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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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550514.X

(22)申请日 2020.06.1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689766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9.22

(73)专利权人 郑州市科源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 452300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刘寨工

业开发区王嘴

(72)发明人 李足年　牛伟海　孙洋洋　刘新峰　

(74)专利代理机构 郑州意创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41138

代理人 张江森

(51)Int.Cl.

C04B 35/101(2006.01)

C04B 35/622(2006.01)

F27B 9/02(2006.01)

F27B 9/2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7473759 A,2017.12.15

CN 101928152 A,2010.12.29

CN 103264157 A,2013.08.28

JP S57205380 A,1982.12.16

CN 107903045 A,2018.04.13

CN 103755363 A,2014.04.30

CN 110526722 A,2019.12.03

JP 2018052776 A,2018.04.05

审查员 杨静

 

(54)发明名称

一种高强度310下水口砖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强度310下水口砖，所

述下水口砖按重量份计，主要由以下原料制备而

成：70％≤Al2O3≤90％的均化矾土熟料30～50

份，刚玉15～25份，70％≤Al2O3≤90％且Fe2O3

≤2％的莫来石颗粒5‑15份，45％≤Al2O3≤80且

Fe2O3≤1％的焦宝石5‑10份，轻烧镁砂粉1‑10

份，34％≤Al2O3≤60且Fe2O3≤2％的白泥5‑15

份。本发明提高了下水口砖的抗热性能和抗压性

能，极大的提高了使用寿命。本发明还公开一种

高强度310下水口砖制备方法，该方法减少了热

量的浪费提高了废热利用率，不仅节省了资源而

且减少了环境的污染，同时制得产品表面质量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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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强度310下水口砖的制备方法，所述下水口砖按重量份计，主要由以下原料制

备而成：70％≤Al2O3≤90％的均化矾土熟料30～50份，刚玉15～25份，70％≤Al2O3≤90％

且Fe2O3≤2％的莫来石颗粒5‑15份，45％≤Al2O3≤80且Fe2O3≤1％的焦宝石5‑10份，轻烧

镁砂粉1‑10份，34％≤Al2O3≤60且Fe2O3≤2％的白泥5‑15份；

其中，均化矾土熟料颗粒大小为2‑4mm，刚玉颗粒大小为0.088‑1mm，莫来石颗粒大小为

3‑5mm，所述焦宝石为1‑3mm的中颗粒和0‑1mm的细颗粒及粒度为0.088mm的细粉按照1:2:1

的比例混合组成，轻烧镁砂粉为粒度为0.08mm‑0.09的细粉，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先将上述粒度的均化矾土熟料、刚玉、莫来石、焦宝石、轻烧镁砂粉按比例混合，搅

拌8‑15分钟；

S2：再在S1中加入白泥，混合搅拌8‑15分钟形成坯料待用；

S3：将S2坯料在1000T压力机中压制成有固定外形的毛坯备用；

S4：将毛坯按照间距20‑30mm的间距放置，并在双层推板式隧道窑中进行预热干燥和烧

制且两工序一并进行，干燥温度为200‑300℃，干燥烘干6‑10h，在1300‑1350℃的高温下，烧

制10‑15h，制备得到半成品；

S5：出窑后，将原坯  冷却至室温，周转到机床进行加工，其中机床包括用于磨平所述下

水口砖端口的磨床；

S6：精加工的下水口砖经过外观检测以及专用检测装置进行检测，得到成品；

其中，所述双层推板式隧道窑，包括窑体，所述窑体分成两层窑体上层和窑体下层，所

述窑体一端设有毛坯装卸装置，另一端设有辅助下料装置，所述辅助下料装置将窑体上层

内的毛坯置于窑体下层；所述窑体下层设有风道，所述风道通过风阀、引风机和引风管与所

述窑体上层贯通，所述窑体上层和窑体下层分别设第一输送装置和第二输送装置，所述窑

体下层还设有加热装置，所述第一输送装置为单道输送装置，其包括链条传动装置以及设

于链条上的承烧板，所述辅助下料装置包括用于承接承烧板上下落的干燥毛坯的盛料斗和

放射性的设于盛料斗的分料筒，所述分料筒下端铰接有阀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度  310  下水口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检

测装置采用专用精测装置，所述检测装置包括基准板、设于基准板上端开口朝下的U型框、

铰接于U型框下部的偏心块、设于偏心块下端的定位板以及用于连接偏心块和定位板的连

杆，所述基准板上部内侧设有耐磨槽，所述定位板单自由度滑动连接于耐磨槽内，所述基准

板右侧垂直连接有竖直孔，所述竖直孔内单自由度转动连有旋转轴，所述旋转轴下端设有

基准块，所述基准块内单自由度滑动连接有滑杆，所述滑杆上固定连接有千分尺；所述旋转

轴上自上而下依次连接有螺母、弹簧和带有锯齿的圆形板，所述竖直孔内端面设有与圆形

板配合的圆形凹槽，所述圆形凹槽内设有锯齿槽，所述圆形板沿转动轴轴向单自由度滑动

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度  310  下水口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在

进行S5之前，在所述S4制备的半成品上先套装钢制套筒。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度  310  下水口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毛

坯装卸装置包括至少两个相对设置的立柱、沿立柱轴向上下运动的滑台和用于驱动滑台运

动的驱动装置以及液压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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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强度310下水口砖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强度310下水口砖及其制备方法，属于耐火材料制备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滑动水口它是连铸机浇铸过程中钢水的控制装置，其包括滑板和下水口由于在浇

钢作业过程中，下水口与高温钢水接触，如果耐热性能不佳、抗压抗折能力不够，热应力容

易使下水口所用的下水口砖发生炸裂，钢水沿裂纹渗钢，严重时会造成跑钢等恶性事故。

[0003] 而现有的制备下水口砖工艺的干燥工序是独立完成的，不能和烧结工序一气呵

成，不仅占用了工厂空间，并且加工效率低，热量利用低，经济性差。其次，现在制备工艺最

后对成品的检测存缺陷，导致水口砖端面平整度不足，导致滑板和下水口砖结合不紧密，沿

该出也会渗钢。再次。检测下水口砖对人员的检测知识和经验要求高，检测速度慢、生产效

率低。因此，有必要对现有技术进行改进以克服上述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高强度310下水口砖及其制备方法，具体

而言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制备高强度310下水口砖的制备方法，所述下水口砖按重量份

计，主要由以下原料制备而成：70％≤Al2O3≤90％的均化矾土熟料30～50份，刚玉15～25

份，70％≤Al2O3≤90％且Fe2O3≤2％的莫来石颗粒5‑15份，45％≤Al2O3≤80且Fe2O3≤

1％的焦宝石5‑10份，轻烧镁砂粉1‑10份，34％≤Al2O3≤60且Fe2O3≤2％的白泥5‑15份；

[0006] 其中，均化矾土熟料颗粒大小为2‑4mm，刚玉颗粒大小为0.088‑1mm，莫来石颗粒大

小为3‑5mm，所述焦宝石为1‑3mm的中颗粒和0‑1mm的细颗粒及粒度为0.088mm的细粉按照1:

2:1的比例混合组成，轻烧镁砂粉为粒度为0.08mm‑0.09的细粉，包括如下步骤：

[0007] S1：先将上述粒度的均化矾土熟料、刚玉、莫来石、焦宝石、轻烧镁砂粉按比例混

合，搅拌8‑15分钟；

[0008] S2：再在S1中加入白泥，混合搅拌8‑15分钟形成坯料待用；

[0009] S3：将S2坯料在1000T压力机中压制成有固定外形的毛坯备用；

[0010] S4：将毛坯按照间距20‑30mm的间距放置，并在双层推板式隧道窑中进行预热干燥

和烧制且两工序一并进行，干燥温度为200‑300℃，干燥烘干6‑10h，在1300‑1350℃的高温

下，烧制10‑15h，制备得到半成品；

[0011] S5：出窑后，将原胚冷却至室温，周转到机床进行加工，其中机床包括用于磨平所

述下水口砖端口的磨床；

[0012] S6：精加工的下水口砖经过外观检测以及专用检测装置进行检测，得到成品；

[0013] 其中，所述双层推板式隧道窑，包括窑体，所述窑体分成两层窑体上层和窑体下

层，所述窑体一端设有毛坯装卸装置，另一端设有辅助下料装置，所述辅助下料装置将窑体

上层内的毛坯置于窑体下层；所述窑体下层设有风道，所述风道通过风阀、引风机和引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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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述窑体上层贯通，所述窑体上层和窑体下层分别设第一输送装置和第二输送装置，所

述窑体下层还设有加热装置，所述第一输送装置为单道输送装置，其包括链条传动装置以

及设于链条上的承烧板，所述辅助下料装置包括用于承接承烧板上下落的干燥毛坯的盛料

斗和放射性的设于盛料斗的分料筒，所述分料筒下端铰接有阀板。

[0014] 优先的，所述检测装置采用专用精测装置，所述检测装置包括基准板、设于基准板

上端开口朝下的U型框、铰接于U型框下部的偏心块、设于偏心块下端的定位板以及用于连

接偏心块和定位板的连杆，所述基准板上部内侧设有耐磨槽，所述定位板单自由度滑动连

接于耐磨槽内，所述基准板右侧垂直连接有竖直孔，所述竖直孔内单自由度转动连有旋转

轴，所述旋转轴下端设有基准块，所述基准块内单自由度滑动连接有滑杆，所述滑杆上固定

连接有千分尺；所述旋转轴上自上而下依次连接有螺母、弹簧和带有锯齿的圆形板，所述竖

直孔内端面设有与圆形板配合的圆形凹槽，所述圆形凹槽内设有锯齿槽，所述圆形板沿转

动轴轴向单自由度滑动连接。

[0015] 优先的，包括在进行S5之前，在所述S4制备的半成品上先套装钢制套筒。

[0016] 优先的，所述毛坯装卸装置包括至少两个相对设置的立柱、沿立柱轴向上下运动

的滑台和用于驱动滑台运动的驱动装置以及液压控制系统。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8] 1、本发明所述的下水口砖其组份中增设了莫来石和轻烧镁砂粉以及控制其粒度，

利用焦宝石降低下水口砖的气孔率同时提高热震性能，莫来石和轻烧镁砂粉中Al2O3和

Fe2O3的含量，保存粘土砖的化学性能，降低Fe2O3对下水口砖的物理性能的破坏，并减少砖

表面的溶洞及铁斑，继而优化下水口砖内孔表面质量。因此，本发明提高了下水口砖的抗热

性能和抗压性能，极大的提高了使用寿命。

[0019] 2、本发明制备工艺采用的干燥和烧制的一体窑，极大的提高下水口砖的制备效

率，其次，减少了热量的浪费提高了废热利用率，不仅节省了资源而且减少了环境的污染。

[0020] 3、本发明制备工艺对成品检测工序采用的是专用精测装置，极大的提高了本发明

制备方法的效率以及制备后成品的表面质量，其表面质量的平整度≤0.05mm，表面质量好。

在本发明的其他有益效果将结合下文具体实施例进行进一步说明。

附图说明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2] 图1为本发明双层推板式隧道窑干燥、烧结工艺的示意图；

[0023] 图2为专用精测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竖直孔与转动轴处的详细示图；

[0025] 图4为毛坯装卸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热风引导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为钢制套筒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如图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高强度310下水口砖，所述下水口砖包括下水口砖主

体，其中，按重量份计，所述下水口砖主体主要由以下原料制备而成：70％≤Al2O3≤9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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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化矾土熟料30～50份，刚玉15～25份，70％≤Al2O3≤90％且Fe2O3≤2％的莫来石颗粒5‑

15份，45％≤Al2O3≤80且Fe2O3≤1％的焦宝石5‑10份，轻烧镁砂粉1‑10份，34％≤Al2O3≤

60且Fe2O3≤2％的白泥5‑15份；

[0029] 其中，均化矾土熟料颗粒大小为2‑4mm，刚玉颗粒大小为0.088‑1mm，莫来石颗粒大

小为3‑5mm，所述焦宝石为1‑3mm的中颗粒和0‑1mm的细颗粒及粒度为0.088mm的细粉按照1:

2:1的比例混合组成，轻烧镁砂粉为粒度为0.08mm‑0.09的细粉。

[0030] 在上述方案基础上，发明人提供了实施例1：

[0031] 所述一种高强度310下水口砖包含以下重量份数的组份，均化矾土熟料40份，刚玉

20份莫来石颗粒5份，焦宝石8份，轻烧镁砂粉2粉，广西白泥13

[0032] 实施例2：

[0033] 所述一种高强度310下水口砖包含以下重量份数的组份，均化矾土熟料40份，刚玉

20份莫来石颗粒10份，焦宝石5份，轻烧镁砂粉5粉，广西白泥13

[0034] 实施例3

[0035] 所述一种高强度310下水口砖包含以下重量份数的组份，均化矾土熟料40份，刚玉

15份，莫来石颗粒15份，焦宝石10份，轻烧镁砂粉10份，广西白泥13。

[0036] 上述实施例1‑3获得的本发明所述的下水口砖的性能参数如图表1所示：

[0037]

[0038] 对比可见，其本发明下水口砖的气孔率低，相比传统的下水口砖密实，在适当提高

莫来石颗粒、焦宝石、轻烧镁砂粉适量增加，下水口砖的抗热振性有所提高。

[0039] 上述实施例1‑3任一实施例均可采用如下方法制备：

[0040] S1：先将上述粒度的均化矾土熟料、刚玉、莫来石、焦宝石、轻烧镁砂粉按比例混

合，搅拌8‑15分钟；

[0041] S2：再在S1中加入白泥，混合搅拌8‑15分钟形成坯料待用；

[0042] S3：将S2坯料经过1000T压力机中压制成有固定外形的毛坯备用；

[0043] S4：将毛坯按照间距20‑30mm的间距放置，并在双层推板式隧道窑中进行预热干燥

和烧制且两工序一并进行，干燥温度为200‑300℃，干燥烘干6‑10h，在1300‑1350℃的高温

下，烧制10‑15h，制备得到半成品；

[0044] S5：出窑后，将原胚冷却至室温，周转到机床进行加工，其中机床包括用于磨平所

述下水口砖端口的磨床；

[0045] S6：精加工的下水口砖经过外观检测以及专用检测装置11进行检测，得到成品；

[0046] 其中，所述双层推板式隧道窑，包括窑体，所述窑体分成两层窑体上层1和窑体下

层2，所述窑体一端设有毛坯装卸装置3，另一端设有辅助下料装置10，所述辅助下料装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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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窑体上层1内的毛坯置于窑体下层2；所述窑体下层2设有风道4，所述风道4通过风阀5、引

风机6和引风管7与所述窑体上层1贯通，所述窑体上层1和窑体下层2分别设第一输送装置8

和第二输送装置9，所述窑体下层2还设有加热装置，所述第一输送装置8为单道输送装置，

其包括链条传动装置81以及设于链条82上的承烧板83，所述辅助下料装置10包括用于承接

承烧板83上下落的干燥毛坯的盛料斗101和放射性的设于盛料斗101的分料筒102，所述分

料筒102下端铰接有阀板103。这里所述链条传动装置81是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赘述。

[0047] 进一步的，所述毛坯装卸装置3可以将利用窑车周转到窑体处的下水口砖的毛坯

送到窑体上层1，提升到到窑体上层1后，用机械手或人工将窑车上的下水口砖的毛坯置于

承烧板83上，承烧板83承载着毛坯运行，所述盛料斗101承接承烧板83下落的干燥毛坯，并

通过所述分料筒102输送到窑体下层2内。所述铰接的阀板103可以通过控制所述多个分料

筒102全部打开或部分打开，以适应性的调整下料量。这样毛坯干燥完毕后会通过分料筒

102输送到窑体下层2的第二输送装置9，并在窑体下层2内进行烧结作业。最后周转到窑车

上，进入到机床加工工序以及磨削工具。

[0048] 进一步的，为了降低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减少人为误差，上述检测工序，

在本发明中优先，采用专用精测装置，具体地：所述检测装置11包括基准板111、设于基准板

111上端开口朝下的U型框112、铰接于U型框112下部的偏心块113、设于偏心块113下端的定

位板114以及用于连接偏心块113和定位板114的连杆115，所述基准板111上部内侧设有耐

磨槽，所述定位板114单自由度滑动连接于耐磨槽内，所述基准板111右侧垂直连接有竖直

孔，所述竖直孔内单自由度转动连有旋转轴116，所述旋转轴116下端设有基准块117，所述

基准块117内单自由度滑动连接有滑杆118，所述滑杆118上固定连接有千分尺119；所述旋

转轴116上自上而下依次连接有螺母110、弹簧1101和带有锯齿的圆形板1102，所述竖直孔

内端面设有与圆形板1102配合的圆形凹槽1103，所述圆形凹槽1103内设有锯齿槽，所述圆

形板1102沿转动轴轴向单自由度滑动连接。

[0049] 使用时，向上翻动偏心块113，所述定位板114原来滑板此时对滑板没有定位作用，

反之则将滑板固定并定位。然后人工推动滑杆118，滑杆118带动着千分尺119的检测头在滑

板上运动进而检测出公差。当公差大于0.05mm时定位次品。为了对滑板进行全面有效的检

测可转动旋转轴116，然千分尺119旋转一个角度再重复上述动作即可。通过上述过程可知，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塞尺的检测，检测可视度高，检测确且快速。进一步的，为了防止转动轴

随意转动影响读数，方便于操作。在所述旋转轴116上自上而下依次连接了螺母110、弹簧

1101和带有锯齿的圆形板1102，并在所述竖直孔内端面设计与圆形板1102配合的圆形凹槽

1103，所述圆形凹槽1103内设有锯齿槽，以此引入适当阻尼，使得转动轴不随意转动继而可

以使得千分表可以准确停留在一个具体的位置方便读数。本发明的制备方法就其检测工序

而言对成品的表面质量的好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使得生产出来的成品上下端面平

面度公差在0.05mm内。进一步的，为了进一步提高下水口砖的使用寿命，在进行S5之前，在

所述S4制备的半成品上先套装钢制套筒12。

[0050] 所述毛坯装卸装置3包括至少两个相对设置的立柱31、沿立柱31轴向上下运动的

滑台32和用于驱动滑台32运动的驱动装置以及液压控制系统33。将窑车置于滑台32通过驱

动装置即可实现窑车满载提升到窑体上层1。所述驱动装置为液压驱动装置，所述液压驱动

装置、液压控制系统均采用本领域的常规技术方案，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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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较

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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