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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

及其制备方法，属于耐火材料技术领域。本发明

所述的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其原料组成如

下：电熔莫来石3.35-2mm，5-15％；电熔莫来石2-

0 .85mm，20-30％；电熔莫来石0.85-0 .1mm，25-

35％；电熔莫来石≤0.045mm，20-30％；α氧化铝

微粉≤0 .0 0 5 m m ，5 - 8％；熔融石英微粉≤

0.005mm，1-4％；外加入的有机结合剂占上述原

料总重量的0.1-5％。本发明所述的高纯低蠕变

电熔莫来石砖，杂质含量极低、荷重软化点温度

高、高温下的体积稳定性好，高温蠕变率低；本发

明同时提供了一种简单易行、节能环保的制备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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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其特征在于：其组成原料的种类、粒度规格及重量百

分含量如下：

外加入的有机结合剂占上述原料总重量的0.1-5％；

α氧化铝微粉的粒度规格要求为：D90≤5μm，D50≤2μm；

熔融石英微粉的粒度规格要求为：D90≤5μm，D50≤2μm；

有机结合剂为液体结合剂和固体结合剂的混合物，液体结合剂为聚乙烯醇或环氧树脂

中的一种或两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其特征在于：所使用的电熔莫来石

的化学成分要求如下：Al2O3≥74％，Fe2O3≤0.1％，Na2O≤0.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其特征在于：电熔莫来石的粒度规

格要求如下：

(1)粒度为3.35-2mm的电熔莫来石中，≥3.35mm的重量含量≤5％，≤2mm的重量含量≤

5％；

(2)粒度为2-0.85mm的电熔莫来石中，≥2mm的重量含量≤5％，≤0.85mm的重量含量≤

5％；

(3)粒度为0.85-0.1mm的电熔莫来石中，≥0.85mm的重量含量≤5％，≤0.1mm的重量含

量≤5％；

(4)粒度≤0.045mm的电熔莫来石中，≥0.045mm的重量含量≤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其特征在于：α氧化铝微粉中化学

成分要求如下：Al2O3≥99％，Fe2O3≤0.03％，Na2O≤0.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其特征在于：熔融石英微粉中化学

成分的重量百分含量如下：SiO2≥99％，Fe2O3≤0.03％。

6.一种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1)将α氧化铝微粉与熔融石英微粉共磨预混，得到预磨干粉；

(2)半干法混料：先将粒径为0.1mm以上的电熔莫来石颗粒料投入混料机混合，再加入

液体结合剂混合，然后加入粒径≤0.045mm的电熔莫来石细粉、步骤(1)所得的预磨干粉、固

体结合剂，混合10-20分钟，制得半干法泥料，困料4-5小时；

(3)成型，烘干，烘干温度为80-120℃，保温12-48小时；

(4)烧成，烧成温度为1600-1800℃，保温8-10小时，制得所述的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

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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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

中，半干法混料制得的泥料的水分为2-4％，泥料的粒度规格为：大于1mm的质量占比为35-

50％，小于0.08mm的质量占比为35-50％。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成型后所

制得的生坯的密度为2.6-2.8g/cm3。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制得的高

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中的化学成分的重量百分含量如下：Al2O3≥75％，Fe2O3≤0.08％，

Na2O≤0.2％，杂质含量≤0.8％；物理性能如下：气孔率≤14.5％，体积密度≥2.65g/cm3，常

温耐压强度≥100MPa，荷重软化点温度T2在0.2MPa下≥1700℃，压蠕变率在0.2MPa、1500℃

×50h条件下的绝对值≤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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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及其制备方法，属于耐火材料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新一代的特种玻璃熔窑普遍采用了具有节能减排特点的全氧燃烧技术，窑炉火焰

空间温度达到1600℃或以上，通常玻璃窑用的优质硅砖已无法安全使用。

[0003] 中国专利申请201010171542.7(CN  101817676B)公开了一种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

及其制造方法，其制造方法为：使用高品质电熔莫来石原料与煅烧氧化铝原料和高岭土、水

一起加入到研磨机进行细磨，过筛、烘干、磨碎和再次过筛，得到基质粉料；将60wt％-

75wt％电熔莫来石颗粒料与40wt％-25wt％的基质粉料进行混练，再加入1.0wt％-2.0wt％

的树胶液，混练，困料4-15小时后成型；烘干；和焙烧。其基质料使用高岭土，并与电熔莫来

石原料和煅烧氧化铝原料进行细磨，过筛、烘干、磨碎和再次过筛。由于高岭土杂质含量较

高，高温下产生较多的低温玻璃相，高温性能降低，高温蠕变量上升，对窑炉使用寿命降低

较多。

[0004] 中国专利申请201110285777.3(CN  102503447A)公开了一种电熔莫来石砖及其制

备方法，其制备方法为：55-80％的≤3.5mm电熔莫来石颗粒，10-20％的≤0.1mm的兰晶石，

10-20％的0.1-1.5mm的石英，0-5％的≤0.1mm的粘土，0-1％的2-10μm的二氧化钛；将兰晶

石、石英、粘土、二氧化钛及部分电熔莫来石与油酸混合，球磨得到球磨料；将粘结剂溶解到

水中，与剩余电熔莫来石混合，得到颗粒料；球磨料和颗粒料混合，混碾，陈腐，再次混练，经

压力成型制成砖坯，干燥烧成。其基质料使用粘土、石英、兰晶石及二氧化钛等，引进促烧结

剂以期得到较低的气孔率，较高的抗折强度和良好的抗热震性。但是，由于使用粘土、蓝晶

石、氧化钛、天然石英原料，杂质含量很高，高温下产生大量的低温玻璃相，高温性能极大降

低，荷重软化点降低到1350℃，高温下产生较大的蠕变，已经无法在1300℃以上的使用条件

下使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其杂质含量极低、荷重软

化点温度高、高温下的体积稳定性好，高温蠕变率低；本发明同时提供了一种简单易行、节

能环保的制备方法。

[0006] 本发明所述的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其组成原料的种类、粒度规格及重量百

分含量如下：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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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0009] 外加入的有机结合剂占上述原料总重量的0.1-5％。

[0010] 所使用的电熔莫来石的化学成分要求如下：Al2O3≥74％，Fe2O3≤0.1％，Na2O≤

0.3％。

[0011] 所述电熔莫来石的粒度规格要求如下：

[0012] (1)粒度为3.35-2mm的电熔莫来石中，≥3.35mm的重量含量≤5％，≤2mm的重量含

量≤5％；

[0013] (2)粒度为2-0.85mm的电熔莫来石中，≥2mm的重量含量≤5％，≤0.85mm的重量含

量≤5％；

[0014] (3)粒度为0.85-0.1mm的电熔莫来石中，≥0.85mm的重量含量≤5％，≤0.1mm的重

量含量≤5％；

[0015] (4)粒度≤0.045mm的电熔莫来石中，≥0.045mm的重量含量≤3％。

[0016] 所述α氧化铝微粉中化学成分要求如下：Al2O3≥99％，Fe2O3≤0.03％，Na2O≤

0.2％；粒度规格要求为：D90≤5μm，D50≤2μm。

[0017] 所述熔融石英微粉中化学成分的重量百分含量如下：SiO2≥99％，Fe2O3≤0.03％；

粒度规格要求为：D90≤5μm，D50≤2μm。

[0018] 所述有机结合剂为液体结合剂和固体结合剂的混合物，液体结合剂为聚乙烯醇或

环氧树脂中的一种或两种。

[0019] 所述的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0] (1)将高温氧化铝微粉与熔融石英微粉湿法或干法共磨预混，得到预磨干粉，使用

的研磨介质为氧化铝研磨球；

[0021] (2)半干法混料：使用轮碾式混料机，先将粒径为0.1mm以上的电熔莫来石颗粒料

投入混料机混合均匀，再加入液体结合剂混合均匀，然后加入粒径≤0.045mm的电熔莫来石

细粉、步骤(1)所得的预磨干粉、固体结合剂，混合10-20分钟，制得半干法泥料，放入成型压

机料仓中困料4-5小时；

[0022] (3)成型，烘干；使用液压机或摩擦压力机成型或等静压成型；使用远红外烘干箱

或其它设备烘干，烘干温度为80-120℃，保温12-48小时；

[0023] (4)烧成，使用隧道窑或梭式窑进行烧成，烧成温度为1600-1800℃，保温8-10小

时，制得所述的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

[0024] 步骤(2)中，半干法混料制得的泥料的水分为2-4％，泥料的粒度规格为：大于1mm

的质量占比为35-50％，小于0.08mm的质量占比为35-50％。

[0025] 所述成型后所制得的生坯的密度为2.6-2.8g/cm3。

[0026] 制得的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中的化学成分的重量百分含量如下：Al2O3≥

75％，Fe2O3≤0.08％，Na2O≤0.2％，杂质含量≤0.8％；物理性能如下：气孔率≤14.5％，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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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密度≥2.65g/cm3，常温耐压强度≥100MPa，荷重软化点温度(0.2MPa)T2≥1700℃，压蠕

变率0.2MPa(1500℃×50h)的绝对值≤0.15％。

[0027]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8] (1)使用高纯电熔莫来石、高纯α氧化铝微粉和高纯熔融石英微粉，不使用高岭土

等矿物原料，杜绝杂质引入，保证电熔莫来石砖的原料纯度；

[0029] (2)使用氧化铝微粉和熔融石英微粉，提高了充填密度和成型性能，高温烧结时通

过氧化铝微粉和熔融石英微粉的莫来石化反应，提高材料的结合强度，形成了稳定的结构

和良好的高温性能；

[0030] (3)通过对电熔莫来石进行颗粒级配调整，符合紧密堆积原理，减少成型时的层裂

风险，提高成型合格率；

[0031] (4)采用半干法混料，使用有机结合剂替代粘土，保证成型性能和常温结合强度，

摒弃传统使用粘土保证成型性能的方法；

[0032] (5)通过将氧化铝微粉与熔融石英微粉预先共磨，使两种微粉均匀混合，保证了氧

化铝微粉与熔融石英微粉生成莫来石的均匀性，使电熔莫来石砖具有更优良的性能；

[0033] (6)制备的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杂质含量极低、荷重软化点温度高、高温下

的体积稳定性好，高温蠕变率低；

[0034] (7)制备方法简单易行，节能环保，利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适用于普通燃烧和全

氧燃烧无碱玻璃熔窑的火焰空间部位(大碹和窑墙)，和一般工业高温窑炉的高温内衬部

位，其中用于全氧燃烧无碱玻璃窑炉碹顶部位可以使用两个窑期。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但其并不限制本发明的实施。

[0036] 实施例1-7

[0037] 所述的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其组成原料的种类、粒度规格及重量百分含量

如下：

[0038] 表1

[0039]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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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所述的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2] (1)将高温氧化铝微粉与熔融石英微粉湿法共磨预混，得到预磨干粉，使用的研磨

介质为氧化铝研磨球；

[0043] (2)半干法混料：使用轮碾式混料机，先将粒径为0.1mm以上的电熔莫来石颗粒料

投入轮碾式混料机混合均匀，再加入PVA溶液混合均匀，然后向锥式混料机中加入粒径≤

0.045mm的电熔莫来石细粉、步骤(1)所得的预磨干粉、纤维素干粉，混合10-20分钟，制得半

干法泥料，放入成型压机料仓中困料4-5小时；

[0044] (3)成型，烘干；使用摩擦压力机成型；使用远红外烘干箱烘干，烘干温度为80-120

℃，保温12-48小时；

[0045] (4)烧成，使用隧道窑或梭式窑进行烧成，烧成温度为1600-1800℃，保温8-10小

时，制得所述的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

[0046] 实施例1-7制得的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的物理指标检测结果如下：

[0047] 表2

[0048]

[0049] 实施例1-7制得的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中的化学成分组成如下：

[0050] 表3

[0051]

[0052]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实施例1制得的高纯低蠕变电熔莫来石砖的物理性能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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