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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延长高炉主沟使用寿命

的方法，步骤包括：在所述高炉主沟钢槽内部由

内(热面)向外(冷面)依次设置内衬、微孔碳砖

层、冷却壁，所述内衬为微孔刚玉砖层。本发明采

用的内衬耐材自身不易被渣铁熔蚀、耐机械冲

刷，通过冷却壁降低内衬耐材表面的温度，使内

衬耐材表面结一层渣铁保护层，从而使内衬形成

自我保护，使主沟表面的耐材侵蚀减缓或免受侵

蚀，从而延长高炉主沟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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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延长高炉主沟使用寿命的方法，步骤包括：将高炉主沟大梁改为预制件，在所述

高炉主沟大梁的钢槽内壁及槽底先铺设厚度为100～200mm的冷却壁，再依次砌筑厚度为

400～700mm的微孔碳砖层、以及作为内衬的厚度为100～400mm的微孔刚玉砖层，在砌筑内

衬时，将主沟大梁横放，两头嵌入内衬中，形成挡渣器，采用刚玉料自流浇注堵塞所述预制

件与主沟之间的间隙，在所述微孔碳砖层和微孔刚玉砖层之间埋入电偶，其中，以质量百分

比计，所述微孔刚玉砖中Al2O3含量在83％以上，SiO2含量在7％以下，所述微孔刚玉砖的抗

渣侵蚀性≤10％，抗铁水溶蚀指数≤1.5％，孔径≤1.0μm，体积密度3.0～3.2g/cm3，所述微

孔碳砖的孔径≤1.0μm，体积密度1.68～1.69g/cm3，调节所述冷却壁内冷却水量，使微孔刚

玉砖表面温度低于渣铁液凝固点，所述微孔刚玉砖层出现侵蚀后将侵蚀的微孔刚玉砖扒

除，重新砌筑，烘干泥浆水分后使用。

2.采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延长高炉主沟使用寿命的方法修建得到的高炉主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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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延长高炉主沟使用寿命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高炉主沟设计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延长高炉主沟使用寿命的方

法，可运用到大修或新建高炉的主沟设计、投入运营的高炉主沟大修改建。

背景技术

[0002] 在高炉炼铁生产工艺中，高炉主沟是渣、铁液流经并分离的通道。在主沟内，渣、铁

液因比重不同，铁水渣铁自行分离，铁水经砂口进入铁水装载工具，运送到炼钢或铸铁工

序，渣液被撇渣器挡住进入渣处理系统，因此高炉主沟是高炉炼铁的必要设备，高炉主沟的

使用寿命和维护维修事关炼铁的效益和效率。

[0003] 大型高炉一般采用四条主沟，两条出铁使用，两条作为备用，当出铁主沟侵蚀到一

定程度就倒用备用铁口，对原出铁主沟进行检修、浇注、烘烤作为备用。中、小型高炉采用两

条主沟设计，一用一备，或者两用，哪条主沟需要检修时，另一条主沟连续使用，由于传统主

沟检修时间长，对出铁组织和炉况产生一定影响。

[0004] 高温的渣铁液在主沟里快速流动，对主沟内的耐材产生冲刷作用；渣铁液里的部

分成分与耐材发生反应；耐材内部温差大，产生裂纹，剥落。这些因素导致主沟的耐火材料

侵蚀，即使用较好的耐火材料，通铁量20万吨/次左右，大型高炉的使用周期在40天左右，高

炉就要倒用备用铁口，对原主沟重新浇注。在浇注之前，清理主沟内表面的残剩的耐材，约

30吨左右，再下沟模，重新浇注主沟，小型的检修(主沟长度按10m长度计算)需要浇注料60

吨左右，而大修则需要耐火材料140吨左右。耐火材料定型后，起出沟模，用焦炉煤气火烘

烤。主沟清理、浇注、起模用时10天，煤气烘烤30天。浪费大量的耐火材料和煤气，增加了固

废；同时也需要增加相应的开口机、泥炮、防尘、摆动流嘴或延长渣铁沟等设备投资。

[0005] 传统主沟由于材料本身的成分、制作工艺以及保护措施不到位，传统主沟寿命较

短。传统主沟的工作层耐材中含有SiC、SiO2，SiC容易氧化，SiO2容易被CaO熔蚀。无水冷却，

耐材温度高，耐材表面不能形成保护层，导致主沟耐材容易被高温侵蚀，即使采用水冷，因

整体导热差，会在耐材内部形成裂纹，使前端耐材更容易侵蚀，达不到水冷应有的效果。同

时其制作工艺是将耐火材料和结合剂混合搅拌后自流浇注而成，导致主沟耐材体积密度

低，内部空隙度大，抗扎铁水机械冲刷能力差。

发明内容

[0006] 有鉴于此，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延长高炉主沟使用寿命的方

法，该方法使主沟表面的耐材侵蚀减缓或免受侵蚀，从而延长高炉主沟的寿命。

[0007] 本发明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延长高炉主沟使用寿命的方法，步骤包括：在所述高

炉主沟大梁的钢槽内部由内(热面)向外(冷面)依次设置内衬、微孔碳砖层、冷却壁，所述内

衬为微孔刚玉砖层。

[0008] 本发明采用微孔刚玉作为主沟内衬，该内衬耐材自身不会被渣铁熔蚀、耐机械冲

刷。所述内衬耐材能够形成自我保护，通过冷却壁降低内衬耐材表面的温度，使内衬耐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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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结一层渣铁保护层，隔绝渣铁液避免直接与内衬耐材直接接触，既降低其表面温度，同时

又可避免机械冲刷。整个系统传热通畅，避免了内衬耐材内部产生裂纹而影响寿命。

[0009] 优选的，以质量百分比计，所述微孔刚玉砖中Al2O3含量在83％以上，SiO2含量在

7％以下，与渣铁直接接触不会与渣、铁发生化学反应，本身不会熔损。

[0010] 更加优选的，所述微孔刚玉砖的抗渣侵蚀性≤10％，抗铁水溶蚀指数≤1.5％，孔

径≤1.0μm，孔容积率≥70％，体积密度3.0～3.2g/cm3。所述微孔刚玉经压制而成，体积密

度大，气孔少，耐机械冲刷，抗渣铁侵蚀性能优异，因此微孔刚玉作为内衬比传统主沟浇注

料耐侵蚀。

[0011] 优选的，所述微孔碳砖的孔径≤1.0μm，小于1μm孔容积率≥70％，体积密度1.68～

1.69g/cm3，该微孔碳砖具备高导热性能，使热量传输通畅，使微孔刚玉砖表面温度下降，形

成渣铁保护壳，防止微孔刚玉砖的侵蚀，延长主沟的寿命。

[0012] 优选的，所述内衬厚度为100～400mm，所述微孔碳砖层厚度为400～700mm，所述冷

却壁厚度为100～200mm。

[0013] 优选的，调节所述冷却壁内冷却水量，使微孔刚玉砖表面温度低于渣铁液凝固点。

从而在微孔刚玉砖表面凝结渣铁壳，避免渣铁液对微孔刚玉砖的机械冲刷，也防止渣铁液

对刚玉砖的直接侵蚀产生渣铁侵蚀。更加优选的，调节冷却水量使微孔刚玉砖表面温度低

于1150℃。

[0014] 优选的，所述微孔刚玉砖层出现侵蚀后将侵蚀的微孔刚玉砖扒除，重新砌筑，烘干

泥浆水分后使用。即使表层的微孔刚玉砖侵蚀完毕，因某些原因暂时不能砌筑微孔刚玉砖，

其外层的微孔碳砖高导热性能和抗渣铁侵蚀性能，也可以保障主沟的正常使用，等待机会

砌筑微孔刚玉砖修复。

[0015] 优选的，所述微孔碳砖层和微孔刚玉砖层之间埋入电偶，以测量炭砖热面温度，为

自动调节水量和扒微孔刚玉砖检修提供依据。

[0016] 优选的，所述高炉主沟的大梁为预制件，采用刚玉料自流浇注堵塞所述预制件与

主沟之间的间隙。避免渣液从间隙进入铁水罐中。

[0017] 本发明第二方面提供了采用上述延长高炉主沟使用寿命的方法修建得到的高炉

主沟，所述高炉主沟的断面示意图如附图1所示。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9] 本发明通过在内衬表面形成渣铁保护层，避免渣铁液直接对微孔刚玉砖的冲刷、

侵蚀，从而减缓微孔刚玉砖的侵蚀，实现主沟长寿，且维护维修方便，检修时间短，对出铁组

织和炉况影响较小。采用本发明提供的高炉主沟长寿技术仅需一次性增加冷却壁、微孔碳

砖、刚玉的投资，成本较低，且能够省去备用铁口投资也节省了耐火材料，还可以减少备用

铁口、主沟以及相应的泥炮、开口机等设备投资，实用性强。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采用本发明所述延长高炉主沟使用寿命的方法修建得到的高炉主沟的断面

示意图。

[0021] 其中，1为主沟钢槽，2为冷却壁，3为微孔碳砖层，4为内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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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文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更全面、细致地描述，但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以下具体的实施例。

[0023] 除非另有定义，下文中所使用的所有专业术语与本领域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

相同。本文中所使用的专业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例的目的，并不是旨在限制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0024] 除非另有特别说明，本发明中用到的各种原材料、试剂、仪器和设备等，均可通过

市场购买得到或者可通过现有方法制备得到。

[002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延长高炉主沟使用寿命的方法，步骤包括：在所述高炉主沟大

梁的钢槽内部由内向外依次设置厚度为100～400mm的内衬、厚度为400～700mm的微孔碳砖

层、厚度为100～200mm的冷却壁，所述内衬为微孔刚玉砖层。以质量百分比计，所述微孔刚

玉砖中Al2O3含量在83％以上，SiO2含量在7％以下，微孔刚玉砖的抗渣侵蚀性≤10％，抗铁

水溶蚀指数≤1.5％，孔径≤1.0μm，孔容积率≥70％，体积密度3.2g/cm3。所述微孔碳砖的

孔径≤1.0μm，小于1μm孔容积率≥70％，体积密度1.68～1.69g/cm3。所述高炉主沟大梁为

预制件，采用刚玉料自流浇注堵塞所述预制件与主沟之间的间隙。所述微孔碳砖层和微孔

刚玉砖层之间埋入电偶，以测量炭砖热面温度，在使用过程中，调节所述冷却壁内冷却水

量，使微孔刚玉砖表面温度低于渣铁液凝固点1150℃。所述微孔刚玉砖层出现侵蚀后可将

侵蚀的微孔刚玉砖扒除，重新砌筑，烘干泥浆水分后即可使用。

[0026] 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申请的一种延长高炉主沟使用寿命的方法进行详细

说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延长高炉主沟使用寿命的方法，步骤包括：

[0029] 在所述高炉主沟的钢槽内壁及槽底先铺设厚度为120mm的冷却壁，再依次砌筑厚

度为500mm的超微孔碳砖层、以及作为内衬的厚度为380mm的微孔刚玉砖层。所述微孔碳砖

层和微孔刚玉砖层之间埋入电偶以测量炭砖热面温度。将高炉主沟大梁改为预制件，在砌

筑内衬时，将主沟大梁横放，两头嵌入内衬中，形成挡渣器。

[0030] 以质量百分比计，所述微孔刚玉砖中Al2O3含量为85％，SiO2含量为6％，微孔刚玉

砖的抗渣侵蚀性≤10％，抗铁水溶蚀指数≤1.5％，孔径≤1.0μm，孔容积率≥70％，体积密

度3.2g/cm3。所述微孔碳砖的孔径≤1.0μm，小于1μm孔容积率≥80％，体积密度1.69g/cm3。

[0031] 砌筑完成后，烘干泥浆水分投入使用，在使用过程中，调节所述冷却壁内冷却水

量，微孔碳砖的高导热性能和冷却壁系统使热量传输通畅，使微孔刚玉砖表面温度低于渣

铁液凝固点1150℃，在微孔刚玉砖表面凝结渣铁壳，防止微孔刚玉专的侵蚀，延长主沟的寿

命。

[0032] 使用一段时间后，大梁侵蚀或砂口过渣时，将旧的大梁吊开，换上新的大梁，并采

用刚玉料自流浇注堵塞所述预制件与主沟之间的间隙。当微孔刚玉砖出现侵蚀，可以将原

来的微空刚玉砖扒掉，重新砌筑，烘干泥浆水分就可再次投入使用。因某些原因暂时不能砌

筑微孔刚玉砖，即使表层的微孔刚玉砖侵蚀完毕，其外层的微孔碳砖高导热性能和抗渣铁

侵蚀性能，也可以保障主沟的正常使用，等待机会砌筑微孔刚玉砖修复。

[0033] 按上述方法投产使用，一次性增加了冷却壁、微孔碳砖、刚玉的投资，省去备用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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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投资也节省了140吨左右的耐火材料，还可以减少备用铁口、主沟以及相应的泥炮、开口

机等设备投资。每条主沟每年减少9次浇注，减少耐材540吨左右，减少主沟烘烤煤气消耗

20000m3，减少固废270吨，可节省360万元，循环水成本增加52.5万元，创造效益307.5万元。

大型高炉至少使用两条主沟，可创效615万元。

[0034] 实施例2

[0035]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延长高炉主沟使用寿命的方法，步骤包括：

[0036] 将高炉主沟大梁改为预制件，在所述高炉主沟大梁的钢槽内壁及槽底先铺设厚度

为125mm的冷却壁，再依次砌筑厚度为475mm的微孔碳砖层、以及作为内衬的厚度为400mm的

微孔刚玉砖层。采用刚玉料自流浇注堵塞所述预制件与主沟之间的间隙。

[0037] 以质量百分比计，所述微孔刚玉砖中Al2O3含量为83％，SiO2含量为7％，微孔刚玉

砖的抗渣侵蚀性≤10％，抗铁水溶蚀指数≤1.5％，孔径≤1.0μm，孔容积率≥70％，体积密

度3.2g/cm3。所述微孔碳砖的孔径≤1.0μm，小于1μm孔容积率≥70％，体积密度1.68g/cm3。

[0038] 砌筑完成后，烘干泥浆水分投入使用，在使用过程中，调节所述冷却壁内冷却水

量，微孔碳砖的高导热性能和冷却壁系统使热量传输通畅，使微孔刚玉砖表面温度低于渣

铁液凝固点，在微孔刚玉砖表面凝结渣铁壳，防止微孔刚玉专的侵蚀，延长主沟的寿命。

[0039] 当使用一段时间后，微孔刚玉砖出现侵蚀，将原来的微空刚玉砖扒掉，重新砌筑，

烘干泥浆水分就投入使用。因某些原因暂时不能砌筑微孔刚玉砖，即使表层的微孔刚玉砖

侵蚀完毕，其外层的微孔碳砖高导热性能和抗渣铁侵蚀性能，也可以保障主沟的正常使用，

等待机会砌筑微孔刚玉砖修复。

[0040] 按上述方法投产使用，主沟寿命延长效果与实施例1基本一致。

[0041] 实施例3

[0042]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延长高炉主沟使用寿命的方法，步骤包括：

[0043] 将高炉主沟大梁改为预制件，在所述高炉主沟大梁的钢槽内壁及槽底先铺设厚度

为140mm的冷却壁，再依次砌筑厚度为500mm的微孔碳砖层、以及作为内衬的厚度为350mm的

微孔刚玉砖层。采用刚玉料自流浇注堵塞所述预制件与主沟之间的间隙。

[0044] 以质量百分比计，所述微孔刚玉砖中Al2O3含量为83％，SiO2含量为5％，微孔刚玉

砖的抗渣侵蚀性≤10％，抗铁水溶蚀指数≤1.5％，孔径≤1.0μm，孔容积率≥70％，体积密

度3.2g/cm3。所述微孔碳砖的孔径≤1.0μm，小于1μm孔容积率≥70％，体积密度1.68g/cm3。

[0045] 砌筑完成后，烘干泥浆水分投入使用，在使用过程中，调节所述冷却壁内冷却水

量，微孔碳砖的高导热性能和冷却壁系统使热量传输通畅，使微孔刚玉砖表面温度低于渣

铁液凝固点，在微孔刚玉砖表面凝结渣铁壳，减少了微孔刚玉专的侵蚀，延长主沟的寿命。

[0046] 当使用一段时间后，微孔刚玉砖出现侵蚀，可以将原来的微空刚玉砖扒掉，重新砌

筑，烘干泥浆水分就可再次投入使用。因某些原因暂时不能砌筑微孔刚玉砖，即使表层的微

孔刚玉砖侵蚀完毕，其外层的微孔碳砖高导热性能和抗渣铁侵蚀性能，也可以保障主沟的

正常使用，等待机会砌筑微孔刚玉砖修复。

[0047] 按上述方法投产使用，主沟寿命延长效果与实施例1基本一致。

[0048] 尽管已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但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一旦得知了基本创造

性概念，则可对这些实施例作出另外的变更和修改。所以，所附权利要求意欲解释为包括优

选实施例以及落入本发明范围的所有变更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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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

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发明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

之内，则本发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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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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