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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特种钢连铸用碱性滑板及其制备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特种钢连铸用碱性滑板及

其制备工艺，复合各种碳源的优点，通过在镁铝

尖晶石为主要原料的滑板中添加金属镁粉，采用

CO2作为烧成气氛，在高温下CO2和Mg粉反应，生

成MgO和石墨烯。生成的MgO具有高反应活性，和

Al2O3原位反应形成尖晶石促进烧结，且原位生

成的石墨烯和尖晶石填充细小的孔洞，使得材料

更加致密，增强滑板的抗侵蚀性、抗氧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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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特种钢连铸用碱性滑板，原料以重量百分含量计为：

（1）粒度3～1mm的镁铝尖晶石，25~50%；

（2）粒度1～0mm的镁铝尖晶石，22~33%；

（3）粒度≤0.045mm的镁铝尖晶石，13~18%；

（4）粒度0.002~0.005mm的富铝尖晶石A90，7~11%；

（5）鳞片石墨，1~2%；

（6）炭黑，1~2%；

（7）粒度≤0.045mm的金属镁粉，3~6%；

（8）粒度≤0.045mm的金属镁铝合金粉，1~3%；

（9）粒度≤0.045mm碳化硼，1%；

（10）另外加复合树脂，4~6%；

（11）二氧化碳气体；

原料（10）复合树脂另外加入，不计入原料总质量百分比内；复合树脂由3~1比例的有机

硅树脂和酚醛树脂混合制得；原料（11）二氧化碳气体用在烧成时的气氛炉内，不计入原料

总质量百分比内。

2.权利要求1所述的特种钢连铸用碱性滑板的制备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1）按比例称量粒度≤0.045mm的镁铝尖晶石、粒度≤0.045mm的金属镁粉、粒度≤

0.045mm的金属镁铝合金粉、粒度≤0.045mm碳化硼粉、粒度0.002~0.005mm的富铝尖晶石

A90，进行强力预混，预混时间在15～20min；

（2）将有机硅树脂和酚醛树脂按重量3～1的比例预先混合，制得复合树脂；

（3）按比例称量粒度3～1mm的镁铝尖晶石、粒度1～0mm的镁铝尖晶石、鳞片石墨、炭黑，

进行干混3～5min，然后加入复合树脂，混合2～3min，再加入预混细粉料，强力混碾15～

30min；

（4）强力混碾后，用5mm的筛子筛分，去除团聚大块；

（5）密闭困料24～36h；

（6）压制成型；

（7）自然干燥24～48h后，再在200～280℃干燥24～48h；

（8）装入气氛炉内烧成，通0.2~0.3MPa压力的CO2气体，在1450～1550℃保温5~8h；

（9）烧成后自然冷却后磨削，打箍。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1217597 B

2



一种特种钢连铸用碱性滑板及其制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特种钢连铸用碱性滑板及其制备工艺，属于无机非金属材料学科

高温陶瓷和耐火材料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世界上约有特种钢近2000个牌号、约50000个品种规格。我国随着工业化深入和装

备制造挺进高新领域，风电、核电、高铁、大飞机、石化、汽车等新兴产业所需而普钢无法替

代的高品质、高性能、个性化特钢产品市场将急剧增长。在特种钢的冶炼中，为了消除铝脱

氧产物造成的水口堵塞，需要对钢水进行钙处理，但是钢水中和渣中浓度增加，它们会与滑

板中的成分发生反应生成低熔点物质，从而造成滑板损毁。我国100  t以上的大型钢包滑板

普遍使用烧成铝锆碳滑板，使用寿命2~4次。中小型钢包用滑板考虑到成本，材质主要为铝

碳质，工艺分烧成、轻烧(中温处理)和不烧3种，寿命通常为1~  3次，而铝碳质滑板在特种钢

浇铸中使用寿命仅为1次。碳结合的铝碳质及铝锆碳质滑板两种滑板抗Ca侵蚀能力差，难以

适应钙处理钢、高氧钢、优质钢、沸腾钢、镇静钢、半镇静钢等特种钢连铸的要求。本发明专

为钙处理钢、高氧钢、洁净钢冶炼提供性能优越、成本较低、使用安全稳定的镁铝尖晶石碳

质滑板，满足特种钢苛刻的使用条件及安全使用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一种特种钢连铸用碱性滑板的原料配方（重量百分含量）如下：

[0004] （1）粒度3～1mm的镁铝尖晶石，25~50%；

[0005] （2）粒度1～0mm的镁铝尖晶石，22~33%；

[0006] （3）粒度≤0.045mm的镁铝尖晶石，13~18%；

[0007] （4）粒度0.002~0.005mm的富铝尖晶石（A90），7~11%；

[0008] （5）鳞片石墨，1~2%；

[0009] （6）炭黑，1~2%；

[0010] （7）粒度≤0.045mm的金属镁粉，3~6%；

[0011] （8）粒度≤0.045mm的金属镁铝合金粉，1~3%；

[0012] （9）粒度≤0.045mm碳化硼，1%；

[0013] （10）另外加复合树脂，+4~6%；

[0014] （11）二氧化碳气体。

[0015] 原料（10）复合树脂另外加入，不计入原料总质量百分比内。复合树脂由3~1比例的

有机硅树脂和酚醛树脂混合制得。原料（11）二氧化碳气体用在烧成时的气氛炉内，不计入

原料总质量百分比内。反应炉内保持0.2~0.3MPa的CO2气体压力。原料里面没有价格昂贵的

石墨烯材料，石墨烯材料是在滑板烧成时金属镁粉和CO2反应获得。

[0016] 具体工艺过程包括以下几部分：

[0017] （1）按比例称量粒度≤0.045mm的镁铝尖晶石、粒度≤0.045mm的金属镁粉、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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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mm的金属镁铝合金粉、粒度≤0.045mm碳化硼粉、粒度0.002~0.005mm的富铝尖晶石

（A90），进行强力预混，预混时间在15～20min。

[0018] （2）将有机硅树脂和酚醛树脂按重量3～1的比例预先混合，制得复合树脂。

[0019] （3）按比例称量粒度3～1mm的镁铝尖晶石、粒度1～0mm的镁铝尖晶石、鳞片石墨、

炭黑，进行干混3～5min，然后加入复合树脂，混合2～3min，再加入预混细粉料，强力混碾15

～30min。

[0020] （4）强力混碾后，用5mm的筛子筛分，去除团聚大块。

[0021] （5）密闭困料24～36h。

[0022] （6）压制成型。

[0023] （7）自然干燥24～48h后，再在200～280℃干燥24～48h。

[0024] （8）装入气氛炉内烧成，通0.2~0.3MPa压力的CO2气体，在1450～1550℃保温5~8h。

[0025] （9）烧成后自然冷却后磨削，打箍。

[0026] 本发明的滑板与特种钢水接触造成损伤扩大的机理是脱碳导致组织脆化，钢中成

分和钢中夹杂物与耐火材料组织反应生成低熔点物质等。镁铝碳质碱性滑板材质能克服了

铝碳滑板材料易和特种钢水反应形成低熔点的缺点，开发适用于特种钢的碱性成为迫切需

求。碱性镁碳材质（MgO‑C）的滑板由于碳的存在而具有优异的抗侵蚀性能，但缺点易被氧化

和对特种钢增碳污染也是由碳引起。碳素是碳复合耐火材料的重要组分，碳具有多种同素

异构，耐火材料中多用的碳素材料一般是石墨和无定形碳。天然石墨的化学成分主要是C，

同时还含少量的杂质。鳞片状石墨具有明显的定向晶体结构鳞片状石墨的熔点高达  3700

℃，它对各种金属和熔渣的浸润性低，具有较好的耐侵蚀性。由于石墨结晶层之间结合力比

较弱，将鳞片状石墨加入到滑板材料中可改善滑板的滑动性。焦碳和碳黑都属于无定形碳。

无定形碳与石墨的性能相比，导热系数小得多，缺点在于气孔率高，气孔大。必须经过浸渍

焦油填隙处理才能使气孔率降低，强度提高。碳黑具有极高的细度和活性，在铝碳或铝碳锆

滑板中引入碳黑，可与滑板中的金属添加剂(铝、硅等)反应，生成碳化物，赋予滑板极高的

常温和高温强度，提高滑板的耐磨性。

[0027] 本发明使用鳞片石墨、炭黑等多种碳源方式，复合各种碳源的优点，同时引入已知

的最薄、最坚硬的石墨烯纳米碳源提高滑板的低温强度，制备高性能低碳尖晶石碳碱性滑

板。引入的石墨烯作为纳米尺度细小且均匀分散的碳源可以减少滑板碳含量，降低特种钢

受碳污染的风险。引入的石墨烯复合粉体产生大量的微小的塑性组元，且在烧成过程中石

墨烯和纳米硅反应生成大量碳化硅晶须，提高了材料的强度、韧性、抗侵蚀性和抗热震性。

引入的方法是通过在镁铝尖晶石为主要原料的滑板中添加金属镁粉，采用CO2作为烧成气

氛。在高温下CO2和Mg粉反应，生成MgO和石墨烯。同时，新生成MgO具有高反应活性，和Al2O3
原位反应形成尖晶石促进烧结，且原位生成的石墨烯和尖晶石填充细小的孔洞，使得材料

更加致密，增强滑板的抗侵蚀性、抗氧化性。

[0028] 本发明的特种钢连铸用碱性滑板制备工艺的技术特点有3个方面：（1）采用多种碳

源方式引入到滑板体系，使得滑板的碳含量降低，较少或不污染特种钢水的化学成分。其中

引入二维的碳纳米材料石墨烯，解决了在碱性滑板碳含量降低至1~3%时，滑板的抗侵蚀性

不降低，而抗氧化性提高，抗热震性能提高。（2）引入石墨烯的方法是在尖晶石滑板中加入

金属Mg粉，在CO2气氛中烧结。镁粉既是抗氧化剂，也是原位反应的原材料，通过镁粉和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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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碳反应得到MgO和石墨烯。（3）新生成的MgO和石墨烯具有良好的反应活性，MgO和Al2O3原

位反应形成尖晶石，而石墨烯和纳米硅添加剂反应形成SiC晶须，达到致密烧结，保证了特

种钢连铸用滑板的强度、抗氧化性和抗侵蚀性。

[0029] 实施例一

[0030] 原料规格和配方（重量百分含量）如下：

[0031] （1）粒度3～1mm的镁铝尖晶石，25%；

[0032] （2）粒度1～0mm的镁铝尖晶石，33%；

[0033] （3）粒度≤0.045mm的镁铝尖晶石，18%；

[0034] （4）粒度0.002~0.005mm的富铝尖晶石（A90），11%；

[0035] （5）鳞片石墨，1%；

[0036] （6）炭黑，2%；

[0037] （7）粒度≤0.045mm的金属镁粉，6%；

[0038] （8）粒度≤0.045mm的金属镁铝合金粉，3%；

[0039] （9）粒度≤0.045mm碳化硼，1%；

[0040] （10）另外加复合树脂，+6%；

[0041] （11）二氧化碳气体。

[0042] 原料（10）复合树脂另外加入，不计入原料总质量百分比内。复合树脂由3：1比例的

有机硅树脂和酚醛树脂混合制得。原料（11）二氧化碳气体用在烧成时的气氛炉内，不计入

原料总质量百分比内。反应炉内保持0.2MPa的CO2气体压力。原料里面没有价格昂贵的石墨

烯材料，石墨烯材料是在滑板烧成时金属镁粉和CO2反应获得。

[0043] 本发明的具体工艺过程包括以下几部分：

[0044] （1）按比例称量粒度≤0.045mm的镁铝尖晶石、粒度≤0.045mm的金属镁粉、粒度≤

0.045mm的金属镁铝合金粉、粒度≤0.045mm碳化硼粉、粒度0.002~0.005mm的富铝尖晶石

（A90），进行强力预混，预混时间在20min。

[0045] （2）将有机硅树脂和酚醛树脂按重量3：1的比例预先混合，制得复合树脂。

[0046] （3）按比例称量粒度3～1mm的镁铝尖晶石、粒度1～0mm的镁铝尖晶石、鳞片石墨、

炭黑，进行干混3min，然后加入复合树脂，混合2min，再加入预混细粉料，强力混碾30min。

[0047] （4）强力混碾后，用5mm的筛子筛分，去除团聚大块。

[0048] （5）密闭困料36h。

[0049] （6）压制成型。

[0050] （7）自然干燥48h后，再在280℃干燥24h。

[0051] （8）装入气氛炉内烧成，通0.2MPa压力的CO2气体，在1450℃保温8h。

[0052] （9）烧成后自然冷却后磨削，打箍。

[0053] 表1列出了实施例一的原料规格和配方及其性能。扫描电镜形貌图也证实了材料

里面含有石墨烯，如图1.  滑板的SEM形貌。箭头指的薄片就是石墨烯。

[0054] 性能测试结果表明含有石墨烯的碱性滑板在低温时碱性滑板耐压强度较高，达

137MPa；在1400℃高温耐压强度较高变化很小，仍然134MPa。其抗折强度在常温时30MPa，在

1100℃高温抗折强度27  MPa，说明发明的碱性滑板的强度对温度的敏感性很低。其抗热震

性能也较好，1100℃×0.5h时抗热震次数达10次。抗氧化性较强，1550℃×3h氧化面积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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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应用于华某钢厂浇铸温度1620～1650℃，经钙处理钢水，连滑5次，轻微裂纹，大大超

过铝碳滑板仅仅连滑2次的使用效果。

[0055] 实施例二

[0056] 原料规格和配方（重量百分含量）如下：

[0057] （1）粒度3～1mm的镁铝尖晶石，38%；

[0058] （2）粒度1～0mm的镁铝尖晶石，28%；

[0059] （3）粒度≤0.045mm的镁铝尖晶石，15%；

[0060] （4）粒度0.002~0.005mm的富铝尖晶石（A90），9%；

[0061] （5）鳞片石墨，1.5%；

[0062] （6）炭黑，1.5%；

[0063] （7）粒度≤0.045mm的金属镁粉，4%；

[0064] （8）粒度≤0.045mm的金属镁铝合金粉，2%；

[0065] （9）粒度≤0.045mm碳化硼，1%；

[0066] （10）另外加复合树脂，+5%；

[0067] （11）二氧化碳气体。

[0068] 原料（10）复合树脂另外加入，不计入原料总质量百分比内。复合树脂由2：1比例的

有机硅树脂和酚醛树脂混合制得。原料（11）二氧化碳气体用在烧成时的气氛炉内，不计入

原料总质量百分比内。反应炉内保持0.2MPa的CO2气体压力。原料里面没有价格昂贵的石墨

烯材料，石墨烯材料是在滑板烧成时金属镁粉和CO2反应获得。

[0069] 本发明的具体工艺过程包括以下几部分：

[0070] （1）按比例称量粒度≤0.045mm的镁铝尖晶石、粒度≤0.045mm的金属镁粉、粒度≤

0.045mm的金属镁铝合金粉、粒度≤0.045mm碳化硼粉、粒度0.002~0.005mm的富铝尖晶石

（A90），进行强力预混，预混时间在15min。

[0071] （2）将有机硅树脂和酚醛树脂按重量2：1的比例预先混合，制得复合树脂。

[0072] （3）按比例称量粒度3～1mm的镁铝尖晶石、粒度1～0mm的镁铝尖晶石、鳞片石墨、

炭黑，进行干混4min，然后加入复合树脂，混合2min，再加入预混细粉料，强力混碾20min。

[0073] （4）强力混碾后，用5mm的筛子筛分，去除团聚大块。

[0074] （5）密闭困料24h。

[0075] （6）压制成型。

[0076] （7）自然干燥24h后，再在260℃干燥24h。

[0077] （8）装入气氛炉内烧成，通0.2MPa压力的CO2气体，在1500℃保温6h。

[0078] （9）烧成后自然冷却后磨削，打箍。

[0079] 表1列出了实施例二的原料规格和配方及其性能。性能测试结果表明含有石墨烯

的碱性滑板在低温时碱性滑板耐压强度较高，达144MPa；在1400℃高温耐压强度较高变化

很小，仍然140MPa。其抗折强度在常温时32MPa，在1100℃高温抗折强度27  MPa，说明发明的

碱性滑板的强度对温度的敏感性很低。其抗热震性能也较好，1100℃×0.5h时抗热震次数

达10次。抗氧化性较强，1550℃×3h氧化面积比为11.9%。应用于新某钢厂浇铸温度1630～

1650℃，高铝镇定钢水，连滑6次，贯穿裂纹，大大超过铝碳滑板仅仅连滑2次的使用效果。

[0080] 实施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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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原料规格和配方（重量百分含量）如下：

[0082] （1）粒度3～1mm的镁铝尖晶石，50%；

[0083] （2）粒度1～0mm的镁铝尖晶石，22%；

[0084] （3）粒度≤0.045mm的镁铝尖晶石，13%；

[0085] （4）粒度0.002~0.005mm的富铝尖晶石（A90），7%；

[0086] （5）鳞片石墨，2%；

[0087] （6）炭黑，1%；

[0088] （7）粒度≤0.045mm的金属镁粉，3%；

[0089] （8）粒度≤0.045mm的金属镁铝合金粉，1%；

[0090] （9）粒度≤0.045mm碳化硼，1%；

[0091] （10）另外加复合树脂，+4%；

[0092] （11）二氧化碳气体。

[0093] 原料（10）复合树脂另外加入，不计入原料总质量百分比内。复合树脂由2：1比例的

有机硅树脂和酚醛树脂混合制得。原料（11）二氧化碳气体用在烧成时的气氛炉内，不计入

原料总质量百分比内。反应炉内保持0.2MPa的CO2气体压力。原料里面没有价格昂贵的石墨

烯材料，石墨烯材料是在滑板烧成时金属镁粉和CO2反应获得。

[0094] 本发明的具体工艺过程包括以下几部分：

[0095] （1）按比例称量粒度≤0.045mm的镁铝尖晶石、粒度≤0.045mm的金属镁粉、粒度≤

0.045mm的金属镁铝合金粉、粒度≤0.045mm碳化硼粉、粒度0.002~0.005mm的富铝尖晶石

（A90），进行强力预混，预混时间在15min。

[0096] （2）将有机硅树脂和酚醛树脂按重量1：1的比例预先混合，制得复合树脂。

[0097] （3）按比例称量粒度3～1mm的镁铝尖晶石、粒度1～0mm的镁铝尖晶石、鳞片石墨、

炭黑，进行干混5min，然后加入复合树脂，混合3min，再加入预混细粉料，强力混碾15min。

[0098] （4）强力混碾后，用5mm的筛子筛分，去除团聚大块。

[0099] （5）密闭困料24h。

[0100] （6）压制成型。

[0101] （7）自然干燥24h后，再在200℃干燥48h。

[0102] （8）装入气氛炉内烧成，通0.3MPa压力的CO2气体，在1550℃保温5h。

[0103] （9）烧成后自然冷却后磨削，打箍。

[0104] 表1列出了实施例三的原料规格和配方及其性能。性能测试结果表明含有石墨烯

的碱性滑板在低温时碱性滑板耐压强度较高，达156MPa；在1400℃高温耐压强度较高变化

很小，仍然148MPa。其抗折强度在常温时33MPa，在1100℃高温抗折强度28MPa，说明发明的

碱性滑板的强度对温度的敏感性很低。其抗热震性能也较好，1100℃×0.5h时抗热震次数

达10次。抗氧化性较强，1550℃×3h氧化面积比13.6%。应用于某武钢厂300吨氧气顶吹钢

包，浇铸硅钢品种钢，连滑5次，有拉毛现象，大大超过铝碳滑板仅仅连滑2次的使用效果。

[0105] 表1特种钢浇铸用碱性滑板的实施实例的原料规格、配方及其性能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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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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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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