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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多层发泡陶

瓷烧成的节能高效隧道窑，包括由窑体框架和耐

火保温层构成的窑炉主体，所述窑炉主体包括加

热区段(含排烟区段、预热区段和高温烧成区

段)；所述排烟区段设有排烟系统、位于窑炉主体

顶部的顶部烟道以及位于两侧窑墙内的窑墙烟

道，所述窑墙烟道的进烟口位于窑内下部，所述

顶部烟道和窑墙烟道均与所述排烟系统连接，用

于从窑腔顶部和底部同时将烟气抽出；所述预热

区段和高温烧成区段设有燃烧系统和助燃系统。

本实用新型通过排烟区段、预热区段和高温烧成

区段配合，实现多层发泡陶瓷同时烧成，节省能

源，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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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层发泡陶瓷烧成的节能高效隧道窑，其特征在于，包括由窑体框架和耐火保

温层构成的窑炉主体，所述窑炉主体包括排烟区段和高温烧成区段；

所述排烟区段设有排烟系统、位于窑炉主体顶部的顶部烟道以及位于两侧窑墙内的窑

墙烟道，所述窑墙烟道的进烟口位于窑内下部，所述顶部烟道和窑墙烟道均与所述排烟系

统连接，用于从窑腔顶部和底部同时将烟气抽出；

所述高温烧成区段设有燃烧系统和助燃系统，所述燃烧系统包括燃气主管、燃气下落

支管、纵向燃气支管以及三排以上的位于不同高度的烧嘴，每个燃烧模块内水平方向的同

一排烧嘴由同一根纵向燃气支管供气，所述纵向燃气支管通过对应的燃气下落支管与燃气

主管连接；所述助燃系统包括助燃主管、助燃下落分管和纵向助燃分管，所述纵向助燃分管

通过助燃下落分管与助燃主管连接，为各个烧嘴供应助燃风。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层发泡陶瓷烧成的节能高效隧道窑，其特征在于，所述排烟区

段和高温烧成区段之间还设有预热区段，所述预热区段的两侧窑墙对应底部火道处设有预

热烧嘴，预热烧嘴从火道之间交叉喷出，通过热气上逸加热其他层的产品。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层发泡陶瓷烧成的节能高效隧道窑，其特征在于，所述顶部烟

道成排布置于窑炉主体顶部。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层发泡陶瓷烧成的节能高效隧道窑，其特征在于，所述排烟系

统包括排烟风机、排烟主管、外排烟囱、顶部排烟下落管和顶部排烟横管，所述排烟风机设

于排烟主管上，所述外排烟囱、排烟主管、顶部排烟下落管和顶部排烟横管依次连接，所述

顶部排烟横管与所述外排烟囱连接；所述窑墙烟道通过侧排烟支管与所述排烟主管连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层发泡陶瓷烧成的节能高效隧道窑，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与之

适配的窑车，所述窑车包括底座，所述底座上设有车轮，顶面上设有窑车耐火保温层；

所述底座还设有支撑柱，所述支撑柱上设有装载架，所述装载架包括横向固定于支撑

柱上的主梁、纵向安装于主梁上的支梁，以及位于支梁上拼接而成，用于装载产品的耐火垫

板，所述装载架上设置有多层耐火垫板。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多层发泡陶瓷烧成的节能高效隧道窑，其特征在于，所述耐火保

温层包括位于窑炉底部的底部耐火保温层，所述底部耐火保温层两边内侧设有凹凸结构，

与窑车两边的凸凹结构配合，形成密封的窑底。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多层发泡陶瓷烧成的节能高效隧道窑，其特征在于，拼装而成的

所述耐火垫板的总宽度大于窑车耐火保温层的宽度。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层发泡陶瓷烧成的节能高效隧道窑，其特征在于，同一燃烧模

块内，标记最低一排烧嘴为底层烧嘴，最高一排烧嘴为顶层烧嘴，位于底层烧嘴和顶层烧嘴

之间的若干排烧嘴为中层烧嘴，其中，顶层烧嘴、中层烧嘴和底层烧嘴在水平方向和竖直方

向上交错设置。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多层发泡陶瓷烧成的节能高效隧道窑，其特征在于，所述顶层烧

嘴对应加热最上层垫板所装产品的上方空间，所述中层烧嘴对应加热中间上部垫板底部和

中间下部垫板所装产品之间的空间，所述底层烧嘴对应加热最下层耐火垫板下方的空间。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多层发泡陶瓷烧成的节能高效隧道窑，其特征在于，每排底层

烧嘴的数量是每排顶层烧嘴的两倍。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1177901 U

2



一种多层发泡陶瓷烧成的节能高效隧道窑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高温窑炉，尤其涉及一种多层发泡陶瓷烧成的节能高效隧道

窑。

背景技术

[0002] 发泡陶瓷料由工业废弃物(如瓷砖抛光废料、煤渣、钢渣等)、低质粘土(如淤泥、页

岩等)和无机发泡剂(如碳化硅粉)等原料高温烧结而成，属于节能环保材料，具有保温优、

耐高温、隔音好等性能，主要用于建筑墙体(内隔墙或外部保温)、冶金行业保温、地铁站消

音、汽车尾气过滤等行业。通过高温发泡形成多孔结构，达到需要的保温隔热、消音、过滤等

性能。近年来，随着住建部推广绿色建材、装配式建筑，一种大面积(如1200mm*2400mm)的发

泡陶瓷隔墙板悄然兴起。但受到烧成过程能耗高、产量小、合格率低等因素制约，发泡陶瓷

在产业化过程中遇到了技术瓶颈，陶瓷企业急需一种节能、高效、大产量、迭代升级的技术

和装备，以减少过程损耗、降低成本、增强盈利能力。

[0003] 现有连续烧成窑炉大致为2种：

[0004] 一种为辊道窑，原料粉体分布在铺好陶瓷纸的耐火垫板上，四周设有挡料块，通过

辊棒对耐火垫板及粉料进行传输，粉料在高温下熔化、发泡、冷却后形成多孔状的陶瓷板

材。但由于辊棒为窑外两点支撑，承载力较小，因此其内宽一般在2.5m以内，并且只能装载

单层，且产品厚度在100mm以内，产量低，目前单条窑最大日产量在60m3产品～80m3产品之

间，甚至更少，单位产品的天然气耗量在150m3天然气/m3产品左右。

[0005] 另一种为隧道窑，将耐火垫板平铺到窑车碳化硅梁上，设陶瓷纸、布置粉料，通过

窑车运行，粉料在高温下熔化、发泡、冷却后形成多孔状的陶瓷板材。相比悬空的辊棒，窑车

在轨道上运行，其承载力大幅增加，内宽可以做到3m～6m，产品厚度可以做到100mm～

300mm。但现有隧道窑普遍装载单层，其日产量也仅有120m3产品左右，单位产品天然气耗量

大约为120m3天然气/m3产品。

[0006] 从上述情况得知，发泡陶瓷虽然是“变废为宝”的产品、优势明显，而隧道窑在产

量、单位燃耗方面比辊道窑有所进步，但综合成本(能源成本占其40％以上)还是高于现有

产品，如隔墙用的砌块、预制隔墙板、石膏龙骨和玻璃砖等，因此仍然难以满足陶瓷企业和

市场需求，导致推广困难。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多层发泡陶瓷烧成的节能

高效隧道窑，实现多层发泡陶瓷同时烧成，节省能源，提高生产效率。

[0008]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多层发泡陶瓷烧成的节能

高效隧道窑，包括由窑体框架和耐火保温层构成的窑炉主体，所述窑炉主体包括排烟区段

和高温烧成区段；

[0009] 所述排烟区段设有排烟系统、位于窑炉主体顶部的顶部烟道以及位于两侧窑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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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窑墙烟道，所述窑墙烟道的进烟口位于窑内下部，所述顶部烟道和窑墙烟道均与所述排

烟系统连接，用于从窑腔顶部和底部同时将烟气抽出；

[0010] 所述高温烧成区段设有燃烧系统和助燃系统，所述燃烧系统包括燃气主管、燃气

下落支管、纵向燃气支管以及三排以上的位于不同高度的烧嘴，每个燃烧模块内水平方向

的同一排烧嘴由同一根纵向燃气支管供气，所述纵向燃气支管通过对应的燃气下落支管与

燃气主管连接；所述助燃系统包括助燃主管、助燃下落分管和纵向助燃分管，所述纵向助燃

分管通过助燃下落分管与助燃主管连接，为各个烧嘴供应助燃风。

[0011]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排烟区段和高温烧成区段之间还设有预热区段，所述

预热区段的两侧窑墙对应底部火道处设有预热烧嘴，预热烧嘴从火道之间交叉喷出，通过

热气上逸加热其他层的产品。

[0012]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顶部烟道成排布置于窑炉主体顶部。

[0013]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排烟系统包括排烟风机、排烟主管、外排烟囱、顶部排

烟下落管和顶部排烟横管，所述排烟风机设于排烟主管上，所述外排烟囱、排烟主管、顶部

排烟下落管和顶部排烟横管依次连接，所述顶部排烟横管与所述外排烟囱连接；所述窑墙

烟道通过侧排烟支管与所述排烟主管连接。

[0014]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还包括与之适配的窑车，所述窑车包括底座，所述底座上设

有车轮，顶面上设有窑车耐火保温层；

[0015] 所述底座还设有支撑柱，所述支撑柱上设有装载架，所述装载架包括横向固定于

支撑柱上的主梁、纵向安装于主梁上的支梁，以及位于支梁上拼接而成，用于装载产品的耐

火垫板，所述装载架上设置有多层耐火垫板。

[0016]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耐火保温层包括位于窑炉底部的底部耐火保温层，所

述底部耐火保温层两边内侧设有凹凸结构，与窑车两边的凸凹结构配合，形成密封的窑底。

[0017]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拼装而成的所述耐火垫板的总宽度大于窑车耐火保温层的

宽度。

[0018]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同一燃烧模块内，标记最低一排烧嘴为底层烧嘴，最高一排

烧嘴为顶层烧嘴，位于底层烧嘴和顶层烧嘴之间的若干排烧嘴为中层烧嘴，其中，顶层烧

嘴、中层烧嘴和底层烧嘴在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上交错设置。

[0019]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顶层烧嘴对应加热最上层垫板所装产品的上方空间，

所述中层烧嘴对应加热中间上部垫板底部和中间下部垫板所装产品之间的空间，所述底层

烧嘴对应加热最下层耐火垫板下方的空间。

[0020]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每排底层烧嘴的数量是每排顶层烧嘴的两倍。

[0021] 实施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2] 本实用新型通过在高温烧成区段前设置预热区段和排烟区段，能够降低排出的废

气的温度，延长排烟管道和风机的寿命。利用高温烟气对原料进行预热，能够充分利用废气

的热能，节省能源。另外，通过排烟区段和预热区段对原料进行分步预热，原料按照预定温

度曲线升温，避免原料在低温状态直接接触烧嘴喷出的火焰，升温过快而导致产品缺陷。

[0023] 本实用新型通过特别设计的窑车与窑炉的高温烧成区段配合，实现多层发泡陶瓷

同时烧成，节省能源，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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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多层发泡陶瓷烧成的节能高效隧道窑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隧道窑的排烟区段的侧视图；

[0026]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隧道窑的排烟区段的俯视图；

[0027]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隧道窑的排烟区段的剖视图；

[0028] 图5是图4的A部放大图；

[0029]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窑车结构示意图；

[0030] 图7是本实用新型的隧道窑的高温烧成区段结构示意图；

[0031] 图8是图7的A部放大图；

[0032] 图9和图10是本实用新型的隧道窑的高温烧成区的不同纵向位置的截面图；

[0033] 图11是本实用新型的隧道窑的急冷区段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12是本实用新型的隧道窑的缓冷区段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3是本实用新型的隧道窑的尾冷区段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4-图16是本实用新型的隧道窑的尾冷区段的不同纵向位置的截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

型作进一步地详细描述。在本申请中，顺着窑长方向为纵向，窑宽方向为横向，垂直或竖直

方向为高度空间方向，两侧指窑炉两边，横截面指窑内宽方向。

[0038]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多层发泡陶瓷烧成的节能高效隧

道窑，包括由窑体框架11和耐火保温层12构成的窑炉主体1。窑顶为堇青石-莫来石板+轻质

保温棉(比重为0.128g/cm3)结构、窑墙为轻质耐火砖(比重为0.8g/cm3)+轻质棉板(比重小

于0.3g/cm3)结构、窑车耐火层以轻质保温棉为主，使其保温、密封效果好，散热小，节能效

益高。为了实现不同的功能，所述窑炉主体1分成不同的区段，不同区段窑炉主体1的形状和

配套设备均不相同。具体地，所述窑炉主体1包括排烟区段2、高温烧成区段4和冷却区段；所

述排烟区段2用于排出高温烧成区段4产生的烟气，所述高温烧成区段4用于对发泡陶瓷的

坯料进行升温，使其发泡、烧结，所述冷却区段用于发泡陶瓷的冷却。

[0039] 其中，结合图2-图5，所述排烟区段2设有排烟系统、位于窑炉主体1顶部的顶部烟

道21以及位于两侧窑墙内的窑墙烟道22。所述窑墙烟道22的进烟口221位于窑内下部，所述

顶部烟道21和窑墙烟道22均与所述排烟系统连接，用于从窑腔顶部和底部同时将烟气抽

出；所述排烟系统包括排烟风机23、排烟主管24、外排烟囱25、顶部排烟下落管26和顶部排

烟横管27，所述排烟风机23设于排烟主管24上，所述外排烟囱25、排烟主管24、顶部排烟下

落管26和顶部排烟横管27依次连接，所述顶部排烟横管27与所述顶部烟道21连接。所述窑

墙烟道22通过侧排烟支管28与所述排烟主管24连接。通过高温烟气与发泡陶瓷坯料接触，

排除原料中的机械水和吸附水，坯体不发生化学变化，只发生体积收缩、水分蒸发等物理变

化。为了缩小横截面和垂直高度方向上的温差，采取顶抽与两侧底抽相结合的方式，所述顶

部烟道21成排布置于窑炉主体1顶部，通过阀门29调节烟气量的大小，以改变同一截面气流

大小和流向，通过搅拌、分流来缩小截面温差。两侧底抽，便于将集聚在窑顶部分的烟气往

下拉，烟气在流动过程中升高下部温度，满足多层材料升温的需求，减小窑内上下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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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优选地，所述排烟区段2和高温烧成区段4之间还可以设置预热区段3，在此区段

内，温度从600℃升至1050℃左右。所述预热区段3内设置有独立的燃烧系统(图中未画出)，

配合从高温烧成区段4排出的高温烟气，对发泡陶瓷坯料进行预热。具体地，在底部火道(窑

车面与底层耐火垫板之间形成的通道)加热，由两侧窑墙的烧嘴从火道之间交叉喷出，热气

上逸后可以加热其他层的产品。在此区段中，原料的主要化学变化是结晶水的排除、原料中

所含有机物、碳酸盐、硫酸盐等化合物的分解和氧化以及石英晶型转变等。通过在高温烧成

区段4前设置预热区段3和排烟区段2，能够降低排出的废气的温度，延长排烟管道和风机的

寿命。利用高温烟气对原料进行预热，能够充分利用废气的热能，节省能源。另外，通过排烟

区段2和预热区段3对原料进行分步预热，原料按照预定温度曲线升温，避免原料在低温状

态直接接触烧嘴喷出的火焰，升温过快而导致产品缺陷。

[0041] 所述高温烧成区段4设有燃烧系统和助燃系统，用于将温度从1050℃升至最高烧

成温度(发泡陶瓷一般在1150℃左右)。所述燃烧系统包括燃气主管41、燃气下落支管42、纵

向燃气支管43以及三排以上的位于不同高度的烧嘴44，每个燃烧模块内的同一排烧嘴44由

同一根纵向燃气支管43供气，所述纵向燃气支管43通过对应的燃气下落支管42与燃气主管

41连接；所述助燃系统包括助燃主管45、助燃下落分管46和纵向助燃分管47，所述纵向助燃

分管47通过助燃下落分管46与助燃主管45连接(图中未画出将烧嘴44与纵向助燃分管47连

接的软管)，为各个烧嘴44供应助燃风。

[0042] 结合图6，为了一次烧成多层发泡陶瓷，本实用新型的窑炉还包括与之适配的窑车

5。所述窑车5包括底座51，所述底座51上设有车轮52，底座51的顶面上设有窑车耐火保温层

53；所述底座51还设有支撑柱54，所述支撑柱54上设有装载架，所述装载架包括横向固定于

支撑柱54上的主梁55，纵向安装于主梁55上的支梁58，以及支承于主梁55上，分成至少两层

的耐火垫板56。多块所述耐火垫板56在支梁58上拼接，形成承载板面。装料时，如生产

1200mm*2400mm发泡陶瓷板，在耐火垫板56四周通过挡料块57组成一个1200mm*2400mm的空

间，里面铺贴2mm厚度左右的整张陶瓷纸(可耐1200℃左右的温度)，防止从拼接的耐火垫板

56之间漏料，高温熔化后避免粘连、损坏耐火垫板56和挡料块57。在本实施例中，本窑车5装

载三层产品，窑顶和上部产品之间形成顶部火道、装载产品的耐火垫板56和它的下层产品

之间形成中间火道、窑车耐火保温层53和装载产品的最下层耐火垫板56之间形成底部火

道。在窑炉水平方向分布4排烧嘴44，顶部火道、中间火道、底部火道分别设置燃烧组，中间

两排烧嘴44为同一个燃烧组，以此控制每层产品的上下温差，使产品质量稳定。

[0043] 进一步地，结合图7-图10，所述高温烧成区段4由多个结构相同的燃烧模块组成。

同一燃烧模块内，标记最低一排烧嘴44为底层烧嘴44a，最高一排烧嘴44为顶层烧嘴44c，位

于底层烧嘴44a和顶层烧嘴44c之间的若干排烧嘴44为中层烧嘴44b，其中，顶层烧嘴44c、中

层烧嘴44b和底层烧嘴44a在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上错开设置。所述顶层烧嘴44c对应加热

最上层耐火垫板所装产品的上方空间，所述中层烧嘴44b对应加热中间上部垫板底部和中

间下部垫板所装产品之间的空间，所述底层烧嘴44a对应加热最下层耐火垫板下方的空间。

升温时，火焰由两侧墙的烧嘴44从火道之间交叉喷出，通过辐射、对流和传导的方式传热给

产品。通过每侧设置多层烧嘴44，由热电偶48、电磁阀49、电动阀40、温控表等零部件控制每

层温度，从而解决不同层产品之间的温差问题，使每层产品的孔洞均匀、质量稳定。所述电

磁阀49通电开、断电自动关，在遇到突发断电的情况时，能够自动切断气源，起到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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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所述电动阀用于根据温度的变化自动调节供气管的开度，以控制烧嘴44的气压。

[0044] 本申请采用轻质耐火保温棉的窑体、窑车结构，减少散热；利用节能型等温高速烧

嘴加热；将冷却区余热回收利用于提高助燃风温度等节能技术；优化装载方式，如减薄耐火

垫板(如从10mm减到8mm)和减小挡料块重量、增加所烧成的每层产品厚度，通过提高产品在

窑具中的重量比来增加热量利用率等。装载层数增加后单窑日产量可达250m3产品以上，由

于节能技术、装载结构优化，单位产品的天然气耗量可控制在80m3天然气/m3产品以内，达到

了产能大、燃耗低、合格率高的目的，解决了现有问题。

[0045] 优选地，每排底层烧嘴44a的数量是每排顶层烧嘴44c的两倍。由于热空气上升，上

部原料升温较快，因此，通过增加底层烧嘴44a的数量，可以使位于低层的原料与高层的原

料的升温速度接近，降低温控难度，提高产品质量。

[0046] 在此区段中，原料发生的变化是坯体中的长石类熔剂熔融出现液相，形成硅酸盐

共熔物。由于发泡剂的存在，在高温下气体体积膨胀后逸出形成孔洞，在共熔物表面张力的

作用下，不仅促使颗粒重新排列紧密，而且将孔洞之间的薄壁相互胶结，降温后形成闭孔陶

瓷板材。多孔状也使这种陶瓷的体积增加，密度下降，从而达到保温、隔音、隔热的效果。

[0047] 窑车5不仅用于装载、运输产品，其窑车耐火保温层53也起到密封窑底的作用。所

述耐火保温层12包括位于窑炉底部的底部耐火保温层12a，所述底部耐火保温层121两边内

侧设有凹凸结构122，与窑车5两边的凸凹结构531配合，形成密封的窑底。所述窑车5与窑炉

主体1之间还设有砂封机构13。通过凸出部122和契合部531的交错配合，能够阻挡大部分的

热气，防止热量传递到窑炉底部。位于凸出部122和契合部531下方的砂封机构13实现了烟

气的进一步密封，进一步防止热气泄漏。

[0048] 优选地，所述底部耐火保温层121的顶面高于窑车耐火保温层53的顶面。拼装而成

的所述耐火垫板56的总宽度大于窑车耐火保温层53的宽度。一旦发生窑车5倒塌等意外，窑

车5上的耐火垫板56会支承在底部耐火保温层121上，不会完全倾倒而卡在窑炉内，便于后

续的窑车5将耐火垫板56以及耐火垫板56上的发泡陶瓷推出。

[0049] 发泡陶瓷烧结完成后，进入冷却区段，所述冷却区段包括急冷区段6、缓冷区段7和

尾冷区段8。

[0050] 如图11所示，所述急冷区段将产品从最高烧成温度快冷至600℃左右，完成急冷。

所述急冷区段6设有急冷风机(图中未画出)、急冷风管62和急冷风道61，所述急冷风道61设

于窑炉主体1的两侧壁内，所述急冷风机61通过急冷风管62与急冷风道61连接；所述急冷风

道61正对底部火道、顶部火道和产品之间的火道，冷风从急冷风道61喷射而出，以便对每层

产品进行均匀冷却。急冷区段6的主要作用是快速冷却。此阶段制品中玻璃相粘度增大，并

由塑性状态转化为固体状态，硬度和强度增至最大。由于液相的存在，能够抵消产品收缩出

现的应力，因此可以直接吹风快冷，这也是陶瓷生产缩短烧成周期的关键区域。

[0051] 如图12所示，所述缓冷区段7将产品温度从600℃缓冷至350℃左右。包括冷媒供应

系统和设于窑炉主体1内的热交换管71，所述冷媒供应系统与热交换管71连接，为热交换管

71通入冷媒；所述冷媒供应系统包括冷媒供应管72和冷媒驱动装置(图中未画出)，所述冷

媒包括空气、水或油的任意一种。在本实施例中，冷媒采用空气，外界空气自动进入负压的

热交换管71中，通过风机将空气从热交换管71另一端抽出，冷风通过换热管后靠管壁与窑

内热气进行交换降温。所述热交换管71纵向设置于窑炉内，以便保证窑炉内不同高度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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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降温速度一致。缓冷区主要作用是慢冷，消除急冷而来的产品内、外应力，防止开裂，一般

采用间接冷却的方式。此阶段发生石英的晶型转变(573℃)，尽管只有0.82％的体积收缩，

但由于转变时间仅有几分钟，因此必须缓慢冷却，否则会出现“冷裂”缺陷，降低了烧成合格

率。

[0052] 结合图13-图16，所述尾冷区段8包括尾冷风机(图中未画出)、尾冷风管82、尾冷抽

风管83和尾冷抽风机(图中未画出)，所述尾冷风机通过尾冷风管82连接尾冷出风口81；所

述尾冷出风口81设于窑炉主体1的侧壁中。优选地，所述尾冷出风口81在窑炉主体1的两侧

壁上交错设置。所述尾冷抽风管83连接顶部尾冷抽风口85和侧面尾冷抽风口86；所述顶部

尾冷抽风口85设于窑炉主体1顶壁上。优选地，所述顶部尾冷抽风口85与设于窑炉主体1顶

壁上的两个抽风罩84连接。所述侧面尾冷抽风口86在窑炉主体1的两侧壁上对称设置。尾冷

区主要作用是最终冷却，将产品降到可以人工或机械出窑的温度。同排采用2个抽风罩84顶

抽，两侧墙分别采用多根抽风管对准火道对称抽，每个抽风口通过阀门调节风量大小；供风

采用多根风管从两侧墙对准火道交错吹，以减小窑内温差，防止产品开裂或变形。

[0053] 常规陶瓷产品烧成周期比例，一般为烧成占60％以上，冷却在40％以内。该实用新

型根据产品工艺特点设计，即该产品由粉料熔化后发泡而成，进窑后无需担心开裂问题，可

以快速升温，因此一进窑就将温度快速升至300℃以上并在短时间内升至最高烧成温差，以

缩短烧成过程；但该产品保温性能较好，降温后内部热量难以释放，内外温差大，控制不好

极易开裂，因此本申请将冷却带的长度比例提高到整体窑长的60％以上(常规陶瓷冷却占

比在40％以内)，以最大可能缩短烧成周期，增大产量。

[0054] 以上所述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

饰也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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