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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

包括炉体钢壳、轻质保温层、耐磨耐火可塑料内

衬层和金属铆固件，炉体钢壳为耐热金属筒体，

保温层通过砌筑固定于钢壳的内侧，内衬层通过

金属铆固件固定并砌筑于轻质保温层的内侧，金

属铆固件的一端与炉体钢壳固定连接，金属铆固

件的另一端贯穿轻质保温层并伸入到内衬层内

部，将炉体牢固吊挂于钢壳上。本发明还公开了

该炉衬的制作方法：将金属铆固件的一端铆固到

钢壳上；以耐火保温砂浆将高强轻质保温砖沿钢

壳内侧圆周面砌筑成环以形成保温层；将内衬层

铺设于保温层表面，并使金属铆固件贯穿其中，

使钢壳、保温层和内衬层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

显著提高了炉衬结构的稳定性和抗振性，大大提

高了炉衬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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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其特征在于:包括炉体钢壳(1)、轻质保温层(2)、耐磨

耐火可塑内衬层(3)和金属铆固件(4)，所述炉体钢壳(1)为筒体，所述轻质保温层(2)固定

连接于炉体钢壳(1)的内侧，所述耐磨耐火可塑内衬层(3)固定连接于轻质保温层(2)的内

侧，所述金属铆固件(4)的一端与炉体钢壳(1)固定连接，所述金属铆固件(4)的另一端贯穿

轻质保温层(2)并伸入到耐磨耐火可塑内衬层(3)内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铆固件

(4)设置为多根并均匀排列。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铆固件

(4)两根为一组并列设置，并列的两根所述金属铆固件(4)伸入到耐磨耐火可塑内衬层(3)

内的部分呈开叉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其特征在于:所述轻质保

温层(2)包括多块高强轻质保温砖(21)，相邻两块高强轻质保温砖(21)之间采用耐火保温

砂浆(22)将高强轻质保温砖(21)连接成整体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其特征在于:所述轻质保温层

(2)的厚度为115mm或230mm，所述耐磨耐火可塑内衬层(3)的厚度为120-200mm，可根据炉衬

厚度和窑炉工艺需要进行调整。

6.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的制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将金属铆固件(4)的一端铆固到炉体钢壳(1)上；

S2、以耐火保温砂浆(22)将高强轻质保温砖(21)沿炉体钢壳(1)内侧圆周面砌筑成环

以形成轻质保温层(2)；

S3、将耐磨耐火可塑内衬层(3)铺设于轻质保温层(2)表面，并使金属铆固件(4)贯穿其

中。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S1和S2交替进行，砌筑一圈高强轻质保温砖(21)，再制作一圈金属铆固件(4)，如此循环。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耐

磨耐火材料层(3)采用耐磨耐火可塑料进行施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的制作方法，所述步骤3)进一步

包括如下步骤：先将耐磨耐火可塑料倒入搅拌机内搅拌均匀，加入固化剂，搅拌均匀后出料

备用，沿筒体轻质保温层表面自下而上涂抹并捣打轻质保温层(2)的表面，然后进行表面抹

平，自然养护48h固化，经烘烤脱水后形成坚固光滑的耐磨耐火材料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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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及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耐高温炉衬，特别涉及一种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及制作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大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中，三次风管是余热烟气回用的重要装置，为大型卧式管型

窑炉，其主要功能在于将窑头罩内的大量高温烟气送回预热器和分解炉系统参与水泥预热

及分解过程反应，在使用过程中随着回转窑的运行，经常出现不同程度的振动，对窑炉内衬

稳定性带来极大影响。现有技术中的炉衬采用耐火砖加硅钙板方式砌筑，经常因取风管上

部砖体松动脱落而造成高温取风管局部超温发红，被迫停产检修。

[0003] 卧式管形炉衬拱顶砌筑，因受顶部炉体钢壳影响，无法实现砸拱牢固，拱顶支撑作

用无法有效发挥，造成承载能力下降。背垫层为轻质保温材料，其强度有限，无法保证其拱

脚支撑强度，在振动环境中，轻质保温材料会受外力作用而后退，造成拱脚失稳，进而影响

拱顶稳定性，造成拱顶松动脱落。保温材料在运行中受高温环境影响，存在不同程度的加热

线收缩，进而使内环工作衬整体下沉拱脚支撑点大幅后坐，造成工作层结构破坏，出现砌体

裂纹，进而高温烟气渗与轻质保温层进一步烧损保温材料，如此循环从而造成拱顶坍塌脱

落，炉衬损坏。拱顶部位无吊挂措施，仅靠自身强度支撑，拱顶也易失稳坍塌。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抗振效果好、耐高温、使用寿命长的大型卧

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

[0005]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了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包括炉体钢壳、轻质

保温层、耐磨耐火可塑内衬层和金属铆固件，所述炉体钢壳为筒体，所述轻质保温层固定连

接于炉体钢壳的内侧，所述耐磨耐火可塑内衬层固定连接于轻质保温层的内侧，所述金属

铆固件的一端与炉体钢壳固定连接，所述金属铆固件的另一端贯穿轻质保温层并伸入到耐

磨耐火可塑内衬层内部。

[000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金属铆固件设置为多根并均匀排列。

[000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金属铆固件两根为一组并列设置，并列的两根所述金属

铆固件伸入到耐磨耐火可塑内衬层内的部分呈开叉设置。

[000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轻质保温层包括多块高强轻质保温砖，相邻两块高强轻

质保温砖之间采用耐火保温砂浆将高强轻质保温砖连接成整体结构。

[000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轻质保温层的厚度为115mm或230mm，充分利用国家标准

砖型，满足炉衬保温需要，提高节能降耗指标要求。所述耐磨耐火可塑内衬层的厚度为120-

200mm，充分满足炉衬工艺需要提高炉衬经济性和可靠性。

[0010]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提供了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的制作方法，包括

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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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S1、将金属铆固件的一端铆固到炉体钢壳上；

[0012] S2、以耐火保温砂浆将高强轻质保温砖沿炉体钢壳内侧圆周面砌筑成环以形成轻

质保温层；

[0013] S3、将耐磨耐火可塑内衬层铺设于轻质保温层表面，并使金属铆固件贯穿其中。

[001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步骤S1和S2交替进行，砌筑一圈高强轻质保温砖，再制作一圈

金属铆固件，如此循环。

[001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耐磨耐火材料层采用耐磨耐火可塑料进行施工。

[001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步骤3)进一步包括如下步骤：先将耐磨耐火可塑料倒入

搅拌机内搅拌均匀，加入固化剂，搅拌均匀后出料备用，沿筒体轻质保温层表面自下而上涂

抹并捣打轻质保温层的表面，然后进行表面抹平，自然养护48h固化，经烘烤脱水后形成坚

固光滑的耐磨耐火材料层。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炉体钢壳为耐热金属筒体，保温层通过砌筑固定于钢壳的

内侧，耐磨耐火可塑料内衬层通过金属铆固件固定并砌筑于轻质保温层的内侧，金属铆固

件的一端与炉体钢壳固定连接，金属铆固件的另一端贯穿轻质保温层并伸入到耐磨耐火可

塑料内衬层内部，将炉体牢固吊挂于炉体钢壳上。选用合适的耐热不锈钢铆固结构进行结

构优化设计，可在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的各部位可根据环境参数不同分别选用不同

厚度的专用耐磨耐火可塑料和专用配套轻质保温砖砌筑拱顶，以耐火保温砂浆将高强轻质

保温砖沿钢壳内侧圆周面砌筑成环以形成保温层；将耐磨耐火可塑料内衬层铺设于保温层

表面，并使金属铆固件贯穿其中。采用耐热不锈钢加固的结构，对三次风管各部位进行全面

改造得到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将炉体钢壳、轻质保温层和耐磨耐火可塑内衬层连

接成一个有机整体。显著提高了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的抗振性，大大提高了风管使

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图1所示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1] 实施例1

[0022] 图1和图2示意性地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的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

炉衬。

[0023] 参照图1和图2，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包括炉体钢壳1、轻质保温层2、耐磨耐

火可塑内衬层3和金属铆固件4。炉体钢壳1为筒体结构，轻质保温层2固定连接于炉体钢壳1

的内侧并环绕炉体钢壳1内侧，耐磨耐火可塑内衬层3固定连接于轻质保温层2的内侧环绕

轻质保温层2内侧形成中空的过风通道。金属铆固件4的一端与炉体钢壳1固定连接，金属铆

固件4的另一端贯穿轻质保温层2并伸入到耐磨耐火可塑内衬层3内部。炉体钢壳1的直径为

2000～4000mm，轻质保温层2的厚度为115mm或230mm，耐磨耐火可塑内衬层3的厚度为120-

200mm，可根据炉衬厚度和窑炉工艺需要进行调整，根据炉衬工艺要求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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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轻质保温层2包括多块高强轻质保温砖21，相邻两块高强轻质保温砖21之间设置

耐火保温砂浆22以将高强轻质保温砖21连接成整体结构。以耐火保温砂浆22将高强轻质保

温砖21沿钢壳内侧圆周面砌筑成环以形成保温层。轻质保温层内衬采用专用优质高强轻质

保温砖砌筑拱顶，砖型配套，材质合理，便于施工，砌筑稳定性好，耐高温性能完全适应三次

风管工作环境要求，适用于三次风管快速检修的需要。

[0025] 金属铆固件4采用耐热不锈钢制作，金属铆固件4设置为多根。金属铆固件4直接焊

接在炉顶炉体钢壳1的内表面，穿过轻质保温层2直接伸入耐磨耐火可塑内衬层3的内部，将

耐磨耐火可塑内衬层3紧紧地固定在炉顶炉体钢壳上，进而使轻质保温层2得到进一步加

固，形成完整的保温、防磨、抗碱侵蚀和抗震性能优异的组合结构，从而提高三次风管的整

体使用效果和使用寿命。

[0026] 耐磨耐火可塑内衬层3可以采用刚玉莫来石耐磨耐火可塑料，刚玉莫来石耐磨耐

火可塑料具有强度高、抗剥落、不变形、抗碱侵蚀和抗热震性优异等特点，能承受高温冲击、

抗碱侵蚀性能好，磨损均匀，使用寿命长，适合作为水泥窑三次风管、中高温取风管及大型

锅炉风烟管道防磨内衬专用防磨材料。

[0027] 金属铆固件4采用两根为一组并列设置，并列的两根金属铆固件4伸入到耐磨耐火

可塑内衬层3内的部分呈开叉设置。可以增强金属铆固件4在耐磨耐火可塑内衬层3的铆固

结合力，加强风管的整体强度。

[0028] 所述轻质保温层2的厚度为115mm或230mm，充分利用国家标准砖型，满足炉衬保温

需要，提高节能降耗指标要求。所述耐磨耐火可塑内衬层的厚度为120-200mm，充分满足炉

衬工艺需要提高炉衬经济性和可靠性。

[0029] 实施例2

[0030] 本实用例提供了适用于上述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的制作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0031] S1、将金属铆固件4的一端铆固或焊接到炉体钢壳1上，一根金属铆固件4采用两条

并列的耐火不锈钢条；

[0032] S2、以耐火保温砂浆22将高强轻质保温砖21沿炉体钢壳1内侧圆周面砌筑成环以

形成轻质保温层2；

[0033] 步骤S1和S2交替进行施工，即砌筑一圈高强轻质保温砖21，再制作一圈金属铆固

件4，如此循环，直到布满整个炉体钢壳1的内壁。

[0034] S3、将耐磨耐火可塑内衬层3铺设于轻质保温层2表面，并使金属铆固件4的另一端

弯折成V型并位于耐磨耐火可塑内衬层3内。

[0035] 耐磨耐火材料层3采用本公司自行研制生产、拥有专有技术的高强耐磨耐火可塑

料或刚玉莫来石耐磨耐火可塑料进行施工。

[0036] 步骤3)进一步包括如下步骤：先将耐磨耐火可塑料倒入搅拌机内搅拌均匀，加入

固化剂，搅拌均匀后出料备用，沿筒体轻质保温层表面自下而上涂抹并捣打轻质保温层2的

表面，然后进行表面抹平，自然养护48h固化，经烘烤脱水后形成坚固光滑的耐磨耐火材料

层3。

[0037] 本发明的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的轻质保温层内衬采用专用优质高强轻质

保温砖砌筑拱顶，砖型配套，材质合理，便于施工，砌筑稳定性好，耐高温性能完全适应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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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管工作环境要求，适用于三次风管快速检修的需要。

[0038] 耐热不锈钢铆固直接焊接在炉顶炉体钢壳内表面，通过轻质保温层直接伸入耐磨

耐火可塑内衬层3内部，将耐磨耐火可塑内衬层3紧紧地固定在炉顶炉体钢壳上，进而使轻

质保温层得到进一步加固，形成完整的保温、防磨、抗碱侵蚀和抗震性能优异的组合结构，

从而提高大型卧式高温管形抗振炉衬的整体使用效果和使用寿命。

[0039] 本发明是三次风管内衬结构的优化技术，可适用于三次风管的应用也适用于其它

大型卧式耐高温管形炉窑。有效改善了大型干法水泥窑三次风管内衬结构的整体性，有效

提高了炉顶倒挂吊顶施工的施工效率，完整考虑了防磨与保温的综合效益，良好的耐热不

锈钢铆固结构对防磨保温内衬的结构稳定性提供了足够的支撑，从而提高了三次风管系统

耐磨材料和保温材料的使用效果，进而提高了系统的运行可靠性。

[0040]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的各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

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

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全部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

案的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1895789 A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7

CN 111895789 A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