项技术参数，包括调整新冷却壁与相邻冷却壁间隙及新冷却

壁的冷却水管与炉壳间隙；

（6）、冷却壁固定；

调整好间隙后，紧固螺栓，从炉皮外部开孔灌浆，完成冷却壁的安装，实现全程无人进

入炉内操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炉冷却壁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锥形固定卡具的一端塞入冷却水管内并固定，锥形固定卡具中间有一个贯穿钢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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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的小孔，钢丝绳穿过小孔后，锥形固定卡具通过塞入冷却水管的一端将钢丝绳压紧并固

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炉冷却壁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门型座子采用工字钢I1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炉冷却壁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门型座子上安装的两台千斤顶为50t千斤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炉冷却壁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炉顶吊车为65T吊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炉冷却壁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

调整冷却壁与相邻冷却壁间隙为20mm±5mm，冷却水管与炉壳间隙大于8m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炉冷却壁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紧固螺栓的预紧力为40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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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炉冷却壁的安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炉冷却壁的安装方法，具体涉及一种应用于年修或中修时更换

少量冷却壁的安装方法，属于高炉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高炉冷却壁是高炉生产冶炼中避免炉皮受高炉热负荷冲击的关键设备。一旦安

装，需使用一代炉龄，但受高温侵蚀及炉料的冲刷磨损，个别冷却壁往往会提前损坏，失去

冷却效果，影响高炉正常、安全生产。

[0003] 面对这种情况，通常的做法是利用高炉中修的机会，对高炉进行空料线停炉，检修

人员进入炉内，搭设活动吊盘，对冷却壁进行局部更换，然后挖炉缸恢复高炉生产。

[0004] 这种技术可以实现冷却壁的局部更换，但检修周期长，成本较高，高炉投产后恢复

较慢。

[0005] 公开号为CN  107779533A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高炉冷却壁的安装方法，其

中通过在炉壳内设置环形轨道梁并在环形轨道梁上设置顶部电动葫芦；在炉壳下部内壁上

设置上下两层吊耳组件并设置辅助电动葫芦；在炉体内搭设操作平台；通过高炉主吊机将

冷却壁吊入炉体内；用顶部电动葫芦接过冷却壁；将冷却壁吊运至指定位置，通过调整辅助

电动葫芦将由顶部电动葫芦吊持的冷却壁逐步移向炉壳内壁；从操作平台上将所述冷却壁

安装完毕。

[0006] 该方法需要在高炉煤气封罩位置设置炉顶环型吊，并利用主吊车将冷却壁吊至炉

内后，通过炉顶环型吊由电动葫芦进行安装，需要采用专门的特定大型设备，具有成本高，

操作复杂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克服了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高炉冷却壁的安装方法，可以实现利用

高炉年修机会(一般5-6天时间)对冷却壁进行局部更换。

[0008]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

[0009] 一种高炉冷却壁的安装方法，包括旧冷却壁拆除和新冷却壁安装，

[0010] 旧冷却壁拆除包括如下步骤：

[0011] (1)、炉顶开大方孔，拆除阀门箱及中心喉管，对布料溜槽进行改装，在布料溜槽上

部安装改向滑轮，在布料溜槽下部安装定滑轮，利用料罐作为主吊点，安装主滑车组；

[0012] (2)、将旧冷却壁外连管拆除，将与该旧冷却壁连接的上、下段冷却壁的水管用金

属软管连通，确保上、下段冷却壁水流畅通，保护不更换的冷却壁；切割旧冷却壁密封罩，露

出冷却壁铜管并切割至合适长度，以方便千斤顶出力为原则；

[0013] (3)、卷扬机的设置，设置1#、2#卷扬机于旧冷却壁上下管口所处平台，炉顶中心滑

子的卷扬机设置于炉顶大方孔平台，1#和2#卷扬机的绳头分别引至与旧冷却壁上下管口水

平平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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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4)、旧冷却壁水管穿钢丝绳；用铁丝作牵引线将钢丝绳穿过冷却壁中间两根冷却

水管，并用锥形固定卡具将钢丝绳与冷却水管管口固定，防止钢丝绳滑动；然后将1#卷扬机

和2#卷扬机的绳头分别与上下两端的钢丝绳相连，并稍微受力；

[0015] (5)、安装焊接用于顶出旧冷却壁的门型座子，安装位置为旧冷却壁对角两个冷却

水管孔外；

[0016] (6)、拆卸旧冷却壁螺栓，分别安装两台千斤顶在门型座子上，顶松冷却壁，同时

1#、2#卷扬机配合逐渐顶出冷却壁，将冷却壁顶出；

[0017] (7)、中心滑子钩头的挂设；落中心滑子至更换高度，利用布料溜槽旋转将勾头转

至更换冷却壁方向，用铁钩将中心滑子钩进冷却壁的绳扣内，点动中心滑子，使钩头受力；

[0018] (8)、中心滑子与1#、2#卷扬机配合，将旧冷却壁从大方孔吊出，此时1#、2#卷扬机

绳头同步升至大方孔平台；

[0019] (9)、清理拆除的旧冷却壁周围及其炉壳内侧灌浆料，从炉壳冷却壁水管孔处伸

入，用铲子、凿子将灌浆料清理干净，为安装新冷却壁做好准备；

[0020] 新冷却壁安装包括如下步骤：

[0021] (1)、安装新冷却壁前，在新冷却壁热面设置吊点并对热面进行喷涂，同时将取代

填料的密封板安装到位；

[0022] (2)、新冷却壁水管穿钢丝绳；用铁丝作牵引线将钢丝绳穿过新冷却壁中间两根水

管，并用锥形固定卡具将钢丝绳与冷却壁水管管口固定，防止钢丝绳滑动；

[0023] (3)、将新冷却壁水管引出钢丝绳绳头提前与1#、2#卷扬机绳头连接，用炉顶吊车

将新冷却壁吊至大方孔并倒换至中心滑子上，中心滑子钩头挂于新冷却壁改装的热面吊耳

上；

[0024] (4)、利用两台卷扬机与中心滑子配合将新冷却壁缓慢降落至安装处，利用1#、2#

卷扬机将新冷却壁受力落位；

[0025] (5)、调整新冷却壁安装各项技术参数，包括调整新冷却壁与相邻冷却壁间隙及新

冷却壁的冷却水管与炉壳间隙；

[0026] (6)、冷却壁固定，调整好间隙后，紧固螺栓，从炉皮外部开孔灌浆，完成冷却壁的

安装，实现全程无人进入炉内操作。

[0027] 更进一步的方案是：

[0028] 所述锥形固定卡具的一端塞入冷却水管内并固定，锥形固定卡具中间有一个贯穿

钢丝绳的小孔，钢丝绳穿过小孔后，锥形固定卡具通过塞入冷却水管的一端将钢丝绳压紧

并固定。

[0029] 更进一步的方案是：

[0030] 所述门型座子采用工字钢I16。

[0031] 更进一步的方案是：

[0032] 所述门型座子上安装的两台千斤顶为50t千斤顶。

[0033] 更进一步的方案是：

[0034] 所述炉顶吊车为65T吊车。

[0035] 更进一步的方案是：

[0036] 调整冷却壁与相邻冷却壁间隙为20mm±5mm，冷却水管与炉壳间隙大于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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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更进一步的方案是：

[0038] 所述紧固螺栓的预紧力为400N·m。

[0039] 为了安全操作，在更换冷却壁之前，需要将料线降至需要更换冷却壁的下沿0.5米

处，压水渣控制炉内温度，安装点火枪将料面煤气点着以控制煤气含量。

[0040] 本申请通过对布料溜槽进行改装，确保中心滑子吊绳更接近需要更换的冷却壁。

对冷却壁吊点进行改装，由原来的上侧面改至冷却壁热面，且不影响热面耐火料的喷涂。加

工锁定钢丝绳用的专用锥形卡具。制作冷却壁测缝盖板取代原来的人工填料，确保灌浆料

不泄漏。

[0041] 本发明可以实现在高炉不空料线停炉的前提下对损坏冷却壁进行局部更换。缩短

了检修工期，降低了成本，同时对高炉恢复生产提供有利的条件。

附图说明

[0042] 图1炉内吊装示意图；

[0043] 图2旧冷却壁吊装钢丝绳固定图；

[0044] 图3旧冷却壁拆除示意图；

[0045] 图4新冷却壁安装示意图。

[0046] 其中，图2中A处为门型座子局部放大示意图；B处为锥形固定卡具局部放大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48] 一种高炉冷却壁的安装方法，包括：

[0049] 1、旧冷却壁拆除

[0050] (1)、如附图1所示，炉顶开大方孔6，拆除阀门箱及中心喉管，保留齿轮箱2不拆除，

对布料溜槽3进行改装后，在布料溜槽3上部安装改向滑轮4，在布料溜槽下部安装定滑轮5，

利用料罐1作为主吊点，安装主滑车组16。

[0051] (2)、将旧冷却壁外连管拆除，将与该冷却壁连接的上、下段冷却壁水管用金属软

管连通，确保下段冷却壁水流畅通，保护不更换的冷却壁。切割旧冷却壁密封罩，露出的冷

却壁铜管并切割至合适长度，以方便千斤顶出力为原则。

[0052] 本实施例中，以更换第六段冷却壁上方的旧冷却壁为例进行具体说明。

[0053] (3)、卷扬机的设置，设置1#卷扬机7、2#卷扬机8于旧冷却壁上下管口所处平台，炉

顶中心滑子9的卷扬机设置于炉顶大方孔平台，1#卷扬机7和2#卷扬机8的绳头分别引至与

旧冷却壁上下管口水平平行位置。

[0054] (4)、旧冷却壁水管穿钢丝绳。用铁丝作牵引线将钢丝绳12穿过旧冷却壁中间两根

冷却水管13,并用专门加工的锥形固定卡具11将钢丝绳12与冷却水管13管口固定，防止钢

丝绳滑动(如附图2的B处放大图)。然后将1#卷扬机7和2#卷扬机8的绳头分别与上下两端的

钢丝绳相连，并稍微受力。

[0055] (5)、安装焊接顶旧冷却壁的门型座子14，门型座子采用工字钢I16，安装位置为对

角两个冷却水管孔外。具体如附图2中A处放大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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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6)、拆卸旧冷却壁螺栓，分别安装两台50t千斤顶15在门型座子14上，顶松旧冷却

壁，同时1#、2#卷扬机配合逐渐顶出冷却壁，待旧冷却壁顶出如附图3所示位置。

[0057] (7)、中心滑子钩头的挂设。如附图3所示，落中心滑子9至更换高度，利用布料溜槽

3旋转将勾头转至更换冷却壁方向，用铁钩将其钩进冷却壁的绳扣内，点动中心滑子，使钩

头受力。

[0058] (8)、中心滑子与1#、2#卷扬机配合，将旧冷却壁从大方孔吊出，此时1#、2#卷扬机

绳头同步升至大方孔平台。

[0059] (9)、清理拆除的冷却壁周围及其炉壳内侧灌浆料，从炉壳冷却壁水管孔处伸入，

用铲子、凿子将灌浆料清理干净，为安装新冷却壁做好准备。

[0060] 2、安装新冷却壁

[0061] (1)、安装冷却壁前，在新冷却壁热面设置吊点并对热面进行喷涂，将取代填料的

密封板安装到位。

[0062] (2)、新冷却壁水管穿钢丝绳。用铁丝作牵引线将钢丝绳穿过新冷却壁中间两根水

管,并用专门加工的锥形固定卡具将钢丝绳与新冷却壁水管管口固定，防止钢丝绳滑动。

[0063] (3)、将冷却壁水管引出钢丝绳绳头提前与1#、2#卷扬机绳头连接，用炉顶65T吊车

将新冷却壁吊至大方孔并倒换至中心滑子上，中心滑子9钩头挂于新冷却壁改装的热面吊

耳17上，如附图4所示。

[0064] (4)、利用两台卷扬机与中心滑子配合将新冷却壁缓慢降落至安装处，利用1#、2#

卷扬机将冷却壁受力落位。

[0065] (5)、调整冷却壁各技术参数，冷却壁与相邻冷却壁间隙(20mm±5)，冷却水管与炉

壳间隙(大于8mm)。

[0066] (6)、冷却壁固定，调整好间隙后，紧固螺栓，预紧力为400N·m。从炉皮外部开孔灌

浆，完成冷却壁的安装，实现全程无人进入炉内操作。

[0067] 尽管这里参照本发明的解释性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描述，上述实施例仅为本发

明较佳的实施方式，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应该理解，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设计出很多其他的修改和实施方式，这些修改和实施方式将落在本申请公开的原则

范围和精神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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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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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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