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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碳化硅高炉炭砖的

原料配方，包括以下成分（按质量百分比计）：煅

后石油焦31.9%、人造石墨30.7%、碳化硅21.2%、

黏结剂沥青16.2%；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用于碳

化硅高炉炭砖的制备流程，包括混捏、成型、冷

却、检测体积密度和焙烧的工序；本发明以煅后

石油焦为主料，碳化硅，人造石墨为辅料，以一定

的配方制备出碳化硅炭砖，经过颗粒破碎、筛分、

混捏、成型和焙烧等工序生产出高炉及矿热炉炉

底和炉缸用的炭砖，改进传统炉砖蚀指数高，强

度较低，满足炼铁技术和高炉等行业对高温路转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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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碳化硅高炉炭砖的原料配方，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成分（按质量百分比

计）：煅后石油焦31.9%、人造石墨30.7%、碳化硅21.2%、黏结剂沥青16.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碳化硅高炉炭砖的原料配方，其特征在于：所述煅后

石油焦是由破碎筛分后得到的骨料颗粒，包括2-3mm煅后石油焦6.1%、1-2mm煅后石油焦

8.9%、0.5-1mm煅后石油焦6.1%和0.15-0.5mm煅后石油焦10.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碳化硅高炉炭砖的原料配方，其特征在于：所述人造

石墨是由破碎筛分后得到的骨料和粉料，包括1-2mm人造石墨5.3%、0.5-1mm人造石墨4.3%、

0.15-0.5mm人造石墨7.6%和0-0.075mm人造石墨13.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碳化硅高炉炭砖的原料配方，其特征在于：所述碳化

硅是由破碎筛分后得到的骨料和粉料，包括0.5-1mm碳化硅7.4%、0.15-0.5mm碳化硅5.3%和

0-0.075mm碳化硅8.5%。

5.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一种用于碳化硅高炉炭砖的原料配方，其特征在于：所述原

料配比的堆积密度为1.23g/cm³，振实密度为1.67g/cm³。

6.一种如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用于碳化硅高炉炭砖的制备流程，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煅后石油焦、人造石墨和碳化硅按既定量进行配比，配比好的料加入混捏机

中搅拌均匀；

步骤二：向混捏机中加入既定量的黏结剂沥青，搅拌25-35分钟后出锅，出锅温度为

160-165摄氏度，然后对出锅的混合料进行压制成型、冷却，得到生坯；

步骤三：对生坯检测体积密度，然后装入焙烧炉中进行焙烧，焙烧曲线385个小时，焙烧

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可得到碳化硅高炉炭砖。

7.一种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碳化硅高炉炭砖的制备流程，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

中，混捏机的干混温度为130-140摄氏度，搅拌速度为220-280r/min，搅拌时间为35-45分

钟。

8.一种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碳化硅高炉炭砖的制备流程，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

中，生坯的检测体积密度为1.91/cm³。

9.一种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碳化硅高炉炭砖的制备流程，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

中，焙烧炉的焙烧曲线如下：0-280℃自由升温；280-350℃：5℃/H；350-550℃：4℃/H；550-

700℃：6℃/H；700-900℃：8℃/H；900-1200℃：9℃/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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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碳化硅高炉炭砖的原料配方及其制备流程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技术高炉炭砖领域，具体为一种用于碳化硅高炉炭砖的原料配方及其

制备流程。

背景技术

[0002] 高炉及矿热炉炉底和炉缸用的炭砖基本上是微孔炭砖和超微孔炭砖，这两种炭砖

的铁水熔蚀指数高，强度较低，随着炼铁技术和高炉冷却技术的不断进步，已不能满足大型

高炉的长寿要求；为此，我们提出一种用于碳化硅高炉炭砖的原料配方及其制备流程。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碳化硅高炉炭砖的原料配方及其制备流程，以解

决背景技术提出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用于碳化硅高炉炭砖的原料配

方，包括以下成分（按质量百分比计）：煅后石油焦31.9%、人造石墨30.7%、碳化硅21.2%、黏

结剂沥青16.2%。

[0005] 优选的，所述煅后石油焦是由破碎筛分后得到的骨料颗粒，包括2-3mm煅后石油焦

6.1%、1-2mm煅后石油焦8.9%、0.5-1mm煅后石油焦6.1%和0.15-0.5mm煅后石油焦10.8%。

[0006] 优选的，所述人造石墨是由破碎筛分后得到的骨料和粉料，包括1-2mm人造石墨

5.3%、0.5-1mm人造石墨4.3%、0.15-0.5mm人造石墨7.6%和0-0.075mm人造石墨13.5%。

[0007] 优选的，所述碳化硅是由破碎筛分后得到的骨料和粉料，包括0.5-1mm碳化硅

7.4%、0.15-0.5mm碳化硅5.3%和0-0.075mm碳化硅8.5%。

[0008] 优选的，所述原料配比的堆积密度为1.23g/cm³，振实密度为1.67g/cm³。

[0009] 一种如上所述的用于碳化硅高炉炭砖的制备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煅后石油焦、人造石墨和碳化硅按既定量进行配比，配比好的料加入混捏机

中搅拌均匀；

步骤二：向混捏机中加入既定量的黏结剂沥青，搅拌25-35分钟后出锅，出锅温度为

160-165摄氏度，然后对出锅的混合料进行压制成型、冷却，得到生坯；

步骤三：对生坯检测体积密度，然后装入焙烧炉中进行焙烧，焙烧曲线385个小时，焙烧

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可得到碳化硅高炉炭砖。

[0010] 优选的，所述步骤一中，混捏机的干混温度为130-140摄氏度，搅拌速度为220-

280r/min，搅拌时间为35-45分钟。

[0011] 优选的，所述步骤三中，生坯的检测体积密度为1.91/cm³。

[0012] 优选的，所述步骤三中，焙烧炉的焙烧曲线如下：0-280℃自由升温；280-350℃：5

℃/H；350-550℃：4℃/H；550-700℃：6℃/H；700-900℃：8℃/H；900-1200℃：9℃/H。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利用碳化硅化合物碳化硅的多晶型化合物，耐火材料和耐腐蚀材料，主要因为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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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具有高熔点、化学惰性和抗热振性的特点，石油焦碳的化学稳定性相结合；

2.  通过碳化硅、石墨和石油焦搅拌混匀，黏结剂煤沥青焙烧成碳，能很好的把骨料颗

粒和粉粘接到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减少或降低了碳化硅碳砖的内部气孔；

3．人造石墨的加入增强了碳砖的热传递.强度，同时也对人造石墨的废料再利用；

4. 随着碳化硅的加入，显气孔率下降，抗压强度增加，抗渣渗透性提高；

5.本发明以煅后石油焦为主料，碳化硅，人造石墨为辅料，以一定的配方制备出碳化硅

炭砖，经过颗粒破碎、筛分、混捏、成型和焙烧等工序生产出高炉及矿热炉炉底和炉缸用的

炭砖，改进传统炉砖蚀指数高，强度较低，满足炼铁技术和高炉等行业对高温路转的要求。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

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

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5] 实施例一：

一种用于碳化硅高炉炭砖的原料配方，包括以下成分（按质量百分比计）：煅后石油焦

31.9%、人造石墨30.7%、碳化硅21.2%、黏结剂沥青16.2%。

[0016] 进一步地，煅后石油焦是由破碎筛分后得到的骨料颗粒，包括2mm煅后石油焦

6.1%、1mm煅后石油焦8.9%、0.5mm煅后石油焦6.1%和0.15mm煅后石油焦10.8%。

[0017] 进一步地，人造石墨是由破碎筛分后得到的骨料和粉料，包括1mm人造石墨5.3%、

0.5mm人造石墨4.3%、0.15mm人造石墨7.6%和0.045mm人造石墨13.5%。

[0018] 进一步地，碳化硅是由破碎筛分后得到的骨料和粉料，包括0.5mm碳化硅7.4%、

0.15mm碳化硅5.3%和0.045mm碳化硅8.5%。

[0019] 进一步地，原料配比的堆积密度为1.23g/cm³，振实密度为1.67g/cm³。

[0020] 一种如上的用于碳化硅高炉炭砖的制备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煅后石油焦、人造石墨和碳化硅按既定量进行配比，配比好的料加入混捏机

中搅拌均匀；

步骤二：向混捏机中加入既定量的黏结剂沥青，搅拌25分钟后出锅，出锅温度为160摄

氏度，然后对出锅的混合料进行压制成型、冷却，得到生坯；

步骤三：对生坯检测体积密度，然后装入焙烧炉中进行焙烧，焙烧曲线385个小时，焙烧

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可得到碳化硅高炉炭砖。

[0021] 进一步地，步骤一中，混捏机的干混温度为130摄氏度，搅拌速度为220r/min，搅拌

时间为35分钟。

[0022] 进一步地，步骤三中，生坯的检测体积密度为1.91/cm³。

[0023] 进一步地，步骤三中，焙烧炉的焙烧曲线如下：0-280℃自由升温；280-350℃：5℃/

H；350-550℃：4℃/H；550-700℃：6℃/H；700-900℃：8℃/H；900-1200℃：9℃/H。

[0024] 实施例二：

一种用于碳化硅高炉炭砖的原料配方，包括以下成分（按质量百分比计）：煅后石油焦

31.9%、人造石墨30.7%、碳化硅21.2%、黏结剂沥青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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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进一步地，煅后石油焦是由破碎筛分后得到的骨料颗粒，包括2.5mm煅后石油焦

6.1%、1.5mm煅后石油焦8.9%、0.8mm煅后石油焦6.1%和0.3mm煅后石油焦10.8%。

[0026] 进一步地，人造石墨是由破碎筛分后得到的骨料和粉料，包括1 .5mm人造石墨

5.3%、0.8mm人造石墨4.3%、0.35mm人造石墨7.6%和0.06mm人造石墨13.5%。

[0027] 进一步地，碳化硅是由破碎筛分后得到的骨料和粉料，包括0.8mm碳化硅7.4%、

0.35mm碳化硅5.3%和0.06mm碳化硅8.5%。

[0028] 进一步地，原料配比的堆积密度为1.23g/cm³，振实密度为1.67g/cm³。

[0029] 一种如上的用于碳化硅高炉炭砖的制备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煅后石油焦、人造石墨和碳化硅按既定量进行配比，配比好的料加入混捏机

中搅拌均匀；

步骤二：向混捏机中加入既定量的黏结剂沥青，搅拌30分钟后出锅，出锅温度为162摄

氏度，然后对出锅的混合料进行压制成型、冷却，得到生坯；

步骤三：对生坯检测体积密度，然后装入焙烧炉中进行焙烧，焙烧曲线385个小时，焙烧

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可得到碳化硅高炉炭砖。

[0030] 进一步地，步骤一中，混捏机的干混温度为135摄氏度，搅拌速度为250r/min，搅拌

时间为40分钟。

[0031] 进一步地，步骤三中，生坯的检测体积密度为1.91/cm³。

[0032] 进一步地，步骤三中，焙烧炉的焙烧曲线如下：0-280℃自由升温；280-350℃：5℃/

H；350-550℃：4℃/H；550-700℃：6℃/H；700-900℃：8℃/H；900-1200℃：9℃/H。

[0033] 实施例三：

一种用于碳化硅高炉炭砖的原料配方，包括以下成分（按质量百分比计）：煅后石油焦

31.9%、人造石墨30.7%、碳化硅21.2%、黏结剂沥青16.2%。

[0034] 进一步地，煅后石油焦是由破碎筛分后得到的骨料颗粒，包括3mm煅后石油焦

6.1%、2mm煅后石油焦8.9%、1mm煅后石油焦6.1%和0.5mm煅后石油焦10.8%。

[0035] 进一步地，人造石墨是由破碎筛分后得到的骨料和粉料，包括2mm人造石墨5.3%、

1mm人造石墨4.3%、0.5mm人造石墨7.6%和0.075mm人造石墨13.5%。

[0036] 进一步地，碳化硅是由破碎筛分后得到的骨料和粉料，包括1mm碳化硅7.4%、0.5mm

碳化硅5.3%和0.075mm碳化硅8.5%。

[0037] 进一步地，原料配比的堆积密度为1.23g/cm³，振实密度为1.67g/cm³。

[0038] 一种如上的用于碳化硅高炉炭砖的制备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煅后石油焦、人造石墨和碳化硅按既定量进行配比，配比好的料加入混捏机

中搅拌均匀；

步骤二：向混捏机中加入既定量的黏结剂沥青，搅拌35分钟后出锅，出锅温度为165摄

氏度，然后对出锅的混合料进行压制成型、冷却，得到生坯；

步骤三：对生坯检测体积密度，然后装入焙烧炉中进行焙烧，焙烧曲线385个小时，焙烧

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可得到碳化硅高炉炭砖。

[0039] 进一步地，步骤一中，混捏机的干混温度为140摄氏度，搅拌速度为280r/min，搅拌

时间为45分钟。

[0040] 进一步地，步骤三中，生坯的检测体积密度为1.91/c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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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进一步地，步骤三中，焙烧炉的焙烧曲线如下：0-280℃自由升温；280-350℃：5℃/

H；350-550℃：4℃/H；550-700℃：6℃/H；700-900℃：8℃/H；900-1200℃：9℃/H。

[0042] 以上三组实施例均可制得碳化硅高炉炭砖，并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1.利用碳化硅化合物碳化硅的多晶型化合物，耐火材料和耐腐蚀材料，主要因为碳化

硅具有高熔点、化学惰性和抗热振性的特点，石油焦碳的化学稳定性相结合；

2.  通过碳化硅、石墨和石油焦搅拌混匀，黏结剂煤沥青焙烧成碳，能很好的把骨料颗

粒和粉粘接到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减少或降低了碳化硅碳砖的内部气孔；

3．人造石墨的加入增强了碳砖的热传递.强度，同时也对人造石墨的废料再利用；

4. 随着碳化硅的加入，显气孔率下降，抗压强度增加，抗渣渗透性提高；

5.本发明以煅后石油焦为主料，碳化硅，人造石墨为辅料，以一定的配方制备出碳化硅

炭砖，经过颗粒破碎、筛分、混捏、成型和焙烧等工序生产出高炉及矿热炉炉底和炉缸用的

炭砖，改进传统炉砖蚀指数高，强度较低，满足炼铁技术和高炉等行业对高温路转的要求。

[0043] 本发明研制出的高炉炭砖抗压强度大于50MPa，小于1微米的孔容积大于80%，铁水

熔蚀指数不大于20%，氧化率不大于8%，导热系数大于20W/m·k，其他性能和超微孔炭砖相

当的高炉炭砖，以下为产品式样检测：

显气孔率% 14.3

体积密度g/cm3 2.11

常温耐强度Mpa 30.1

焙烧线型变化% +1.96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理解

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和变

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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