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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固定式熔池熔炼炉制作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固定式熔池熔炼炉制作

工艺，固定式熔池熔炼炉包括四部分，炉底、炉

缸、炉身和炉顶。本发明不同区域采用不同材质

的耐火材料砌筑，适应各自区域熔体温度及冲

刷，延长熔炼炉的使用寿命。炉体水套内壁涂抹

捣打料，首次开炉挂渣前对炉体有效保护，延长

炉体使用寿命。根据炉温及耐火材料的材质，合

理设置膨胀缝，耐火砖与炉体间铺设高铝陶瓷纤

维纸，有效消除膨胀，防止炉体损坏。炉体水套交

接处内侧凹槽采用圆钢进行封堵，外部填充耐火

泥；各层耐火材料间设置防渗层，有效防止漏炉、

漏，降低停车检修频次，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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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固定式熔池熔炼炉制作工艺，固定式熔池熔炼炉包括四部分，炉底（1）、炉缸

（2）、炉身（3）和炉顶（4），其特征在于制作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一、炉底（1）为铜锍沉积区，底部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为炉底工作层（11），采用电熔

再结合镁铬砖，中层为炉底次工作层（12），采用直接结合镁铬砖，下层为炉底保温层（13），

采用粘土砖，每两层之间设置150  mm防渗层（14）；

二、炉缸（2）区域属于反应区，内层为炉缸工作层（21），采用电熔再结合镁铬砖，外层为

炉缸次工作层（22），采用电熔再结合镁铬砖进行防护，并与炉缸工作层（21）镁铬砖进行错

缝湿砌，炉体外壳（24）与炉缸次工作层（22）间采用捣打料填充后外加一层高铝陶瓷纤维

纸，每层炉缸平水套（23）与耐火砖间的缝隙采用高铝陶瓷纤维纸进行填充，使铜水套能够

适度膨胀；

三、炉身（3）水套采用齿形水套（31），在水套凸面焊接锚固钉，涂抹捣打料，使水套在前

期未挂渣运行时能够受到有效保护，齿形水套（31）接触缝隙处采用圆钢镶入水套凹槽内，

外部填充耐火泥；铜池（6）、渣池（5）上方炉顶设置分块铜水套（61），分块铜水套（61）下部涂

抹捣打料（63），采用循环冷却水降温，预留燃烧器孔及测量孔（64）。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定式熔池熔炼炉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炉底工作层

（11）采用电熔再结合镁铬砖，长度方向每隔3块砖加一条2  mm纸板，宽度方向每隔9块砖加

一条2  mm纸板，炉底拱脚砖长度方向每隔8块砖加一条2  mm纸板。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定式熔池熔炼炉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炉底次工作

层（12）采用直接结合镁铬砖，与炉底工作层（11）砖体错缝砌筑，长度方向每隔4块砖加一条

2  mm纸板，宽度方向每隔16块砖加2  mm膨胀纸板，拱脚砖长度方向每隔16块砖加一条2  mm

纸板。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定式熔池熔炼炉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炉缸工作层

（21），采用电熔再结合镁铬砖，膨胀竖缝（27）每隔3块砖加一条2  mm纸板，膨胀水平缝（26）

每隔8层砖加一层2  mm纸板，炉缸工作层（21）转角处形成通缝后，在外侧设置炉缸次工作层

（22），炉缸次工作层（22）为电熔再结合镁铬砖，炉缸次工作层（22）与炉缸工作层（21）错缝

砌筑，炉体外壳（24）与炉缸次工作层（22）之间填充捣打料并铺设高铝陶瓷纤维纸，使炉壳

与砖体不受膨胀挤压；炉缸平水套（23）与砖体之间采用高铝陶瓷纤维纸板（25）进行平铺填

充，使水套与砖体不受膨胀挤压。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定式熔池熔炼炉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炉身齿形水

套（31）凸面焊接拉筋，形成钢筋网，采用模板支护进行整体浇筑，在投炉前期未挂渣之前对

水套进行有效保护；炉身齿形水套（31）交接处凹槽内采用圆钢进行封堵，外部填充耐火泥。

6.如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一种固定式熔池熔炼炉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熔

再结合镁铬砖采用电熔镁砂、电熔镁铬砂为原料，通过精细配料、高压成型、超高温烧成，显

气孔率≤16%，常温耐压强度≥45MPa，0.2MPa荷重软化开氏温度1750℃。

7.如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一种固定式熔池熔炼炉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直接

结合镁铬砖采用烧结镁砂和铬铁矿为原料，通过精细配料制成，显气孔率≤18%，常温耐压

强度≥35MPa，0.2MPa荷重软化开氏温度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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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固定式熔池熔炼炉制作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熔炼设备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涉及一种固定式熔池熔炼炉制作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技术发展，市场对有色金属需求加大，面对国家节能减排，对小规模、污

染重的企业进行大力整顿。因此，提高产能，降低消耗指标，降低生产成本，进行规模化生产

才能使企业不断发展。

[0003] 目前，由于耐火材料种类较多，理化性质也各不相同，生产过程中如果未对膨胀进

行有效消除将使熔炼炉内衬损害严重，水套及外壳变形，并在炉体通缝处渗炉、漏烟，不仅

影响系统整体开车率而且污染周围环境。因此根据工艺控制，在不同部位进行合理配置进

行砌筑并进行有效熔体二次防护成为提高开车率、提高冶炼指标的重要技术。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了一种固定式熔池熔炼炉制作工艺。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固定式熔池熔炼炉制作工艺，固定式熔池

熔炼炉包括四部分，炉底、炉缸、炉身和炉顶，制作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炉底为铜锍沉积区，底部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为炉底工作层，采用电熔再

结合镁铬砖，中层为炉底次工作层，采用直接结合镁铬砖，下层为炉底保温层，采用粘土砖，

每两层之间设置150  mm防渗层；

[0007] 炉缸区域属于反应区，内层为炉缸工作层，采用电熔再结合镁铬砖，外层为炉缸次

工作层，采用电熔再结合镁铬砖进行防护，并与工作层镁铬砖进行错缝湿砌，炉体外壳与炉

缸次工作层间采用捣打料填充后外加一层高铝陶瓷纤维纸，每层炉缸水套与耐火砖间的缝

隙采用高铝陶瓷纤维纸进行填充，使铜水套能够适度膨胀；

[0008] 炉身水套采用齿形水套，在水套凸面焊接锚固钉，涂抹捣打料，使水套在前期未挂

渣运行时能够受到有效保护，齿形水套接触缝隙处采用圆钢镶入水套凹槽内，外部填充耐

火泥；铜池、渣池上方炉顶设置分块铜水套，分块水套下部涂抹捣打料，采用循环冷却水降

温，预留燃烧器孔及测量孔；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炉底工作层采用电熔再结合镁铬砖，根据镁铬砖材料性质及操作

温度确定膨胀系数，根据膨胀系数计算每米长的砌体膨胀量，进而合理留设膨胀纸板，长度

方向每隔3块加一条2  mm纸板，宽度方向每隔9块砖加一条2  mm纸板，炉底拱脚砖长度方向

每隔8块加一条2  mm纸板；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炉底次工作层采用直接结合镁铬砖，与炉底工作层砖体错缝砌筑，

长度方向每隔4块加一条2  mm纸板，宽度方向每隔16块加2  mm膨胀纸板，拱脚砖长度方向每

隔16块加一条2  mm纸板；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炉缸工作层，采用电熔再结合镁铬砖，膨胀竖缝每隔3块加一条2 

mm纸板，膨胀水平缝每隔8层加一层2  mm纸板，炉缸工作层转角处形成通缝后，在外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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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缸次工作层，炉缸次工作层为电熔再结合镁铬砖，炉缸次工作层与炉缸工作层错缝砌筑，

炉体外壳与炉缸次工作层之间填充捣打料并铺设高铝陶瓷纤维纸，使炉壳与砖体不受膨胀

挤压；炉缸平水套与砖体之间采用高铝陶瓷纤维纸进行平铺填充，使水套与砖体不受膨胀

挤压；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炉身齿形水套凸面焊接拉筋，形成钢筋网，采用模板支护进行整体

浇筑，在投炉前期未挂渣之前对水套进行有效保护；炉身齿形水套交接处凹槽内采用圆钢

进行封堵，外部填充耐火泥；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电熔再结合镁铬砖采用电熔镁砂、电熔镁铬砂为原料，通过精细配

料、高压成型、超高温烧成，显气孔率≤16%，常温耐压强度≥45MPa，0.2MPa荷重软化开氏温

度1750℃；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直接结合镁铬砖采用烧结镁砂和铬铁矿为原料，通过精细配料制

成，显气孔率≤18%，常温耐压强度≥35MPa，0.2MPa荷重软化开氏温度1660℃。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不同区域采用不同材质的耐火材料砌筑，适应各自区域熔体温度及冲刷，延长

熔炼炉的使用寿命。

[0017] 2）炉体水套内壁涂抹捣打料，首次开炉挂渣前对炉体有效保护，延长炉体使用寿

命。

[0018] 3）根据镁铬砖材料性质及操作温度确定膨胀系数，根据膨胀系数计算每米长的砌

体膨胀量，进而合理设置膨胀缝，耐火砖与炉体间铺设高铝陶瓷纤维纸，有效消除膨胀，防

止炉体损坏。

[0019] 4）炉体水套交接处内侧凹槽采用圆钢进行封堵，外部填充耐火泥；各层耐火材料

间设置防渗层，有效防止漏炉、漏烟，降低停车检修频次，降低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熔炼炉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熔炼炉炉缸的剖面示意图。

[0022] 零件说明：1、炉底，11、炉底工作层，12、炉底次工作层，13、炉底保温层，14、防渗

层，2、炉缸，21、炉缸工作层，22、炉缸次工作层，23、炉缸平水套，24、炉体外壳，25、纤维纸

板，26、膨胀水平缝，27、膨胀竖缝，3、炉身，31、齿形水套4、炉顶，5、渣池、6、铜池，51、渣池上

方炉顶，61、分块铜水套，62、铜池上方炉顶，  63、捣打料，64、燃烧器及测量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更好地理解与实施，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参见图1图2，一种

固定式熔池熔炼炉制作工艺，固定式熔池熔炼炉包括四部分，炉底1、炉缸2、炉身3和炉顶4，

制作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24] 1）、炉底1为铜锍沉积区，底部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为炉底工作层11，采用电熔

再结合镁铬砖，中层为炉底次工作层12，采用直接结合镁铬砖，下层为炉底保温层13，采用

粘土砖，每两层之间设置150  mm防渗层14；炉底工作层11根据根据镁铬砖材料性质及操作

温度确定膨胀系数，根据膨胀系数计算每米长的砌体膨胀量，进而合理留设膨胀纸板，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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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每隔3块加一条2  mm纸板，宽度方向每隔9块砖加一条2  mm纸板，炉底拱脚砖长度方向

每隔8块加一条2  mm纸板；炉底次工作层12采用直接结合镁铬砖，与炉底工作层11砖体错缝

砌筑，长度方向每隔4块加一条2  mm纸板，宽度方向每隔16块加2  mm膨胀纸板，拱脚砖长度

方向每隔16块加一条2  mm纸板；

[0025] 炉缸2区域属于反应区，内层为炉缸工作层21，采用电熔再结合镁铬砖，外层为炉

缸次工作层22，采用电熔再结合镁铬砖进行防护，炉缸工作层21，膨胀竖缝27每隔3块加一

条2  mm纸板，膨胀水平缝26每隔8层加一层2  mm纸板，炉缸工作层21转角处形成通缝后，在

外侧设置炉缸次工作层22，炉缸次工作层22为电熔再结合镁铬砖，炉缸次工作层22与炉缸

工作层21错缝砌筑，炉体外壳24与炉缸次工作层22之间填充捣打料并铺设高铝陶瓷纤维

纸，使炉壳与砖体不受膨胀挤压；炉缸平水套23与砖体之间采用高铝陶瓷纤维纸板25进行

平铺填充，使水套与砖体不受膨胀挤压；

[0026] 炉身3水套采用齿形水套31，在水套凸面焊接锚固钉，涂抹捣打料，使水套在前期

未挂渣运行时能够受到有效保护，齿形水套31接触缝隙处采用圆钢镶入水套凹槽内，外部

填充耐火泥；铜池6、渣池5上方炉顶设置分块铜水套61，下部涂抹底部捣打料63，采用循环

冷却水降温，预留燃烧器孔及测量孔64。

[0027] 电熔再结合镁铬砖采用电熔镁砂、电熔镁铬砂为原料，通过精细配料、高压成型、

超高温烧成，直接结合率高、颗粒结合程度好，显气孔率≤16%，高温体积稳定性能好，常温

耐压强度≥45MPa，0.2MPa荷重软化开氏温度1750℃。

[0028] 直接结合镁铬砖采用烧结镁砂和铬铁矿为原料，通过精细配料制成，耐高温性能

好，抗热震性能优异，显气孔率≤18%，常温耐压强度≥35MPa，0.2MPa荷重软化开氏温度

1660℃。

[0029] 本发明不同区域采用不同材质的耐火材料砌筑，适应各自区域熔体温度及冲刷，

延长熔炼炉的使用寿命。炉体水套内壁涂抹捣打料，首次开炉挂渣前对炉体有效保护，延长

炉体使用寿命。根据炉温及耐火材料的材质，合理设置膨胀缝，耐火砖与炉体间铺设高铝陶

瓷纤维纸，有效消除膨胀，防止炉体损坏。炉体水套交接处内侧凹槽采用圆钢进行封堵，外

部填充耐火泥；各层耐火材料间设置防渗层，有效防止漏炉、漏，降低停车检修频次，降低生

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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