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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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190219.7

(22)申请日 2018.10.1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05563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2.21

(73)专利权人 武汉钢铁有限公司

地址 430083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厂前2号

门内

(72)发明人 卢正东　张正东　陈令坤　肖志新　

胡正刚　邹祖桥　余珊珊　刘栋梁　

(74)专利代理机构 湖北武汉永嘉专利代理有限

公司 42102

代理人 钟锋

(51)Int.Cl.

C21B 7/02(2006.01)

C21B 7/0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5576184 U,2016.09.14,

CN 200978288 Y,2007.11.21,

JP 特开平10-280017 A,1998.10.20,全文.

CN 204342820 U,2015.05.20,

CN 2263655 Y,1997.10.01,

CN 206618263 U,2017.11.07,

CN 2853801 Y,2007.01.03,

审查员 朱虹

 

(54)发明名称

高导热长寿型高炉炉缸及砖衬砌筑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导热长寿型高炉炉缸，

包括从外往内依次设置的炉壳、冷却壁和砖衬；

在炉缸下部、炉缸中下部、炉缸中部、炉缸中上部

和炉缸上部，砖衬包括依次设置的小块炭砖、炭

素捣打料层、大块炭砖；在炉缸顶部，砖衬由若干

小块炭砖砌筑而成。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高导热长

寿型高炉炉缸的砖衬砌筑方法。本发明不仅能避

免由于热应力造成的炉缸砖衬开裂以及有害元

素通过裂纹产生的侵蚀破坏，还能有效抵御铁水

的环流冲刷，从而缓解炉缸的侵蚀破损，延长高

炉服役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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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导热长寿型高炉炉缸的砖衬砌筑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在炉缸下部，邻近炉底区域，沿炉缸冷却壁圆周顶砌1～3圈小块炭砖，共砌2～6层；

在小块炭砖内侧铺设厚度为50mm～100mm的炭素捣打料层；在炭素捣打料层内侧，沿炉缸圆

周砌筑1圈大块炭砖，共砌1～3层；

（2）在炉缸中下部，沿炉缸冷却壁圆周顶砌1至3圈小块炭砖，共砌2～6层；在小块炭砖

内侧铺设厚度为50mm～100mm的炭素捣打料层；在炭素捣打料层内侧，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

大块炭砖，共砌1～3层；

（3）在炉缸中部，铁口中心线附近区域，沿炉缸冷却壁圆周顶砌1圈小块炭砖，共砌15～

30层；在小块炭砖内侧铺设厚度为50mm～100mm的炭素捣打料层；在炭素捣打料层内侧，沿

炉缸圆周砌筑1圈大块炭砖，共砌5～10层；

（4）在炉缸中上部，沿炉缸冷却壁圆周顶砌1～3圈小块炭砖，共砌2～6层；在小块炭砖

内侧铺设厚度为50mm～100mm的炭素捣打料层；在炭素捣打料层内侧，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

大块炭砖，共砌1～3层；

（5）在炉缸上部，沿炉缸冷却壁圆周顶砌1～3圈小块炭砖，共砌2～6层；在小块炭砖内

侧铺设厚度为50mm～100mm的炭素捣打料层；在炭素捣打料层内侧，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大

块炭砖，共砌1～3层；

（6）在炉缸顶部，沿炉缸冷却壁圆周顶砌3～5圈小块炭砖，共砌2～6层，完成砖衬的砌

筑；

小块炭砖尺寸为：长300mm～500mm、宽150mm～250mm、高100mm～150mm；

在炉缸下部和炉缸中下部，大块炭砖尺寸为：长600mm～900mm、宽300mm～500mm、高

300mm～500mm；在炉缸中部，大块炭砖尺寸为：长600mm～1200mm、宽300mm～500mm、高300mm

～500mm；在炉缸中上部和炉缸上部，大块炭砖尺寸为：长600mm～900mm、宽300mm～500mm、

高300mm～500mm。

2.一种采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导热长寿型高炉炉缸的砖衬砌筑方法砌筑的高导热长

寿型高炉炉缸，其特征在于：

包括从外往内依次设置的炉壳、冷却壁和砖衬；

在炉缸下部、炉缸中下部、炉缸中部、炉缸中上部和炉缸上部，砖衬包括依次设置的小

块炭砖、炭素捣打料层、大块炭砖；

在炉缸顶部，砖衬由若干小块炭砖砌筑而成；小块炭砖尺寸为：长300mm～500mm、宽

150mm～250mm、高100mm～150mm；

在炉缸下部和炉缸中下部，小块炭砖沿炉缸圆周砌筑1～3圈，砌筑2～6层，炭素捣打料

层的厚度为50mm～100mm，大块炭砖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砌筑1～3层；该大块炭砖尺寸为：

长600mm～900mm、宽300mm～500mm、高300mm～500mm；

在炉缸中部，小块炭砖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砌筑15～30层，炭素捣打料层的厚度为

50mm～100mm，大块炭砖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砌筑5～10层；该大块炭砖尺寸为：长600mm～

1200mm、宽300mm～500mm、高300mm～500mm；

在炉缸中上部和炉缸上部，小块炭砖沿炉缸圆周砌筑1～3圈，砌筑2～6层，炭素捣打料

层的厚度为50mm～100mm；大块炭砖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砌筑1～3层，该大块炭砖尺寸为：

长600mm～900mm、宽300mm～500mm、高300mm～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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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炉缸顶部，小块炭砖沿炉缸圆周砌筑3～5圈，砌筑2～6层，在炉缸顶部，不砌筑大块

炭砖，不设炭捣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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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导热长寿型高炉炉缸及砖衬砌筑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炼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导热长寿型高炉炉缸及砖衬砌筑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高炉是用于铁矿石还原与冶炼的高温高压大型反应容器，也是我国目前铁水生产

的主导工艺。高炉结构从上至下可依次划分为炉喉、炉身、炉腰、炉腹和炉缸，其中炉缸是盛

装铁水和炉渣，完成高炉周期性渣铁排放的部位，同时也是制约高炉寿命的关键性部位，一

旦炉缸发生严重侵蚀和烧穿，就需要停炉大修，高炉一代炉龄宣告结束。

[0003] 近年来，由于高炉冶炼强度的不断提高和低品位原燃料的大量应用，炉内高温渣

铁和有害元素对炉缸的冲刷和侵蚀也逐渐加重，因炉缸侵蚀烧穿而导致的高炉停炉大修现

象在国内外频频发生，不仅扰乱了钢铁企业的生产秩序，而且增加了巨额维修成本。以一座

3200m3大型高炉为例，高炉大修费用需要4～5亿元，另外，高炉大修时间一般为6个月左右，

期间停产损失在3～4亿元。为此，有必要对现有炉缸不足进行改进和优化，有效缓解炉缸的

异常侵蚀和烧穿，从而实现高炉长寿化运行。

[0004] 目前高炉炉缸的异常侵蚀破损主要由以下三个原因导致：

[0005] (1)有害元素(碱金属元素K、Na等)对炉缸炭砖的化学侵蚀。

[0006] 由于高炉炭砖冷面和热面温差极大，炭砖冷面紧邻冷却壁，温度一般在100℃以

下，炭砖热面接触炉内渣铁，温度一般在1200℃～1500℃。据研究报道，当炭砖尺寸过大(如

采用大块炭砖时，参见图1，以目前国内外主流产品微孔大炭砖为例，其砖型尺寸为：长

400mm～1200m，宽400mm～500mm，高400mm～500mm)，或炭砖导热性能不良时(如导热系数低

于20W/m·K)，炭砖冷热两端的巨大温差容易在其内部产生较大的热应力，并诱发炭砖表面

产生微裂纹。

[0007] 根据热力学计算表明，当高炉原燃料质量较差，有害元素(碱金属元素K、Na等)入

炉，高炉炉缸内会存在碱金属蒸汽，并沿着炭砖的微裂纹不断向炭砖低温区流动和扩散，当

进入炭砖内部800℃～900℃部位时，碱金属K、Na等会与高炉砖衬中的Al2O3，SiO2生成硅酸

盐低融物。化学反应式为：

[0008] K2O+2(3Al2O3·2SiO2)(莫来石)→K2O·Al2O3·4SiO2(白榴石)+5Al2O3

[0009] 上述反应同时伴随着较大的体积膨胀(30％～50％)，从而导致砖衬的破损和断

裂，严重时会造成炉缸炭砖沿炉缸圆周方向形成环裂。当大块炭砖中存在上述断裂甚至炉

缸环裂时，其断裂或环裂处将成为炉缸径向的绝热层，该绝热层一旦存在，不仅会导致炭砖

传热受阻，热面温度大幅升高，侵蚀速度大大加快，而且在绝热层部位，由于其温度较低，还

会造成有害元素更容易在此部位沉积和发生侵蚀反应，从而导致侵蚀区域和断裂部位的进

一步扩展，如此下去便会形成恶性循环，使炉缸寿命大幅缩短。

[0010] (2)高炉冶炼强度提高后，铁水环流对炉缸炭砖侧壁冲刷加剧。

[0011] 近年来，随着高炉大型化和高风温、高富氧、大喷煤技术的广泛应用，高炉出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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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大幅增加。目前，采用双铁口交替出铁的高炉，出铁流速在10t/min左右，较大的出铁流速

对炉缸侧壁的环流冲刷影响很大，尤其是当炉缸采用小块炭砖时(参见图2，目前，国内高炉

中采用的小块炭砖多为美国UCAR公司的NMA、NMD小炭砖，其砖型尺寸为：长300mm～500mm，

宽200mm～300mm，高120mm～180mm)，由于小块炭砖尺寸小，使得炉缸圆周方向上砖缝过多，

上述砖缝将成为炉缸砖衬抵御铁水环流冲刷的薄弱部位。此外，小块炭砖受配方和成型工

艺限制(小块炭砖一般采用电极石墨为主要原料，而电极石墨耐铁水冲刷侵蚀性能较差，且

热压成型后未经1300℃以上高温烧结)，其本身抗渣铁冲刷侵蚀性能也弱于大块炭砖。因

此，在炉缸下部采用小块炭砖时，容易在炉缸铁水的环流冲刷下发生侵蚀和渗铁，当冷却强

度不足时，还会造成炉缸炭砖的快速侵蚀，严重时在高炉开炉2～3年内就会发生烧穿事故。

[0012] (3)炉缸砖衬砌筑结构不合理造成热阻增大，加快炭砖热面侵蚀速度。

[0013] 该缺点主要存在于采用大块炭砖砌筑的炉缸。采用传统方式砌筑大块炭砖时，会

在大块炭砖和冷却壁之间砌筑一层炭素捣打料。当采用树脂结合剂时，炭素捣打料需要在

100℃以上温度持续24小时以上的烘烤后，才能固结良好；当采用沥青结合剂时，炭素捣打

料需要在300℃以上温度持续24小时以上的烘烤后，才能固结良好；炭素捣打料固结良好

后，导热系数才可以达到其最大值(大约在20W/m·K)。然而，在采用传统方式砌筑时，由于

炭素捣打料紧邻冷却壁，其实际温度处于40℃～50℃，由于固结不良，实际导热系数<10W/

m·K。因此，该炭素捣打料层成为炉缸径向上的一个低导热率的隔热层，严重阻碍热量由炉

缸内部传输至外部，这不仅使冷却壁无法发挥强化冷却的作用，严重时还会导致炭砖热面

温度过高，超过安全服役温度，加快炉缸砖衬的侵蚀破损，缩短高炉寿命。

[0014] 因此，我们有必要设计一种新型的高炉炉缸，克服上述不足，延长服役寿命。

发明内容

[001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导热长寿型高炉炉缸及砖衬砌筑方法，该炉缸及砖

衬砌筑方法不仅能避免由于砖型尺寸过大造成的热应力开裂，以及有害元素通过砖衬裂纹

产生的侵蚀破坏，还能有效抵御铁水的环流冲刷，从而缓解炉缸的侵蚀破损，延长高炉服役

寿命。

[0016]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17] 一种高导热长寿型高炉炉缸，包括从外往内依次设置的炉壳、冷却壁和砖衬；

[0018] 在炉缸下部、炉缸中下部、炉缸中部、炉缸中上部，炉缸上部，砖衬包括依次设置的

小块炭砖、炭素捣打料层、大块炭砖；

[0019] 在炉缸顶部，砖衬由若干小块炭砖砌筑而成。

[0020] 按上述方案，小块炭砖尺寸为：长300mm～500mm、宽150mm～250mm、高100mm～

150mm。

[0021] 按上述方案，在炉缸下部和炉缸中下部，小块炭砖沿炉缸圆周砌筑1至3圈，砌筑2

～6层，炭素捣打料层的厚度为50mm～100mm，大块炭砖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砌筑1～3层；该

大块炭砖尺寸为：长600mm～900mm、宽300mm～500mm、高300mm～500mm。

[0022] 按上述方案，在炉缸中部，小块炭砖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砌筑15～30层，炭素捣打

料层的厚度为50mm～100mm，大块炭砖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砌筑5～10层；该大块炭砖尺寸

为：长600mm～1200mm、宽300mm～500mm、高300mm～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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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按上述方案，在炉缸中上部和炉缸上部，小块炭砖沿炉缸圆周砌筑1～3圈，砌筑2

～6层，炭素捣打料层的厚度为50mm～100mm；大块炭砖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砌筑1～3层，该

大块炭砖尺寸为：长600mm～900mm、宽300mm～500mm、高300mm～500mm。

[0024] 按上述方案，在炉缸上部，小块炭砖沿炉缸圆周砌筑3～5圈，砌筑2～6层，在炉缸

中上部，不砌筑大块炭砖，不设炭捣料层。

[0025]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高导热长寿型高炉炉缸的砖衬砌筑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0026] (1)在炉缸下部，邻近炉底区域，沿炉缸冷却壁圆周顶砌1至3圈小块炭砖，共砌2～

6层；在小块炭砖内侧铺设厚度为50mm～100mm的炭素捣打料层；在炭素捣打料层内侧，沿炉

缸圆周砌筑1圈大块炭砖，共砌1～3层；

[0027] (2)在炉缸中下部，沿炉缸冷却壁圆周顶砌1至3圈小块炭砖，共砌2～6层；在小块

炭砖内侧铺设厚度为50mm～100mm的炭素捣打料层；在炭素捣打料层内侧，沿炉缸圆周砌筑

1圈大块炭砖，共砌1～3层；

[0028] (3)在炉缸中部，铁口中心线附近区域，沿炉缸冷却壁圆周顶砌1圈小块炭砖，共砌

15～30层；在小块炭砖内侧铺设厚度为50mm～100mm的炭素捣打料层；在炭素捣打料层内

侧，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大块炭砖，共砌5～10层；

[0029] (4)在炉缸中上部，沿炉缸冷却壁圆周顶砌1～3圈，共砌2～6层小块炭砖；在小块

炭砖内侧铺设厚度为50mm～100mm的炭素捣打料层；在炭素捣打料层内侧，沿炉缸圆周砌筑

1圈大块炭砖，共砌1～3层；

[0030] (5)在炉缸上部，沿炉缸冷却壁圆周顶砌1～3圈，共砌2～6层小块炭砖；在小块炭

砖内侧铺设厚度为50mm～100mm的炭素捣打料层；在炭素捣打料层内侧，沿炉缸圆周砌筑1

圈大块炭砖，共砌1～3层；

[0031] (6)在炉缸顶部，沿炉缸冷却壁圆周顶砌3～5圈小块炭砖，共砌2～6层，完成砖衬

的砌筑。

[0032] 在该方法中，所有小块炭砖尺寸均为：长300mm～500mm、宽150mm～250mm、高100mm

～150mm。

[0033] 在炉缸下部、炉缸中下部，大块炭砖尺寸为：长600mm～900mm、宽300mm～500mm、高

300mm～500mm；在炉缸中部，大块炭砖尺寸为：长600mm～1200mm、宽300mm～500mm、高300mm

～500mm；在炉缸中上部、炉缸上部，大块炭砖尺寸为：长600mm～900mm、宽300mm～500mm、高

300mm～500mm。

[0034] 炉缸各区域界限及各类炭砖的砌筑层数和圈数可随炉缸内型参数灵活调整。

[003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36] 本发明的炉缸砖衬采用大块炭砖，小块炭砖和炭素捣打料复合砌筑。炉缸局部区

域可不设置炭素捣打料和大块炭砖。本发明中的复合砌筑结构与传统炉缸结构相比，可以

缩短大块炭砖沿炉缸径向的长度，此举可以改善炉缸大块炭砖的温度场和应力场分布，减

小炭砖内部热应力，防止由于热应力过大造成的炭砖开裂，从而避免有害元素通过炭砖裂

纹产生的侵蚀破坏；同时，将大块炭砖应用在炉缸热面，不仅可以减少砖缝，而且可以利用

大块炭砖抗铁水溶蚀性好的特点有效抵御铁水的环流冲刷，从而缓解炉缸的侵蚀破损，延

长高炉服役寿命。

[0037] 此外，在炉缸顶部区域全部砌筑小块炭砖，由于小块炭砖尺寸小，导热系数高，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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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块小块炭砖冷热面温差小，不易产生裂纹，从而有效避免了热应力导致的炭砖开裂以及

有害元素沿炭砖裂纹向炉缸下部的侵蚀破坏；同时该区域在炉况正常时，不存在铁水环流；

故在炉缸上部区域全部砌筑小块炭砖既可以充分发挥小块炭砖导热性能强的优点，还可以

避免小块炭砖热面抗铁水侵蚀性能较差的缺点，实现物尽其用。

[0038] 在炉缸中部，由于在铁口中心线区域附近存在较强的铁水环流，故在该区域采用

大尺寸的大块炭砖，及仅砌筑1圈小块炭砖，从而充分发挥大块炭砖尺寸大(沿炉缸径向宽

度大)，砖缝少(沿炉缸圆周方向)，耐侵蚀，耐冲刷减薄时间长的优点，有效延长炉缸的服役

时间。

[0039] 由于近年来大型高炉死铁层加深，炉缸下部铁水环流程度减轻，炉缸下部炭砖侵

蚀减薄速度较慢，通过对多座高炉破损调查发现，死铁层加深后的高炉在一代炉役结束后，

炉缸下部砖衬残余厚度仍有300mm～600mm。因此，可在炉缸下部采用较小尺寸的大块炭砖

和多圈小块炭砖的砌筑结构，虽然炉缸下部大块炭砖尺寸减小，但仍可服役至炉役末期，故

可以在一代炉龄内充分发挥大块炭砖耐铁水冲刷的优点。此外，由于小块炭砖导热能力强，

炉缸下部径向温度场较传统全部砌筑大块炭砖结构更低，根据铁碳相图，当炉缸下部热面

温度低于1150℃，将在炭砖热面形成铁水凝固层，凝固层形成后，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炭砖

免受侵蚀。

[0040] 采用本发明的复合砌筑炉缸结构，可使大块炭砖、炭素捣打料和小块炭砖的优点

均得以充分发挥，不仅可以有效缓解热应力造成的砖衬开裂、有害元素通过裂纹产生的侵

蚀破坏以及铁水环流对炭砖的侵蚀和冲刷，还可以促进炉缸中部至下部区域形成自保护性

渣铁壳，从而实现炉缸整体长寿的目标。

[0041] 以高炉一代炉龄20年为例，减少一次大修，仅施工和设备费用就可节省4～5亿元；

另外，高炉大修时间一般需要半年以上，以3200m3大型高炉为例，大修期间损失产量150万

吨，折合经济效益3～4亿元；因此，本发明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巨大。

附图说明

[0042] 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附图中：

[0043] 图1是采用大块炭砖的高炉炉缸的结构示意图；

[0044] 图2是采用小块炭砖的高炉炉缸的结构示意图；

[0045] 图3是实施例1中高导热长寿型高炉炉缸的结构示意图；

[0046] 图4是实施例2中高导热长寿型高炉炉缸的结构示意图；

[0047] 其中：1、炉壳，2、冷却壁，3、小块炭砖，4、炭素捣打料层，5、大块炭砖。

具体实施方式

[0048]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明。

[0049] 实施例1

[0050] 参见图3，一种高导热长寿型高炉炉缸，适用于死铁层设计较深的高炉，其包括从

外往内依次设置的炉壳1、冷却壁2和砖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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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在炉缸下部、炉缸中下部、炉缸中部、炉缸中上部、炉缸上部，砖衬包括依次设置的

小块炭砖3、炭素捣打料层4、大块炭砖5；

[0052] 在炉缸顶部，砖衬由若干小块炭砖3砌筑而成；

[0053] 其中，所有小块炭砖3尺寸为：长300mm、宽150mm、高150mm；在炉缸下部，小块炭砖3

沿炉缸圆周砌筑3圈，共砌筑3层，炭素捣打料层4的厚度为50mm，大块炭砖5沿炉缸圆周砌筑

1圈，砌筑1层，炉缸下部的大块炭砖5尺寸为：长600mm、宽450mm、高450mm；在炉缸中下部，小

块炭砖3沿炉缸圆周砌筑2圈，共砌筑3层，炭素捣打料层4的厚度为50mm，大块炭砖5沿炉缸

圆周砌筑1圈，砌筑1层，炉缸中下部的大块炭砖尺寸为：长900mm、宽450mm、高450mm；在炉缸

中部，小块炭砖3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共砌18层，炭素捣打料层的厚度为50mm，大块炭砖沿

炉缸圆周砌筑1圈，共砌筑6层，炉缸中部的大块炭砖尺寸为：长1200mm、宽450mm、高450mm；

在炉缸中上部，小块炭砖沿炉缸圆周砌筑2圈，共砌筑3层，炭素捣打料层的厚度为50mm，大

块炭砖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砌筑1层，炉缸中上部的大块炭砖尺寸为：长900mm、宽450mm、高

450mm；在炉缸上部，小块炭砖沿炉缸圆周砌筑3圈，共砌3层，炭素捣打料层的厚度为50mm；

大块炭砖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砌筑1层，炉缸上部的大块炭砖尺寸为：长600mm、宽450mm、高

450mm；在炉缸顶部，小块炭砖沿炉缸圆周砌筑5圈，共砌3层，不砌筑大块炭砖，不设炭捣料

层。

[0054] 上述高导热长寿型高炉炉缸的砖衬砌筑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0055] 第一步：从炉缸下部开始砌砖小块炭砖，小块炭砖沿炉缸冷却壁顶砌，小块炭砖尺

寸为：长300mm、宽150mm、高150mm，沿炉缸圆周砌筑3圈，小块炭砖共砌筑3层；然后，沿着砌

好的小块炭砖砌筑大块炭砖，大小炭砖之间填充有50mm厚(炉缸径向宽度)的炭素捣打料

层；大块炭砖尺寸为：长600mm、宽450mm、高450mm，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共砌筑1层；

[0056] 第二步：在砌好第一步后，继续沿炉缸冷却壁顶砌小块炭砖，小块炭砖尺寸同上，

砌筑2圈，共砌筑3层；然后，沿着砌好的小块炭砖砌筑大块炭砖，大小炭砖之间填充有炭素

捣打料层，炭素捣打料层厚度(炉缸径向宽度)为50mm；大块炭砖尺寸为：长900mm、宽450mm、

高450mm，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共砌筑1层；

[0057] 第三步：在砌好第二步后，继续沿炉缸冷却壁顶砌小块炭砖，小块炭砖尺寸同上，

砌筑1圈，共砌筑18层；然后，沿着砌好的小块炭砖砌筑大块炭砖，大小炭砖之间填充有炭素

捣打料层，炭素捣打料层厚度(炉缸径向宽度)为50mm；大块炭砖尺寸为：长1200mm、宽

450mm、高450mm，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共砌筑6层；

[0058] 第四步：在砌好第三步后，继续沿炉缸冷却壁顶砌小块炭砖，小块炭砖尺寸同上，

砌筑2圈，共砌筑6层；然后，沿着砌好的小块炭砖砌筑大块炭砖，大小炭砖之间填充有炭素

捣打料层，炭素捣打料层厚度(炉缸径向宽度)为50mm；大块炭砖尺寸为：长900mm、宽450mm、

高450mm，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砌筑1层；

[0059] 第五步：在砌好第四步后，继续沿炉缸冷却壁顶砌小块炭砖，小块炭砖尺寸同上，

砌筑3圈，共砌筑3层；然后，沿着砌好的小块炭砖砌筑大块炭砖，大小炭砖之间填充有炭素

捣打料层，炭素捣打料层厚度(炉缸径向宽度)为50mm；大块炭砖尺寸为：长600mm、宽450mm、

高450mm，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砌筑1层；

[0060] 第六步：在砌好第五步后，继续沿炉缸冷却壁顶砌小块炭砖，小块炭砖尺寸同上，

砌筑5圈，共砌筑3层；此步中不砌筑大块炭砖，不填充捣打料；完成砖衬的砌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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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上述方案的优点在于：(1)由于炉缸死铁层较深，炉缸下部铁水环流较弱，采用上

述设计既可以发挥大块炭砖抗铁水侵蚀能力较强的优点，同时由于小块炭砖沿炉缸径向厚

度大(砌筑2圈)，可以发挥小块炭砖导热系数高的优点，使得炉缸下部炭砖整体热阻降低，

利于炭砖热面形成凝固层，进一步减缓炭砖的侵蚀速度。(2)在炉缸中部，由于在铁口中心

线区域附近存在较强的铁水环流，采用上述设计可以充分发挥大块炭砖尺寸大(沿炉缸径

向宽度大)，砖缝少，耐侵蚀，耐减薄时间长的优点，有效延长炉缸的服役时间。(3)炉缸上部

区域全部砌筑小块炭砖，该区域在炉况正常时一般不存在铁水环流，故可以充分发挥小块

炭砖尺寸小，导热系数高，热应力小，不易产生裂纹的优点，有效避免了有害元素沿炉缸炭

砖裂纹向炉缸下部的侵蚀破坏。上述高炉炉缸可以满足一代炉龄>15年的服役要求。

[0062] 实施例2

[0063] 参见图4，一种高导热长寿型高炉炉缸，适用于死铁层设计较浅的高炉，其包括从

外往内依次设置的炉壳1、冷却壁2和砖衬；

[0064] 在炉缸下部、炉缸中下部、炉缸中部、炉缸中上部、炉缸上部砖衬包括依次设置的

小块炭砖3、炭素捣打料层4、大块炭砖5；

[0065] 在炉缸顶部，砖衬由若干小块炭砖3砌筑而成；

[0066] 其中，所有小块炭砖3尺寸为：长300mm、宽150mm、高150mm；在炉缸下部、炉缸中下

部、炉缸中部和炉缸中上部，小块炭砖3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总砌筑21层，炭素捣打料层4的

厚度为50mm，大块炭砖5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总砌筑7层；炉缸下部、炉缸中下部、炉缸中部

和炉缸中上部的大块炭砖5尺寸为：长1200mm、宽450mm、高450mm；在炉缸上部，小块炭砖沿

炉缸圆周砌筑3圈，共砌筑3层，炭素捣打料层的厚度为50mm；大块炭砖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

砌筑1层，炉缸上部的大块炭砖尺寸为：长600mm、宽450mm、高450mm；在炉缸顶部，小块炭砖

沿炉缸圆周砌筑5圈，共砌3层，不砌筑大块炭砖，不设炭捣料层。

[0067] 上述高导热长寿型高炉炉缸的砖衬砌筑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0068] 第一步：从炉缸下部开始砌砖小块炭砖，小块炭砖沿炉缸冷却壁顶砌，小块炭砖尺

寸为：长300mm、宽150mm、高150mm，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共砌筑21层；然后，沿着砌好的小块

炭砖砌筑大块炭砖，大小炭砖之间填充有50mm厚(炉缸径向宽度)的炭素捣打料层；大块炭

砖尺寸为：长1200mm、宽450mm、高450mm，沿炉缸圆周砌筑1圈，共砌筑7层；

[0069] 第二步：在砌好第一步后，继续沿炉缸冷却壁顶砌小块炭砖，小块炭砖尺寸同上，

砌筑3圈，共砌筑3层；然后，沿着砌好的小块炭砖砌筑大块炭砖，大小炭砖之间填充有50mm

厚(炉缸径向宽度)的炭素捣打料层；大块炭砖尺寸为：长600mm、宽450mm、高450mm，沿炉缸

圆周砌筑1圈，共砌筑1层；

[0070] 第三步：在砌好第二步后，继续沿炉缸冷却壁顶砌小块炭砖，小块炭砖尺寸同上，

砌筑5圈，共砌筑3层；此步中不砌筑大块炭砖，不填充捣打料。

[0071] 上述方案的优点在于：(1)由于炉缸死铁层较浅，炉缸下部铁水环流较强，采用上

述设计可以充分发挥大块炭砖尺寸大(沿炉缸径向宽度大)，砖缝少，耐侵蚀，耐减薄时间长

的优点，有效延长炉缸的服役时间。(2)炉缸上部区域全部砌筑小块炭砖，该区域在炉况正

常时，不存在铁水环流，故可以充分发挥小块炭砖尺寸小，导热系数高，热应力小，不易产生

裂纹的优点，有效避免了有害元素沿炉缸炭砖裂纹向炉缸下部的侵蚀破坏。上述高炉炉缸

可以满足一代炉龄>15年的服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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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本发明提供的复合砌筑式高炉炉缸不限于上述炭砖尺寸，砌筑圈数和层数，只要

是在炉缸结构中，采用分层设计，从炉缸内侧至外侧，依次布置冷却壁、小块炭砖，炭素捣打

料(可不填充)，大块炭砖(炉缸上部可不用)的各种砌筑方案，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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