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温绝缘支撑垫块 

安装手册 

FEROFORM F3637 



介绍 

TENMAT FEROFORM 高温绝缘支撑垫片系统是一种简单、通用的钢制热货舱（含

硫/沥青/煤焦油）支撑系统。该系统极易调整，使货舱底部和垫块之间保持充分的表

面接触，从而带来最佳的支撑和绝缘效果。 

本手册介绍了FEROFORM F3637的两种通用安装说明： 

A. 垂直载荷支撑件（3种设计选择） 

i)  船肋 

ii)  支撑柱 

iii)  无渗透 

 

 B.  侧向载荷支撑件（防倾和防浮）  

这些说明均根据支撑件基本设计的安装程序编写而成（请参阅垂直支撑件和防倾/防浮

支撑件的常规图纸）。 

基本安装使用于垂直载荷支撑的所有3种设计。任何个别安装程序的变化都已被突出

显示。 

有时船厂和设计师希望选择一个有所不同的支撑系统设计。受益于FEROFROM 

F3637系统的灵活性，在此情况下，基本安装程序保持不变，如有需要我们会亲临现

场为您提供指导。 

一般而言，我们建议在纵桁和船肋（选件Ai）交叉处放置支撑垫块，这样可避免不必

要的额外结构支撑。  



准备 

1) 在焊接到支撑结构前，先对底板切割、钻孔并将浇注材料挡板焊接到位（请注意顶

起螺丝孔可敲入板中或者用螺母焊接到板的底面。挡板只需使用3mm钢板，因为其

唯一的作用是挡住浇注材料，直至其完全固化）。 

2) 支撑板的焊缝应为直径6mm，间距为25mm，与货舱膨胀方向呈直角。这样是为

了最大限度提高浇注材料接合度，从而增强浇注材料与钢板之间的剪力强度。具体

的焊缝样式并无特定要求，采用线状、平行、锯齿、点状等均可。 

装配 

1) 安装校平螺丝、FEROFORM垫块和安全螺栓（此时不要拧紧安全螺栓）。

FEROFORM 垫块和底板的最佳厚度是20mm。如采用此厚度，顶起螺丝应安装在

支撑板上方20mm处的突出位置。 

2) 在降低货舱之前，安装防倾和防浮垫块（参见部分B）。 

3) 现在可将货舱降低到最终位置，但在下一阶段完成之前仍需为其提供支撑（在此阶

段，注意不要损坏防浮/防倾垫块）。在理想情况下，建议使用液压千斤顶，因为这

样调整货舱的位置会更加方便。请注意，如果需要采取防腐蚀措施，可在配合端面

涂上润滑脂，但这不是必要的，因为FEROFORM垫块采用的是非腐蚀性材料并具

有一定的温和清洁能力，能最大限度的减少配合端面腐蚀。 

4) 垫块中的沉孔深度可在安全螺栓的头部与货舱底部之间形成5mm的间隙。如有需

要，可减少螺栓头的厚度，以达到这一间隙的要求。 

5) 如需要，可使用堵头（建议使用PTFE），在螺栓顶部提供进一步的绝缘保护。 

A. 垂直载荷支撑—船肋和支撑柱选择（i&ii) 



安装 

1) 浇注厚度应介于15mm和25mm之间。为此，应根据需要调整货舱。如浇注厚度超

过25mm，可将额外的端板焊接到位。不要求所有的浇注材料均有相同的厚度。 

2) 使用调平螺丝将垫块与货舱底部对齐，以达到良好的表面接触效果。可用0.25mm

的塞尺检查垫块4个侧面。垫块只需35%的接触即可满足规格，但建议尽可能增大

接触面，通常75%-85%的接触很容易实现。调节螺丝不需要被浇注固定，但必要

时可以电焊。 

3) 按照生厂商的使用说明和程序将浇注材料注入到挡板内，直至溢出挡板。一旦浇注

材料固化，货舱支撑即可取下。在此阶段，可拧紧安全螺栓。只能用手指拧紧并电

焊螺母，以防止松动。如有必要，也可使用防松螺母。安全螺栓不要过度拧紧，否

则会导致FEROFORM 垫块扭曲，影响系统效果。 

垂直载荷支撑— 无渗透选择（iii） 

  垂直载荷支撑—船肋和支撑柱选择（i&ii) 

在“无渗透”情况下，如双船体设计或不选择FEROFORM F3637垫块的对齐功能

时，则可通过一个简单的平面系统来使用F3637，即基本按照以上安装程序（i & ii)

进行安装，但需要有以下修改： 

由于需要调整顶起螺丝，只能在安装和调平后安装挡板。挡板可点焊到板中，并在

浇注前用硅酮密封胶封好。在浇注前，先升高货舱，再用手指将安全螺栓拧紧到

F3637垫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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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垂直支撑 – 船肋布置 

ii. 垂直支撑 – 支撑柱布置 

安全螺栓 

F3637垫块 



  B. 侧向载荷支撑—防倾/防浮 

简介 

侧向支撑防浮垫块通常沿货舱中心线安装，而防倾则安装在货舱泵房端。这些垫块

可起到消除倾斜和侧滚力的作用，同时控制货舱的膨胀/收缩。这些垫块的厚度比垂

直支撑垫块厚5mm，从而带来额外的绝缘保护。它们供过螺栓固定，并由在垫块及

其支撑件之间的安装垫块来调整与货舱的间隙。 

准备工作 

防倾/防浮结构包括相应的孔应被完全制成。由于防倾/防浮垫块不需要浇注材料，

因此不需要使用挡板。 

安装 

1） 用合适的螺栓将防倾/防浮垫块安装到位。在此阶段，只需轻轻拧紧螺栓。 

2） 按照部分A垂直垫块的说明安装货舱。 

3）测量FEROFORM垫块与货舱之间的防倾/防浮间隙，并制作合适的钢垫片以将间

隙减少到约1-2mm。通过松开固定螺栓并滑动支撑结构和FEROFORM垫块背面的

垫片来安装垫片。 

4）安装到位后，可拧紧固定螺栓，须点焊螺母以防止松动。如果愿意，也可使用防

松螺母。 

安全螺栓 F3637垫块 

浇注材料 

M10 顶起螺丝 

浇注间隙大小  

挡板– 通常

为3mm 

甲板  支撑板  

  iii. 垂直载荷支撑—无渗透布置 



侧向载荷支撑件（防倾/防浮）布置 

请反馈此页面以确认您已阅读、了解和遵循安装说明。 

我确认已阅读、了解和遵循所有的安装说明，并已安装这些说明安装FEROFORM 

F3637垫块支撑绝缘系统。 

项目/船厂/船体编号 

公司 

正楷姓名 

职位 

签名 

日期 

TENMAT 及其代理商不负责由于未遵守安装说明而导致的任何损坏、收入损失或其

他费用。在此类情况下，所有保修都将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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