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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应用于炉体内壁的高温

耐磨材料，包括主料和辅料，所述主料和辅料的

重量配比为10:2-3；主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

料：锆刚玉细粉19-25份、碳化硅细粉16-20份、改

性电熔莫来石12-18份、复合微粉6-9份、结合剂

18-24份；辅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磷酸二氢

铝水溶液15-20份、氢氧化铝6-9份、石墨烯4-5

份、硼砂0.5-1份、烧结剂1.5-2份、减水剂4-6份；

本发明还公开了该高温耐磨材料的制备方法。本

发明得到一种高温耐磨复合材料，具有很好的耐

磨性、抗侵蚀性和耐冲刷性、热震稳定性以及高

导热性，适用于循环流化床锅炉的耐磨层，能够

延长耐磨层的使用寿命，减少复杂的修补次数、

维护周期及成本。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8页  附图3页

CN 110526726 A

2019.12.03

CN
 1
10
52
67
26
 A



1.一种应用于炉体内壁的高温耐磨材料，其特征在于，包括主料和辅料，所述主料和辅

料的重量配比为10:2-3；

所述主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锆刚玉细粉19-25份、碳化硅细粉16-20份、改性电熔

莫来石12-18份、复合微粉6-9份、结合剂18-24份；

所述复合微粉包括硅微粉和氧化铝微粉，硅微粉和氧化铝微粉的质量之比为3:2；

所述结合剂为铝酸盐水泥；

所述辅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磷酸二氢铝水溶液15-20份、氢氧化铝6-9份、石墨烯

4-5份、硼砂0.5-1份、烧结剂1.5-2份、减水剂4-6份；

所述减水剂为三聚磷酸钠和木质素磺酸钙按照质量之比为10:4-5复配得到的复合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炉体内壁的高温耐磨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烧结

剂为硅酸盐、硼酸、二氧化硅微粉、氧化铝、硅溶胶和甘油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炉体内壁的高温耐磨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改性

电熔莫来石由如下方法制备：

按照质量之比为1:0.6-0.7将电熔莫来石与硅溶胶混合，于室温下以120r/min搅拌25-

30min，抽滤，将产物在60℃真空干燥箱中干燥20h，得到改性电熔莫来石。

4.一种应用于炉体内壁的高温耐磨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第一步、将主料各原料按照重量份混合，150r/min搅拌10-15min，密封包装；

第二步、将辅料各原料按照重量份混合，200r/min搅拌10-15min，用塑料桶保存，密封

包装；

第三步、将主料和辅料按照质量配比混合，一同加入均料装置的物料罐（4）内，旋转螺

纹柱（32）使梯形块（31）下压直至夹紧固定物料罐（4），开启第一轴杆（13）连接的电机，于均

料装置内均质处理150-160s，取出混合物料；

第四步、采用捣打法在120min内将上述混合物料捣打于循环流化床锅炉中所须耐磨层

部位，先于温度25℃和湿度大于90%的条件下养护3d，最后于110℃下干燥24h，于炉体内壁

生成高温耐磨材料。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应用于炉体内壁的高温耐磨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第三步中所述均料装置，包括支撑装置（1）、承载装置（2）和固定装置（3），承载装置（2）

安装于支撑装置（1）上，固定装置（3）安装于承载装置（2）上；

支撑装置（1）包括底座（11），底座（11）的上表面边缘位置固设有第一凸台（12），第一凸

台（12）的表面贯穿安装有第一轴杆（13），第一轴杆（13）的另一端固定有连接块（14），连接

块（14）的一端固定于第一轴杆（13）上，另一端安装于承载装置（2）上；底座（11）的两个侧表

面均布固设有第一连接柱（15），第一连接柱（15）上固定有第一连杆（16），第一连杆（16）另

一端活动连接有第二连杆（17），第二连杆（17）另一端活动连接有第三连杆（18），第三连杆

（18）的另一端固定于承载装置（2）上；

承载装置（2）包括承载底板（21）和固定于承载底板（21）上表面固定的四方形框体

（22），承载底板（21）的下表面边缘位置固定有第二凸台（23），第二凸台（23）的表面固定有

第二轴杆（24），第二轴杆（24）的表面安装有联动杆（25），联动杆（25）一端与第二轴杆（24）

转动连接，另一端与连接块（14）转动连接；承载底板（21）的两侧表面均布固设有第二连接

柱（26），第二连接柱（26）上固定有第三连杆（18）；承载底板（21）的上表面沿长度方向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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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条平行的条形限位槽（27），四方形框体（22）的一块侧板的表面垂直固定有限位柱

（28）；承载底板（21）的上表面固定有第一弹簧（291）和限位杆（292），承载底板（21）的上表

面开有第一螺纹通孔（290）；

联动装置（3）包括梯形块（31）、螺纹柱（32）和滑动板（33），梯形块（31）的表面沿高度方

向开设有第二螺纹通孔（3101）和圆形通孔（3102），圆形通孔（3102）与限位杆（29）配合，第

二螺纹通孔（3101）与螺纹柱（32）螺纹配合，螺纹柱（32）贯穿第二螺纹通孔（3101）安装于承

载底板（21）上；梯形块（31）通过第一弹簧（28）安装于承载底板（21）上；滑动板（33）的下表

面固设有两个限位凸条（3301），限位凸条（3301）与条形限位槽（27）滑动配合，滑动板（33）

的表面固定有限位筒（3302），限位筒（3302）与限位柱（28）配合，限位筒（3302）套设于限位

柱（28）上；限位筒（3302）的周侧套设有第二弹簧（3303），第二弹簧（3303）一端固定于滑动

板（33）的表面，另一端固定于四方形框体（22）的内侧表面。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应用于炉体内壁的高温耐磨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一轴杆（13）通过轴承贯穿安装于第一凸台（12）上且第一轴杆（13）的一端连接有

电机。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应用于炉体内壁的高温耐磨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四方形框体（22）固设有限位柱（28）的侧板与条形限位槽（27）垂直且限位柱（28）朝向该

侧板内侧。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应用于炉体内壁的高温耐磨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一螺纹通孔（290）与第一弹簧（291）同轴线设置。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应用于炉体内壁的高温耐磨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螺纹柱（32）通过第一螺纹通孔（290）安装于承载底板（21）上。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应用于炉体内壁的高温耐磨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一弹簧（291）的一端固定于承载底板（21）的表面，另一端固定于梯形块（31）的表

面，第一弹簧（291）套设于螺纹柱（32）的表面且不与其接触，梯形块（31）较小四边形的面与

承载底板（21）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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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于炉体内壁的高温耐磨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耐磨材料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应用于炉体内壁的高温耐磨材

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循环流化床锅炉是一种高效率低污染的新型锅炉，它具有适应煤种广泛，能烧劣

质煤，带负荷能力强，燃烧稳定的特点。并且它的低温燃烧特性，能有效的遏止氮氧化物的

排放，加烧石灰石能炉内脱硫，因此，它是纯凝气式小电厂改造为综合利用型电厂的必选炉

型，也是新上热电厂的必选炉型。但是这种炉型特殊的炉墙内衬对材料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燃烧室是循环流化床锅炉比较重要的部位，这里的工作温度为800-1000℃，流化速度为4-

6m/s，虽然流化速度不高，但这里为浓相区且粒度大，磨损严重，因此这里的炉体内壁要选

用高强耐磨耐高温的材料。

[0003] 专利号为CN200810049223.1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电力锅炉烟道用高温耐

磨复合涂料，采用现代复合材料的原理，利用颗粒增强和纤维增韧耦合的方法，加入高性能

原料，以纳米复合粉体为结合剂，用硬质高强粒子作增强剂，极大提高材料地强度和韧性，

大幅提高材料的高温性能，在高温条件形成莫来石网络复合结构，改善材料的高温体积稳

定性和耐磨性能，延长使用寿命。但是该耐磨材料由于采用纳米复合粉体作为结合剂，其与

耐火材料基质的相容性不高，使得到的材料在性能上仍然不能满足要求炉体的使用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应用于炉体内壁的高温耐磨材料及其制备方法，该高

温耐磨材料的主料包括锆刚玉细粉、碳化硅细粉、改性电熔莫来石和复合微粉，可以提高材

料的体积密度、强度和导热系数，降低显孔率；采用的烧结剂能增强材料的亲和力；辅料中

含有氢氧化铝、石墨烯等可以进一步增加材料耐高温性、稳定性以及高导热性；本发明采用

特制的均料装置对主料和辅料进行处理，不仅能够使材料中的颗粒均匀分布，而且能够排

出材料内的空气，并且材料中的颗粒不会受到破坏，使各原料颗粒均能稳定发挥作用；本发

明得到一种高温耐磨复合材料，具有很好的耐磨性、抗侵蚀性和耐冲刷性、热震稳定性以及

高导热性，适用于循环流化床锅炉的耐磨层，能够延长耐磨层的使用寿命，减少复杂的修补

次数、维护周期及成本。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一种应用于炉体内壁的高温耐磨材料，包括主料和辅料，所述主料和辅料的重量配比

为10:2-3；

所述主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锆刚玉细粉19-25份、碳化硅细粉16-20份、改性电熔

莫来石12-18份、复合微粉6-9份、结合剂18-24份；

所述复合微粉包括硅微粉和氧化铝微粉，硅微粉和氧化铝微粉的质量之比为3:2；

所述结合剂为铝酸盐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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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辅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磷酸二氢铝水溶液15-20份、氢氧化铝6-9份、石墨烯

4-5份、硼砂0.5-1份、烧结剂1.5-2份、减水剂4-6份；

所述减水剂为三聚磷酸钠和木质素磺酸钙按照质量之比为10:4-5复配得到的复合物。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烧结剂为硅酸盐、硼酸、二氧化硅微粉、氧化铝、硅溶胶和甘油中的

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改性电熔莫来石由如下方法制备：

按照质量之比为1:0.6-0.7将电熔莫来石与硅溶胶混合，于室温下以120r/min搅拌25-

30min，抽滤，将产物在60℃真空干燥箱中干燥20h，得到改性电熔莫来石。

[0008] 一种应用于炉体内壁的高温耐磨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第一步、将主料各原料按照重量份混合，150r/min搅拌10-15min，密封包装；

第二步、将辅料各原料按照重量份混合，200r/min搅拌10-15min，用塑料桶保存，密封

包装；

第三步、将主料和辅料按照质量配比混合，一同加入均料装置的物料罐内，旋转螺纹柱

使梯形块下压直至夹紧固定物料罐，开启第一轴杆连接的电机，于均料装置内均质处理

150-160s，取出混合物料；

第四步、采用捣打法在120min内将上述混合物料捣打于循环流化床锅炉中所须耐磨层

部位，先于温度25℃和湿度大于90%的条件下养护3d，最后于110℃下干燥24h，于炉体内壁

生成高温耐磨材料。

[0009] 进一步地，第三步中所述均料装置，包括支撑装置、承载装置和固定装置，承载装

置安装于支撑装置上，固定装置安装于承载装置上；

支撑装置包括底座，底座的上表面边缘位置固设有第一凸台，第一凸台的表面贯穿安

装有第一轴杆，第一轴杆的另一端固定有连接块，连接块的一端固定于第一轴杆上，另一端

安装于承载装置上；底座的两个侧表面均布固设有第一连接柱，第一连接柱上固定有第一

连杆，第一连杆另一端活动连接有第二连杆，第二连杆另一端活动连接有第三连杆，第三连

杆的另一端固定于承载装置上；

承载装置包括承载底板和固定于承载底板上表面固定的四方形框体，承载底板的下表

面边缘位置固定有第二凸台，第二凸台的表面固定有第二轴杆，第二轴杆的表面安装有联

动杆，联动杆一端与第二轴杆转动连接，另一端与连接块转动连接；承载底板的两侧表面均

布固设有第二连接柱，第二连接柱上固定有第三连杆；承载底板的上表面沿长度方向开设

有两条平行的条形限位槽，四方形框体的一块侧板的表面垂直固定有限位柱；承载底板的

上表面固定有第一弹簧和限位杆，承载底板的上表面开有第一螺纹通孔；

联动装置包括梯形块、螺纹柱和滑动板，梯形块的表面沿高度方向开设有第二螺纹通

孔和圆形通孔，圆形通孔与限位杆配合，第二螺纹通孔与螺纹柱螺纹配合，螺纹柱贯穿第二

螺纹通孔安装于承载底板上；梯形块通过第一弹簧安装于承载底板上；滑动板的下表面固

设有两个限位凸条，限位凸条与条形限位槽滑动配合，滑动板的表面固定有限位筒，限位筒

与限位柱配合，限位筒套设于限位柱上；限位筒的周侧套设有第二弹簧，第二弹簧一端固定

于滑动板的表面，另一端固定于四方形框体的内侧表面。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轴杆通过轴承贯穿安装于第一凸台上且第一轴杆的一端连接

有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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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地，四方形框体固设有限位柱的侧板与条形限位槽垂直且限位柱朝向该侧

板内侧。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螺纹通孔与第一弹簧同轴线设置。

[0013] 进一步地，所述螺纹柱通过第一螺纹通孔安装于承载底板上。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弹簧的一端固定于承载底板的表面，另一端固定于梯形块的

表面，第一弹簧套设于螺纹柱的表面且不与其接触，梯形块较小四边形的面与承载底板相

对。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本发明的主料中包括改性电熔莫来石，电熔莫来石通过硅溶胶处理后，其颗粒被一层

二氧化硅膜包裹住，硅溶胶堵塞了莫来石表面的气孔，在烧成过程中，莫来石表面的SiO2会

与材料中的基质产生结合，提高材料的耐压强度，使得材料具有更低的显气孔率和更高的

耐压强度；

本发明采用特制的均料装置对主料和辅料的混合物进行处理，将混合物料放置于均料

装置的物料罐内，旋转螺纹柱使梯形块下压直至夹紧固定好物料罐，开启第一轴杆连接的

电机，在电机的驱动下，整个承载装置带动物料罐做沿水平方向的左右上下振动，并且可通

过调整电机的频率实现振动频率的调整；物料在高频率的振动下，坯料质点相互撞击，其中

的动摩擦代替了质点间的静摩擦，坯料变成具有流动性的颗粒，由于得到振动输入的能量，

颗粒在坯料内部具有三度空间的活动能力，使颗粒能够密集并填充于物料罐的各个角落而

将材料内部的空气排挤出去，因此，采用该均料装置的振动方式进行均料处理，一方面，能

够使得颗粒均匀分布于材料体系内，并使材料体系内的空气排挤除去，另外一方面，物料的

颗粒不会被破坏，进而不会影响成型后材料的耐磨、耐高温等性能，实现均质化处理，使得

耐磨材料能够充分发挥各原料的性能；

本发明的主料包括锆刚玉细粉、碳化硅细粉、改性电熔莫来石和复合微粉，可以提高材

料的体积密度、强度和导热系数，降低显孔率；采用的烧结剂能增强材料的亲和力；辅料中

含有氢氧化铝、石墨烯等可以进一步增加材料耐高温性、稳定性以及高导热性；本发明采用

特制的均料装置对主料和辅料进行处理，不仅能够使材料中的颗粒均匀分布，而且能够排

出材料内的空气，并且材料中的颗粒不会受到破坏，使各原料颗粒均能稳定发挥作用；本发

明得到一种高温耐磨复合材料，具有很好的耐磨性、抗侵蚀性和耐冲刷性、热震稳定性以及

高导热性，适用于循环流化床锅炉的耐磨层，能够延长耐磨层的使用寿命，减少复杂的修补

次数、维护周期及成本。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均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均料装置的支撑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均料装置的承载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均料装置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图5为图4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图6为图4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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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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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

范围。

[0019] 一种应用于炉体内壁的高温耐磨材料，包括主料和辅料，主料和辅料的重量配比

为10:2-3；

其中，主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锆刚玉细粉19-25份、碳化硅细粉16-20份、改性电

熔莫来石12-18份、复合微粉6-9份、结合剂18-24份；

辅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磷酸二氢铝水溶液15-20份（磷酸二氢铝水溶液的质量分

数为80%）、氢氧化铝6-9份、石墨烯4-5份、硼砂0.5-1份、烧结剂1.5-2份、减水剂4-6份；

其中，复合微粉包括硅微粉和氧化铝微粉，硅微粉和氧化铝微粉的质量之比为3:2；复

合微粉有促进刚玉制品烧结的作用，可促进颗粒与基质的结合，减少制品的气孔，并且能够

增强填充性，改善施工性，降低显气孔率；

结合剂为铝酸盐水泥；

减水剂为三聚磷酸钠和木质素磺酸钙按照质量之比为10:4-5复配得到的复合物；

烧结剂为硅酸盐、硼酸、二氧化硅微粉、氧化铝、硅溶胶和甘油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所述改性电熔莫来石由如下方法制备：

按照质量之比为1:0.6-0.7将电熔莫来石与硅溶胶（硅溶胶的固含量为25wt%，PH=9.0）

混合，于室温下以120r/min搅拌25-30min，抽滤，将产物在60℃真空干燥箱中干燥20h，得到

改性电熔莫来石；

通过硅溶胶处理后，电熔莫来石被一层二氧化硅膜包裹住，硅溶胶堵塞了莫来石表面

的气孔，在烧成过程中，莫来石表面的SiO2会与材料中的基质产生结合，提高材料的耐压强

度，使得材料具有更低的显气孔率和更高的耐压强度；

该耐磨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第一步、将主料各原料按照重量份混合，150r/min搅拌10-15min，密封包装；

第二步、将辅料各原料按照重量份混合，200r/min搅拌10-15min，用塑料桶保存，密封

包装；

第三步、将主料和辅料按照质量配比混合，一同加入均料装置的物料罐4内，旋转螺纹

柱32使梯形块31下压直至夹紧固定物料罐4，开启第一轴杆13连接的电机，于均料装置内均

质处理150-160s，取出混合物料；

第四步、采用捣打法在120min内将上述混合物料捣打于循环流化床锅炉中所须耐磨层

部位，先于温度25℃和湿度大于90%的条件下养护3d，最后于110℃下干燥24h，于炉体内壁

生成高温耐磨材料。

[0020] 请参阅图1-6所示，第三步中所述均料装置，如图1所示，包括支撑装置1、承载装置

2和固定装置3，承载装置2安装于支撑装置1上，固定装置3安装于承载装置2上；

如图2所示，支撑装置1包括底座11，底座11的上表面边缘位置固设有第一凸台12，第一

凸台12的表面贯穿安装有第一轴杆13，较优的，第一轴杆13通过轴承贯穿安装于第一凸台

12上且第一轴杆13的一端连接有电机，第一轴杆13的另一端固定有连接块14，连接块1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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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固定于第一轴杆13上，另一端安装于承载装置2上；底座11的两个侧表面均布固设有第

一连接柱15，第一连接柱15上固定有第一连杆16，第一连杆16另一端活动连接有第二连杆

17，第二连杆17另一端活动连接有第三连杆18，第三连杆18的另一端固定于承载装置2上；

如图3所示，承载装置2包括承载底板21和固定于承载底板21上表面固定的四方形框体

22，承载底板21的下表面边缘位置固定有第二凸台23，第二凸台23的表面固定有第二轴杆

24，第二轴杆24的表面安装有联动杆25，联动杆25一端与第二轴杆24转动连接，另一端与连

接块14转动连接；承载底板21的两侧表面均布固设有第二连接柱26，第二连接柱26上固定

有第三连杆18；承载底板21的上表面沿长度方向开设有两条平行的条形限位槽27，四方形

框体22的一块侧板的表面垂直固定有限位柱28，该侧板与条形限位槽27垂直且限位柱28朝

向该侧板内侧；承载底板21的上表面还固定有第一弹簧291和限位杆292，承载底板21的上

表面还开有第一螺纹通孔290，较优的，第一螺纹通孔290与第一弹簧291同轴线设置；

如图4-6所示，联动装置3包括梯形块31、螺纹柱32和滑动板33，梯形块31的表面沿高度

方向开设有第二螺纹通孔3101和圆形通孔3102，圆形通孔3102与限位杆29配合，第二螺纹

通孔3101与螺纹柱32螺纹配合，螺纹柱32贯穿第二螺纹通孔3101安装于承载底板21上，较

优的，螺纹柱32通过第一螺纹通孔290安装于承载底板21上，螺纹柱32的顶端固定有把手

3201，通过旋转把手3201实现螺纹柱32旋转；梯形块31通过第一弹簧28安装于承载底板21

上，具体的，第一弹簧291的一端固定于承载底板21的表面，另一端固定于梯形块31的表面，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弹簧291套设于螺纹柱32的表面但不与其接触，梯形块31较小四边形的

面与承载底板21相对；滑动板33的下表面固设有两个限位凸条3301，限位凸条3301与条形

限位槽27滑动配合，滑动板33的表面固定有限位筒3302，限位筒3302与限位柱28配合，限位

筒3302套设于限位柱28上；限位筒3302的周侧还套设有第二弹簧3303，第二弹簧3303一端

固定于滑动板33的表面，另一端固定于四方形框体22的内侧表面；

该均料装置的工作原理及方式：

第一轴杆13连接的电机驱动其旋转时，带动固定于其上的连接块14旋转，由于联动杆

25以及三根连杆（第一连杆16、第二连杆17和第三连杆18）的传动作用，使得联动杆25带动

承载底板21及四方形框体22组成的框架做沿水平方向的左右上下振动；

物料罐4放置于承载底板21上且位于梯形块31和滑动板33之间，通过旋转螺纹柱32，由

于梯形块31与螺纹柱32螺纹配合且在限位杆292的限位左右下，梯形块31会沿竖直方向移

动，当梯形块31下移时，梯形块31的斜面对物料罐4进行挤压，物料罐4再通过挤压滑动块

33，使滑动块33向外侧移动并不断压紧第二弹簧3303，在梯形块31的挤压以及第二弹簧

3304的形变力作用下，物料罐4逐渐被固定卡紧，使得整个物料罐4被稳固固定在承载装置2

上；

将物料放置于物料罐4内，旋转螺纹柱32使梯形块31下压直至夹紧固定好物料罐4，开

启第一轴杆13连接的电机，在电机的驱动下，整个承载装置2带动物料罐4做沿水平方向的

左右上下振动，并且可通过调整电机的频率实现振动频率的调整；物料在高频率的振动下，

坯料质点相互撞击，其中的动摩擦代替了质点间的静摩擦，坯料变成具有流动性的颗粒，由

于得到振动输入的能量，颗粒在坯料内部具有三度空间的活动能力，使颗粒能够密集并填

充于物料罐的各个角落而将材料内部的空气排挤出去，因此，采用该均料装置的振动方式

进行均料处理，一方面，能够使得颗粒均匀分布于材料体系内，并使材料体系内的空气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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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另外一方面，物料的颗粒不会被破坏，进而不会影响成型后材料的耐磨、耐高温等性

能，实现均质化处理，使得耐磨材料能够充分发挥各原料的性能。

[0021] 实施例1

一种应用于炉体内壁的高温耐磨材料，包括主料和辅料，主料和辅料的重量配比为10:

2；

主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锆刚玉细粉19份、碳化硅细粉16份、改性电熔莫来石12

份、复合微粉6份、结合剂18份；

辅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磷酸二氢铝水溶液15份、氢氧化铝6份、石墨烯4份、硼砂

0.5份、烧结剂1.5份、减水剂4份；

该耐磨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第一步、将主料各原料按照重量份混合，150r/min搅拌10min，密封包装；

第二步、将辅料各原料按照重量份混合，200r/min搅拌10min，用塑料桶保存，密封包

装；

第三步、将主料和辅料按照质量配比混合，一同加入均料装置的物料罐4内，旋转螺纹

柱32使梯形块31下压直至夹紧固定物料罐4，开启第一轴杆13连接的电机，于均料装置内均

质处理150s，取出混合物料；

第四步、将混合物料通过成型制备成20cm×5cm×5cm的测试小块，再于100℃下干燥

24h。

[0022] 实施例2

一种应用于炉体内壁的高温耐磨材料，包括主料和辅料，主料和辅料的重量配比为10:

2.5；

主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锆刚玉细粉22份、碳化硅细粉18份、改性电熔莫来石14

份、复合微粉7.5份、结合剂21份；

辅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磷酸二氢铝水溶液18份、氢氧化铝7.5份、石墨烯4.5份、

硼砂0.7份、烧结剂1.8份、减水剂5份；

该耐磨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第一步、将主料各原料按照重量份混合，150r/min搅拌12min，密封包装；

第二步、将辅料各原料按照重量份混合，200r/min搅拌12min，用塑料桶保存，密封包

装；

第三步、将主料和辅料按照质量配比混合，一同加入均料装置的物料罐4内，旋转螺纹

柱32使梯形块31下压直至夹紧固定物料罐4，开启第一轴杆13连接的电机，于均料装置内均

质处理155s，取出混合物料；

第四步、将混合物料通过成型制备成20cm×5cm×5cm的测试小块，再于100℃下干燥

24h。

[0023] 实施例3

一种应用于炉体内壁的高温耐磨材料，包括主料和辅料，主料和辅料的重量配比为10:

3；

主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锆刚玉细粉25份、碳化硅细粉20份、改性电熔莫来石18

份、复合微粉9份、结合剂2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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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磷酸二氢铝水溶液20份、氢氧化铝9份、石墨烯5份、硼砂1

份、烧结剂2份、减水剂6份；

该耐磨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第一步、将主料各原料按照重量份混合，150r/min搅拌15min，密封包装；

第二步、将辅料各原料按照重量份混合，200r/min搅拌15min，用塑料桶保存，密封包

装；

第三步、将主料和辅料按照质量配比混合，一同加入均料装置的物料罐4内，旋转螺纹

柱32使梯形块31下压直至夹紧固定物料罐4，开启第一轴杆13连接的电机，于均料装置内均

质处理160s，取出混合物料；

第四步、将混合物料通过成型制备成20cm×5cm×5cm的测试小块，再于100℃下干燥

24h。

[0024] 对比例1

将实施例1中的改性电熔莫来石换成普通电熔莫来石，其余制备过程不变。

[0025] 对比例2

实施例1中制备方法第三步中，将主料和辅料按普通方式混合。

[0026] 对比例3

普通的锅炉用耐磨材料。

[0027] 对实施例1-3和对比例1-3制得的测试材料做如下性能测试：

按照GB/T  5766-2007测定硬度；按照GB/T  3001-2000测试抗折强度和抗压强度；按GB 

5763-2008的规定，在0.98MPa、500r/min的条件下分别测量100℃、200℃、300℃时试件的摩

擦力和磨损率，测试结果如下表：

可知，实施例1-3制得的耐磨材料的洛氏硬度为63.5-64.2，抗折强度为20.6-22.3MPa，

抗压强度为125-129MPa，相较于对比例1，说明通过硅溶胶处理的电熔莫来石能提高材料的

耐压强度，使得材料具有更高的耐压强度；随着温度的升高，材料的摩擦因数和磨损率变化

很小，相较于对比例2，通过本发明特制的均料装置对主料和辅料进行处理，能够使得原料

各颗粒均匀分布于材料中，还能排掉材料中的空气，使各原料颗粒更好的发挥其作用；本发

明得到一种高温耐磨的复合材料，适用于炉体内壁。

[0028] 以上公开的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只是用于帮助阐述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并没有详尽

叙述所有的细节，也不限制该发明仅为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显然，根据本说明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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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很多的修改和变化。本说明书选取并具体描述这些实施例，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本发明

的原理和实际应用，从而使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能很好地理解和利用本发明。本发明仅

受权利要求书及其全部范围和等效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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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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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13

CN 110526726 A

13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4

CN 110526726 A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RA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