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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以浸焦油与沥青的镁砂

为骨料的低碳镁碳砖及其制备方法，该低碳镁碳

砖按重量百分比计包含如下组分：浸焦油与沥青

的镁砂骨料45～55％、未浸渍镁砂35～45％、石

墨3～5％，高温沥青0.5～1 .5％，抗氧化剂2～

3％，结合剂2.5～3.5％。其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1)浸渍得到浸焦油与沥青的镁砂骨料；2)按

所述重量百分比称取各组分备用；3)将未浸镁砂

粉料、高温沥青、抗氧化剂进行预混制成混合粉；

4)将镁砂骨料、未浸镁砂颗粒放入混碾机干混，

然后依次加入结合剂、石墨、混合粉混碾，制成混

合料；5)压砖成型，热处理，即得到以浸焦油与沥

青的镁砂为骨料的低碳镁碳砖。该低碳镁碳砖具

有热震稳定性好、抗渣侵蚀性好和高温强度大的

优点，可显著提高砖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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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以浸焦油与沥青的镁砂为骨料的低碳镁碳砖，其特征在于：该低碳镁碳砖按重

量百分比计包含如下组分：浸焦油与沥青的镁砂骨料45～55％、未浸渍镁砂35～45％、石墨

3～5％、高温沥青0.5～1.5％、抗氧化剂2～3％、结合剂2.5～3.5％；所述镁砂骨料是由浸

渍用镁砂在熔融的焦油与中温沥青混合物中充分浸渍得到的固体颗粒，所述浸渍用镁砂按

粒度分为≤6mm且＞3mm、≤3mm且＞1mm两个级配，分别占浸渍用镁砂总重的40～50％和50

～60％；所述未浸渍镁砂按粒径大小分为未浸镁砂颗粒和未浸镁砂粉料两部分，其中，未浸

镁砂颗粒的粒度≤1mm且＞0.088mm，占未浸渍镁砂总重的45～55％；未浸镁砂粉料的粒度

≤0.088mm，占未浸渍镁砂总重的45～55％；所述高温沥青软化点≥14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浸焦油与沥青的镁砂为骨料的低碳镁碳砖，其特征在于：所

述浸渍用镁砂、未浸渍镁砂的化学成分按重量百分比计满足如下要求：MgO≥97.0％，SiO2

≤1.5％，CaO≤1.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浸焦油与沥青的镁砂为骨料的低碳镁碳砖，其特征在于：所

述浸焦油与沥青的镁砂骨料的气孔率≤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浸焦油与沥青的镁砂为骨料的低碳镁碳砖，其特征在于：所

述石墨中，碳的重量百分比≥94％，粒度≤150μm；所述高温沥青105℃烧失量≤5％，粒度≤

150μm；所述抗氧化剂为硅粉与碳化硼按质量比(5～10)∶1进行混合得到的混合物，粒度≤

45μm；所述结合剂为热固性酚醛树脂，固含量≥72％，残碳量≥42％，水分≤5％；所述中温

沥青的软化点在70～90℃。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以浸焦油与沥青的镁砂为骨料的低碳镁碳砖，其

特征在于：所述镁砂骨料的制备包括如下步骤：

1)将焦油和中温沥青按照质量比为(4～5)∶1混合，并加热到120℃～150℃；

2)将所述浸渍用镁砂加入浸渍设备中，抽真空15～20min，再将加热后的焦油与中温沥

青加入浸渍设备中，加压1～1.5MPa，保压1～3小时后卸压；

3)出罐，自然冷却。

6.一种如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以浸焦油与沥青的镁砂为骨料的低碳镁碳砖

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将浸渍用镁砂在熔融的焦油与中温沥青混合物中充分浸渍得到浸焦油与沥青的镁

砂骨料；

2)按所述重量百分比称取镁砂骨料、未浸镁砂颗粒、未浸镁砂粉料、石墨、高温沥青、抗

氧化剂和结合剂，备用；

3)将未浸镁砂粉料、高温沥青、抗氧化剂进行预混，制成混合粉，备用；

4)将镁砂骨料、未浸镁砂颗粒放入混碾机干混1～3min，然后加入结合剂混碾1～3min，

再加入石墨混碾3～5min，最后加入所述混合粉混碾10～15min，制成混合料；

5)将所述混合料放入压砖机成型，在150～250℃下热处理12～36h，即得到以浸焦油与

沥青的镁砂为骨料的低碳镁碳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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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浸焦油与沥青的镁砂为骨料的低碳镁碳砖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低碳镁碳砖，特别是指一种以浸焦油与沥青的镁砂为骨料的低碳

镁碳砖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镁碳砖由于其优良的抗热震性和抗渣侵蚀性，广泛应用于转炉、电炉和精炼炉衬

及钢包渣线部位。随着钢铁工业的发展，冶炼低碳钢、洁净钢的比例越来越大，普通的镁碳

砖暴露出一些如钢水增碳、热损耗高、消耗大量宝贵的石墨资源等问题，因此，低碳镁碳砖

的开发与应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0003] 随着碳含量降低，镁碳砖的热导率下降，其抗热震性能必会下降，从而降低镁碳砖

的使用寿命。为了提高低碳镁碳砖的抗热震性能和抗侵蚀性能，耐火材料工作者主要采取

以下三种措施：1)在镁碳砖中复合添加抗氧化剂以阻止石墨被氧化，这种方法的负面影响

是对材料性能提高有限，制造成本相对太高；2)通过对结合剂进行改性，改善结合炭的炭结

构，这种方法的负面影响便是结合剂改性效果差，制造成本高，不适合工业化生产。3)添加

纳米级的碳源，这种方法的负面影响是纳米碳源难以在基质中均匀分散，影响使用性能。

[0004] 镁碳砖在高温下的抗氧化性能和抗折强度与所用结合剂炭化后形成的炭的结构

密切相关。现有的镁碳砖用结合剂的种类很多，如煤焦油、煤沥青、石油沥青、多元醇、酚醛

树脂和合成树脂等等。研究人员通过改进结合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低碳镁碳砖的抗热

震性能和抗侵蚀性能。

[0005] 张雪松等在《镁碳砖用中间相沥青-酚醛树脂结合剂的研制》(耐火材料,2007,41

(4):271～273)一文中，采用不同软化点的中间相沥青与酚醛树脂进行耦合，制备出了一系

列复合结合剂。其研究结果指出，中间相沥青结合剂与酚醛树脂结合剂二者存在协同作用，

复合结合剂的实际残碳率高于其按二者比例计算得到的理论残碳率。然而，该文献在制备

复合结合剂时，只是简单地将中间相沥青与酚醛树脂的粉末进行混合，并没有进一步制备

成镁碳砖，因此无法衡量其应用到镁碳砖后实际效果。同时，在实际生产镁碳砖时，采用的

是液态酚醛树脂，其粘度较大，沥青在其中的分散效果差，并且会降低树脂的粘度和结合

性；而加热状态下将沥青分散在液态酚醛树脂中，会导致树脂发生固化，降低树脂的粘度及

结合性，影响镁碳砖强度。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以浸焦油与沥青的镁砂为骨料的低碳镁碳砖及其制

备方法，该低碳镁碳砖热震稳定性好，抗渣侵蚀性佳，高温强度大。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提供的以浸焦油与沥青的镁砂为骨料的低碳镁碳砖，

按重量百分比计包含如下组分：浸焦油与沥青的镁砂骨料45～55％、未浸渍镁砂35～45％、

石墨3～5％，高温沥青0.5～1.5％，抗氧化剂2～3％，结合剂2.5～3.5％；所述镁砂骨料是

由浸渍用镁砂在熔融的焦油与中温沥青混合物中充分浸渍得到的固体颗粒，所述浸渍用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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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按粒度分为≤6mm且＞3mm、≤3mm且＞1mm两个级配，分别占浸渍用镁砂总重的40～50％

和50～60％；所述未浸渍镁砂按粒径大小分为未浸镁砂颗粒和未浸镁砂粉料两部分，其中，

未浸镁砂颗粒的粒度≤1mm且＞0.088mm，占未浸渍镁砂总重的45～55％；未浸镁砂粉料的

粒度≤0.088mm，占未浸渍镁砂总重的45～55％。

[0008] 优选地，所述浸渍用镁砂、未浸渍镁砂的化学成分按重量百分比计满足如下要求：

MgO≥97.0％，SiO2≤1.5％，CaO≤1.5％。

[0009] 优选地，浸渍处理后，镁砂骨料中的部分气孔部分气孔被堵塞，使其气孔率(体积

百分比)可达到1％以下。

[0010] 优选地，所述石墨中，碳的重量百分比≥94％，粒度≤150μm；所述高温沥青软化点

≥140℃，105℃烧失量≤5％，粒度≤150μm；所述抗氧化剂为硅粉与碳化硼按质量比(5～

10)∶1进行混合得到的混合物，粒度≤45μm；所述结合剂为热固性酚醛树脂，固含量≥72％，

残碳量≥42％，水分≤5％；所述中温沥青的软化点在70～90℃。

[0011] 优选地，所述镁砂骨料的制备包括如下步骤：1)将焦油和中温沥青按照质量比为

(4～5)∶1混合，并加热到120℃～150℃；2)将所述浸渍用镁砂加入浸渍设备中，抽真空15～

20min，再将加热后的焦油与中温沥青加入浸渍设备中，加压1～1.5MPa，保压1～3小时后卸

压；3)出罐，自然冷却。

[0012] 与传统的改进结合剂的技术路线不同，本发明通过对镁砂骨料进行焦油-沥青浸

渍处理来提高低碳镁碳砖的性能，其有益效果突出表现在：

[0013] 1)通过浸渍处理使镁砂颗粒内部渗入了焦油-沥青，焦油-沥青碳化后在颗粒内部

形成了网状结构，当受到冷热冲击时有利于吸收热应力，减少热应力集中，并抑制裂纹扩

展，从而提高了低碳镁碳砖的热震稳定性能。

[0014] 2)由于焦油-沥青的渗入堵塞了镁砂颗粒中部分气孔，降低了该原料的气孔率，在

使用过程中能减少钢渣对骨料的侵蚀和渗透，从而提高了低碳镁碳砖的抗侵蚀性能。

[0015] 3)浸焦油与沥青处理，增加了骨料与结合剂之间的润湿性，使结合剂能够均匀地

包裹在镁砂骨料和石墨表面，在高温下形成连续的空间网状结构，碳化后形成连续的结合

碳骨架，进而提高材料的高温强度。

[0016] 4)本发明的低碳镁碳砖具有热震稳定性好、抗渣侵蚀性好和高温强度大的优点，

可显著提高砖的使用寿命，达到更好的使用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18] 实施例1

[0019] 本实施例公开的以浸焦油与沥青的镁砂为骨料的低碳镁碳砖，由以下重量百分比

的原料制成：45％的浸焦油与沥青的镁砂骨料、44％的未浸渍镁砂、4％的鳞片石墨、1.5％

的高温沥青、2.5％的抗氧化剂、3％的结合剂。

[0020] 所述镁砂骨料采用浸渍用镁砂浸渍无水焦油与中温沥青得到，按重量比计焦油∶

中温沥青＝4∶1。浸渍用镁砂的粒度分为≤6mm且＞3mm、≤3mm且＞1mm两个级配，重量百分

比分别为43％和57％；浸渍所得镁砂骨料的气孔率≤1％。之所以镁砂骨料采用较大的颗

粒，是因为如果浸渍小颗粒或是细粉，浸渍后会成团，分散不开，导致操作不方便。浸渍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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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温沥青是考虑其软化点低，易于分散。

[0021] 所述未浸渍镁砂按粒径大小分为未浸镁砂颗粒和未浸镁砂粉料两部分，其中，未

浸镁砂颗粒的粒度≤1mm且＞0.088mm，占未浸渍镁砂总重的50％；未浸镁砂粉料的粒度≤

0.088mm，占未浸渍镁砂总重的50％。

[0022] 所述浸渍用镁砂、未浸渍镁砂均为电熔镁砂，MgO含量为97 .5％，SiO2含量为

1.0％，CaO含量为1.5％。

[0023] 所述抗氧化剂为硅粉和碳化硼混合物，混合质量比Si:B4C＝10∶1，粒度≤45μm。

[0024] 所述石墨选用鳞片石墨，牌号为L194，碳的重量百分比为94％，粒度≤148μm。

[0025] 所述高温沥青软化点为145℃，105℃烧失为4.2％，粒度为145μm。高温沥青在本发

明中并非结合剂，而是作为一种原料，其作用是降低材料的气孔率，提高材料的高温强度。

[0026] 所述结合剂为热固性酚醛树脂，固含量为73.8％，残碳量为44％，水分含量为4％。

[0027] 上述低碳镁碳砖的制备步骤如下：

[0028] 1)制备浸焦油与沥青的镁砂骨料：将焦油和中温沥青按比例混合，并加热到120℃

～150℃；再将浸渍用镁砂放在浸渍罐中，抽真空15～20min，随后将加热后的焦油-沥青混

合物灌入浸渍罐中，加压1～1.5MPa，保压1～3小时后卸压，出罐，自然冷却。

[0029] 2)按各实施例给定的重量百分比称取浸焦油与沥青的镁砂骨料、未浸渍镁砂(分

别称取未浸镁砂颗粒和未浸镁砂粉料)、鳞片石墨、高温沥青、抗氧化剂和热固性酚醛树脂，

备用；

[0030] 3)将未浸镁砂粉料、高温沥青、抗氧化剂进行预混，制成混合粉，备用；

[0031] 4)将浸焦油与沥青的镁砂骨料、未浸镁砂颗粒放入混碾机干混1～3min，然后加入

热固性酚醛树脂混碾1～3min，再加入鳞片石墨混碾3～5min，最后加入混合粉混碾10～

15min，制成混合料。

[0032] 5)将混合料放入压砖机成型，在150～250℃下热处理12～36h，即得到以浸焦油与

沥青的镁砂为骨料的低碳镁碳砖。

[0033] 实施例2～5

[0034] 实施例2～5的原料成分详见下表1，其余原料指标与实施例1相同。

[0035] 表1各实施例原料成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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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0037] 实施例2～5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部分工艺参数不同，列于下表2

中。

[0038] 表2各实施例工艺参数表

[0039]

[0040] 性能测试

[0041] 按下述方法对各实施例所制备的以浸焦油与沥青的镁砂为骨料的低碳镁碳砖的

性能进行检测：1)在1400℃埋碳保温0.5h后，检测高温抗折强度；2)采用静态坩埚法评定试

样的抗渣侵蚀性：在80×80×100mm内孔为Ф36×60mm的试样中装入一定量的钢渣，再将试

样放入高温电阻炉中加热至1600℃并保温3h，随炉冷却至室温后将试样纵向对称剖开，测

量侵蚀平均深度；3)采用残余强度保持率评定热震稳定性能：在1100℃埋碳保温30min，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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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1次，检测抗折强度，残余强度保持率％＝热震后强度/热震前强度×100％。检测结果列

于下表3中。

[0042] 表3各实施例制备的低碳镁碳砖的性能试验结果

[0043]

[0044] 从上表可知，各实施例所制备的低碳镁碳砖，高温抗折强度≥11MPa，1100℃保温

30min的残余强度保持率≥87％，1600℃保温3h抗渣效果良好，未见明显侵蚀和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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