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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

沟浇注料及其制备方法。该浇注料按质量份数

计，由以下组分组成：电熔棕刚玉50～70份，电熔

致密刚玉5～15份，碳化硅10～20份，水泥1～3

份，硅微粉1～3份，碳黑1.5～3份，活性氧化铝微

粉5～8份，纳米氧化铝粉1～3份，抗氧化剂1.5～

3份，复合防爆剂1～3份，复合减水剂0.1～0.3

份，其中纳米氧化铝粉粒径为50～80nm。该浇注

料生产及施工工艺简单，纳米氧化铝粉在浇注料

中均匀分散，所得浇注料具有良好的耐高温冲刷

性能、耐渣铁化学侵蚀性和抗热震稳定性能，使

用寿命高，易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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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其特征在于，按质量份数计，由以下组分组

成：电熔棕刚玉50~70份，电熔致密刚玉5~15份，碳化硅10~20份，水泥1~3份，硅微粉1~3份，

碳黑1.5~3份，活性氧化铝微粉5~8份，纳米氧化铝粉1~3份，抗氧化剂1.5~3份，复合防爆剂1

~3份，复合减水剂0.1~0.3份；其中所述纳米氧化铝粉粒径为50~80nm，所述纳米氧化铝粉和

所述碳黑预先混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熔棕

刚玉中，Al2O3≥95%、C≤0.08%，分为8~5mm、5~3mm和3~1mm三个粒度等级，三个粒度等级对应

质量比为35~47：25~30：28~35；所述电熔致密刚玉中，Al2O3≥98%，分为1~0.075mm和0.075~
0.04mm两个粒度等级，两个粒度等级对应质量比为40~60：40~6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碳化硅

中，SiC≥95%，分为1~0.075mm、0.075~0.046mm和0.046~0.02mm三个粒度等级，三个粒度等

级对应质量比为50~60：25~35：15~25；所述硅微粉中，SiO2≥9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为

纯铝酸钙水泥，其Al2O3含量大于7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碳黑

中，碳含量大于99%，粒度小于2u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活性氧

化铝微粉中，Al2O3含量大于99%，粒度小于2u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纳米氧

化铝粉中，  Al2O3含量大于99%  。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抗氧化

剂为金属硅粉、碳化硼、硼化锆中的至少两种。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防

爆剂为金属铝粉、乳酸铝、防爆纤维中的至少两种；所述复合减水剂为三聚磷酸钠、萘磺酸

盐、聚羧酸高效减水剂中的至少两种。

10.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具体步骤如下：

a）将1~3份纳米氧化铝粉与1.5~3份碳黑进行预混，混合时间大于15min；

b）将步骤a）中的预混合粉与电熔棕刚玉50~70份，电熔致密刚玉5~15份，碳化硅10~20

份，水泥1~3份，硅微粉1~3份，活性氧化铝微粉5~8份，抗氧化剂1.5~3份，复合防爆剂1~3份，

复合减水剂0.1~0.3份投入到强制搅拌机中进行搅拌10‑20min，使所有物料充分混合均匀

即得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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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耐火浇注料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及

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高炉出铁沟是高温铁水和熔渣自高炉炉内流出到铁水罐的通道，主要由主铁沟、

支铁沟、渣沟、撇渣器及摆动溜槽组成。目前，高炉出铁沟工作层都是采用Al2O3‑SiC‑C质浇

注料，Al2O3‑SiC‑C质浇注料具有强度高、耐冲刷、抗热震和使用寿命较长等特点，同时碳和

碳化硅的高导热性、低膨胀率和渣非润湿性都赋予此材料体系良好的物理化学性能，从而

广泛应用于高炉出铁沟系统。

[0003] 近年来，随着高炉冶炼技术的发展，冶炼强度不断加大，高炉出铁沟耐火材料使用

条件越来越苛刻，消耗量也越来越大，为进一步提高高炉出铁沟浇注料的使用性能，国内外

学者纷纷通过优化基质来改善其使用性能。如专利号：CN201110044222.X“一种新型主铁沟

浇注料”专利技术，公开了以改性纳米碳粉取代沥青，提高其抗氧化性能和残炭率，还能改

善烘烤时抗爆裂性能，但其抗热震性能不太理想；专利号：CN201210281186 .3“一种大于

2500m3高炉主铁沟浇注料”专利技术，公开了加入锌铝尖晶石粉、纳米级硅酸锆、氧化锆空

心球并以二氧化硅溶胶悬浮液做纳米结合剂，提高了浇注料的热震稳定性，但相应生产成

本也提高不少，且抗氧化性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专利号：CN101767999A“纳米Al2O3、

SiC薄膜包裹碳的Al2O3‑MA‑SiC‑C质耐火浇注料及其制备方法”专利技术，公开了用Al2O3和

SiC薄膜包裹碳的并且用Al(OH)3和Mg(OH)2复合悬浮液作为纳米陶瓷结合剂制作的Al2O3‑

MA‑SiC‑C质耐火浇注料，通过原位反应生产尖晶石，提高了材料的抗氧化性及抗渣铁侵蚀

性能，但其生产工艺、现场施工工艺均比较复杂，且原位反应生产尖晶石的量很难控制，如

过多的生成尖晶石则对浇注料的抗渣铁性能不利。

[0004] 随着冶炼技术进步的不断提高，通铁时间延长，出铁间隔时间短，增大了出铁沟耐

火材料的侵蚀破坏程度，对高炉出铁沟用耐材提出了长寿命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对现有技

术进行改进，研发出一种综合使用性能好，寿命长，制备方法简单的新型高炉出铁沟浇注

料。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及其制备方法，该

高炉出铁沟浇注料具有良好的耐高温冲刷性能、耐渣铁化学侵蚀性和抗热震稳定性能，使

用寿命长，其生产及施工工艺简单，易于推广。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7] 提供一种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按质量份数计，由以下组分组成：电

熔棕刚玉50～70份，电熔致密刚玉5～15份，碳化硅10～20份，水泥1～3份，硅微粉1～3份，

碳黑1.5～3份，活性氧化铝微粉5～8份，纳米氧化铝粉1～3份，抗氧化剂1.5～3份，复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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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剂1～3份，复合减水剂0.1～0.3份，其中纳米氧化铝粉粒径为50～80nm。

[0008] 按上述方案，所述电熔棕刚玉中，Al2O3≥95％、C≤0.08％，分为8～5mm、5～3mm和3

～1mm三个粒度等级，三个粒度等级对应质量比为35～47：25～30：28～35。

[0009] 按上述方案，所述电熔致密刚玉中，Al2O3≥98％，分为1～0 .075mm和0 .075～

0.04mm两个粒度等级，两个粒度等级对应质量比为40～60：40～60。

[0010] 按上述方案，所述碳化硅由粒径中，SiC≥95％，分为1～0.075mm、0.075～0.046mm

和0.046～0.02mm三个粒度等级，三个粒度等级对应质量比为50～60：25～35：15～25。

[0011] 按上述方案，所述水泥为纯铝酸钙水泥，其Al2O3含量大于70％。

[0012] 按上述方案，所述硅微粉中，SiO2≥96％。

[0013] 按上述方案，所述碳黑中，碳含量大于99％，粒度小于2um。

[0014] 按上述方案，所述活性氧化铝中，Al2O3含量大于99％，粒度小于2um。

[0015] 按上述方案，所述纳米氧化铝中，Al2O3含量大于99％。

[0016] 按上述方案，所述抗氧化剂为金属硅粉、碳化硼、硼化锆中的至少两种。

[0017] 按上述方案，所述复合防爆剂为金属铝粉、乳酸铝、防爆纤维中的至少两种。

[0018] 按上述方案，所述复合减水剂为三聚磷酸钠、萘磺酸盐、聚羧酸高效减水剂中的至

少两种。

[0019] 一种上述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的制备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20] a)将1～3份纳米氧化铝粉与1.5～3份碳黑进行预混，混合时间大于15min。

[0021] b)将步骤a)中的预混合粉与电熔棕刚玉50～70份，电熔致密刚玉5～15份，碳化硅

10～20份，水泥1～3份，硅微粉1～3份，活性氧化铝微粉5～8份，抗氧化剂1.5～3份，复合防

爆剂1～3份，复合减水剂0.1～0.3份投入到强制搅拌机中进行搅拌10‑20min，使所有物料

充分混合均匀即得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

[0022] 本发明在高炉出铁沟浇注料中添加粒径为50～80nm的纳米氧化铝粉，纳米氧化铝

粉粒径小，比表面积大，一方面可以有效的填充颗粒间隙，促进烧结，降低浇注料的加水量，

提高致密度和强度，大大改善浇注料的作业性能和使用性能；此外，在高温条件下，纳米氧

化铝粉可与硅微粉或SiC氧化后生成的SiO2发生反应生成莫来石，改善浇注料的抗热震性

及抗冲刷性能；纳米氧化铝粉还能为水泥水化提供较多的成核点，促进铝酸钙水泥的水化，

这对浇注料在单铁口或双铁口的高炉进行快速热修非常有利，可以大大缩短浇注料的硬化

时间，便于高炉快速投入生产。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4] 1 .本发明提供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含有粒径为50～80nm的纳米氧化铝粉，与浇

注料中其他组分配合，使得浇注料具有良好的耐高温冲刷性能、耐渣铁化学侵蚀性和抗热

震稳定性能，使用寿命高，易于推广。

[0025] 2.本发明高炉出铁沟浇注料中纳米氧化铝粉掺入量小，成本低，对浇注料性能提

升明显。

[0026] 3.本发明采用碳黑替代球状沥青，球状沥青软化点低，在烘烤时易冒黄烟，而碳黑

软化点高，烘烤时不易冒烟，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起到了一定的环保作用。

[0027] 4.本发明提供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的制备方法，其生产及施工工艺简单，其中将

纳米氧化铝与碳黑预先混合，因纳米氧化铝粒径小、比表面活性大，可使其均匀吸附在碳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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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表面，保护碳黑不被氧化，提高材料的抗氧化性，而纳米氧化铝可在碳黑表面均匀分

布，不易团聚，最大限度的发挥了纳米氧化铝的改性作用，减少了纳米氧化铝掺入量，降低

了成本；而碳素材料与渣的润湿性差，抗渣性能好，因而制备的浇注料抗渣性能也得到改

善。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的内容，但本发明的

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下面的实施例。

[0029] 以下各实施例中，所用原料指标为：

[0030] 电熔棕刚玉中，Al2O3≥95％、C≤0.08％，分为8～5mm、5～3mm和3～1mm三个粒度等

级，三个粒度等级对应质量比为45：27：28。

[0031] 电熔致密刚玉中，Al2O3≥98％，分为1～0.075mm和0.075～0.04mm两个粒度等级，

两个粒度等级对应质量比为55：45。

[0032] 碳化硅中，SiC≥95％，分为1～0.075mm、0.075～0.046mm和0.046～0.02mm三个粒

度等级，三个粒度等级对应质量为50：32：18。

[0033] 水泥为纯铝酸钙水泥，Al2O3含量大于70％。

[0034] 碳黑中，碳含量大于99％，粒度小于2um。

[0035] 硅微粉中，SiO2≥96％。

[0036] 纳米氧化铝粉中，Al2O3含量大于99％，粒径为50～80nm。

[0037] 活性氧化铝微粉中，Al2O3含量大于99％，粒度小于2um。

[0038] 抗氧化剂为金属硅粉、碳化硼两种物质混合而成。

[0039] 复合防爆剂为金属铝粉、乳酸铝、防爆纤维三种物质混合而成，质量比为5：1：5。

[0040] 复合减水剂为三聚、聚羧酸高效减水剂两种混合而成，质量比为1：3。

[0041] 一种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制备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42] a)将纳米氧化铝粉与碳黑进行预混，预混时间大于15min；

[0043] b)将步骤a)中的预混合粉与电熔棕刚玉，电熔致密刚玉，碳化硅，水泥，硅微粉，活

性氧化铝微粉，抗氧化剂，复合防爆剂和复合减水剂份投入到强制搅拌机中进行搅拌

10min，使所有物料充分混合均匀即得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

[0044] 实施例1

[0045] 一种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各组分及其质量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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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0047] 本实施例得到的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具体性能测试参见表1。

[0048] 实施例2

[0049] 一种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各组分及其质量份数如下：

[0050]

[0051]

[0052] 本实施例得到的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具体性能测试参见表1。

[0053] 实施例3

[0054] 一种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各组分及其质量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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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0056] 将上述实施例按照国标进行制样和检测，测得的含纳米氧化铝的高炉出铁沟浇注

料具体性能测试参见表1。

[0057] 表1  产品性能指标

[0058]

[0059]

[0060] 具体性能测试参照标准如下：

[0061] 按照YB/T5200‑1993测试样的显气孔率和体积密度；

[0062] 按照GB/T5072‑2008测试样的常温抗折强度和常温耐压强度；

[0063] 按照GB/T3002‑2004测试样烘干后在1450℃保温0.5小时的高温抗折强度；

[0064] 按照GB/T5988‑2007测试样线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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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上述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说明，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定，任何对本发明简单变换后

的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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