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230394.9

(22)申请日 2016.04.1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29917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10.27

(73)专利权人 北京瑞尔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 100086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32

号恒润中心601室

(72)发明人 徐瑞图　何汝生　童小平　曹永国　

梁任贵　李文博　

(74)专利代理机构 中国商标专利事务所有限公

司 11234

代理人 宋义兴　卓霖

(51)Int.Cl.

C21B 7/0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2706161 A,2012.10.03,

审查员 陈帅

 

(54)发明名称

一种修理高炉炉缸侧壁耐材内衬的方法及

耐材衬体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修理高炉炉缸侧壁耐材

内衬的方法及耐材衬体。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采用第一不定型耐火材料在高炉原有耐火材

料衬体的上面制作找平层；(二)用耐火砖在找平

层上砌筑耐火墙体，将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填充

在残存炭砖与耐火墙体之间制作导热性衬体。所

述耐材成体包括残存炭砖和找平层。残存炭砖的

朝向高炉中心侧设有由耐火砖制作的耐火墙体，

耐火墙体与残存炭砖之间设有由第二不定型耐

火材料制作的导热性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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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修理高炉炉缸侧壁耐材内衬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一)采用第一不定型耐火材料(7)在高炉原有耐火材料衬体(6)的上面制作找平层；

(二)用耐火砖(10)在找平层(8)上砌筑耐火墙体(5)，将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2)填充

在残存炭砖(1)与耐火墙体(5)之间制作导热性衬体(3)，具体地：当用第一不定型耐火材料

(7)制作的找平层(8)凝固后，将耐火砖(10)砌筑在找平层(8)上形成耐火墙体(5)的第一

段，在耐火墙体(5)的第一段与残存炭砖(1)之间填充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2)；然后，将耐

火砖(10)砌筑在耐火墙体(5)的第一段上形成耐火墙体(5)的第二段，在耐火墙体(5)的第

二段与残存炭砖(1)之间填充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2)；如此循环，至耐火墙体(5)的总高度

达到设计高度止。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上述步骤(一)之前还包括下述准备步骤：

对高炉炉缸侧壁炭砖的工作端遭到侵蚀、需要修理的部位，清除粘结在高炉炉底和炉

缸侧壁交接部位的高炉原有耐火材料衬体(6)的上表面的杂质、清除粘结在残存炭砖(1)工

作端的杂质、疏松层和变质层。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包括：

当用第一不定型耐火材料(7)制作的找平层(8)凝固后，将耐火砖(10)砌筑在找平层

(8)上形成耐火墙体(5)直至耐火墙体(5)的总高度达到设计高度止；

在耐火墙体(5)与残存炭砖(1)之间填充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2)。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包括：

将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2)涂敷或喷涂在残存炭砖(2)热面；

将耐火砖(10)砌筑在找平层(8)上形成耐火墙体(5)直至耐火墙体(5)的总高度达到设

计高度止。

5.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包括：

在残存炭砖(1)的热面侧设置模板(9)，将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2)填充在模板(9)与残

存炭砖(1)之间，当填充的不定型耐火材料(2)具有一定强度后拆除模板；

将耐火砖(10)砌筑在找平层(8)上形成耐火墙体(5)直至耐火墙体(5)的总高度达到设

计高度止。

6.一种修理高炉炉缸侧壁耐材内衬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一)用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2)在残存炭砖(1)的被侵蚀部位制作导热性衬体(3)；

(二)然后，用第一不定型耐火材料(7)在高炉原有耐火材料衬体(6)上的耐火墙体(5)

的砌筑位置上制作找平层(8)；

(三)其后，以导热性衬体(3)的炉内面(4)为导面砌筑耐火墙体(5)，耐火墙体(5)与导

热性衬体(3)的炉内面(4)之间填充第三不定型耐火材料(11)，具体地：以导热性衬体(3)的

炉内面(4)为导面将耐火砖(10)砌筑在找平层(8)上形成耐火墙体(5)的第一段，在耐火墙

体(5)的第一段与导热性衬体(3)之间填充第三不定型耐火材料(11)；然后，将耐火砖(10)

砌筑在耐火墙体(5)的第一段上形成耐火墙体(5)的第二段，在耐火墙体(5)的第二段与导

热性衬体(3)之间填充第三不定型耐火材料(11)；如此循环，至耐火墙体(5)的总高度达到

设计高度止。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一)之前还包括下述准备步骤：

对高炉炉缸侧壁炭砖的工作端遭到侵蚀、需要修理的部位，清除粘结在高炉炉底和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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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侧壁交接部位的高炉原有耐火材料衬体(6)的上表面的杂质、清除了粘结在残存炭砖(1)

工作端的杂质、疏松层和变质层。

8.如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包括：

将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2)涂敷或喷涂在残存炭砖(1)的热面。

9.如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包括：

在残存炭砖(1)的热面侧设置模板(9)，将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2)填充在模板(9)与残

存炭砖(1)之间，当填充的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2)具有一定强度后拆除模板。

10.如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包括：

当用第一不定型耐火材料(7)制作的找平层(8)凝固后，将耐火砖(10)砌筑在找平层

(8)上形成耐火墙体(5)直至耐火墙体(5)的总高度达到设计高度止；

在耐火墙体(5)导热性衬体(3)之间填充第三不定型耐火材料(11)。

11.如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包括：

以导热性衬体(3)的炉内面(4)为导面砌筑耐火墙体(5)的每块耐火砖(10)时，在耐火

砖(10)与导热性衬体(3)的接触面上涂敷第三不定型耐火材料(11)。

12.一种采用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得到的耐材衬体，所述耐材衬体包括残存炭砖

(1)和找平层(8)，其特征在于，

残存炭砖(1)的朝向高炉中心侧设有由耐火砖(10)制作的耐火墙体(5)，耐火墙体(5)

与残存炭砖(1)之间设有由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2)制作的导热性衬体(3)，在导热性衬体

(3)与耐火墙体(5)之间还设有第三不定型耐火材料(11)。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耐材衬体，其特征为：砌筑制作耐火墙体(5)的耐火砖(10)是

含65％～90％重量百分比的Al2  O3 的耐火砖，或者为在朝向炉外面上粘贴有可压缩的纤维

毡、纤维毯和/或纤维垫的、含65％～90％重量百分比的Al2  O3 的耐火砖。

14.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耐材衬体，其特征为：砌筑制作耐火墙体(5)的耐火砖(10)是

Al2  O3 含量为78％～88％重量百分比的耐火砖，或者为在朝向炉外面上粘贴有可压缩的纤

维毡、纤维毯和/或纤维垫的、Al2  O3 含量78％～88％重量百分比的耐火砖。

15.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耐材衬体，其特征为：制作导热性衬体(3)的第二不定型耐火

材料(2)是含65％～95％重量百分比的SiC的浇注料或者捣打料或者喷涂料，或者是C的重

量百分比为75％～95％的浇注料或者捣打料或者喷涂料，或者是C含量与SiC含量的和为

75％～95％重量百分比的浇注料或者捣打料或者喷涂料。

16.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耐材衬体，其特征为：第三不定型耐火材料(11)为同时含有

Al2  O3 、C、SiC或者同时含有Al2  O3 、C、SiC三者中的任二种或仅含有Al2O3、C、SiC三者中的

任一种的浇注料或捣打料或耐火泥浆。

17.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耐材衬体，其特征为：制作找平层(8)的第一不定型耐火材料

(7)为含有Al2  O3 的浇注料或捣打料。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耐材衬体，其特征为，制作找平层(8)的第一不定型耐火材

料(7)为同时含有Al2  O3 、SiC的浇注料或捣打料。

19.如权利要求15至18任一所述的耐材衬体，其特征为，当第一不定型耐火材料、第二

不定型耐火材料、第三不定型耐火材料的制备应用到浇注料时，所述浇注料采用自流浇注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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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修理高炉炉缸侧壁耐材内衬的方法及耐材衬体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高炉炼铁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修理高炉炉缸侧壁耐材内衬的方法及耐

材衬体。

背景技术

[0002] 炼铁高炉冶炼生产中，当炉缸侧壁炭砖的局部遭受侵蚀后的剩余厚度达到300mm

左右时即需停炉大修，以防止发生炉缸烧穿的严重事故。目前，高炉的大修方法几乎均为拆

除全部的炉缸侧壁的炭砖，同时由于结构的关联性，通常还不得不拆除部分甚至全部的炉

底炭砖，所拆除的炭砖由于已经部分遭受侵蚀和拆除过程中的损坏而基本不能被再次利

用。于是高炉厂家不得不重新采购全部的炉缸炭砖以及其它的配套材料，按照设计进行重

新砌筑，以获得一个几乎全新的炉缸耐材内衬。这种大修方式在钢铁企业经济状况良好，生

产任务不是特别紧张的条件下是一种通常的做法。但是，这种大修方法存在如下的明显不

足：

[0003] 实际上到了炉役的后期，高炉炉缸侧壁碳砖被侵蚀的程度是及其不均匀的。往往

除了局部区域的炭砖被侵蚀到了残余厚度为～300mm的程度之外，整个炉缸大部分炭砖尚

处于相对较好的状态。但是，局部的侵蚀导致炉缸烧穿的危险性却是巨大的，没有高炉操作

者敢于承担这样的安全风险。所以高炉的大修除了少部分是按照预先计划安排的之外，绝

大多数都是鉴于安全的考虑而被迫进行。

[0004] 高炉大修拆除的炉缸炭砖数量巨大，且大部分炭砖实际上还具有相当的利用的价

值。现有大修方式通常将其拆除之后都全部废弃。尤其对于大型高炉，为了保证炉缸的安

全，一般都采用了质量优越，同时价格昂贵的炭砖来建设炉缸。一座2500m3级高炉，砌筑炉

底炉缸需要的炭砖近千吨，造价达到约2000万元。全部废弃造成严重浪费，再次购买需要大

量的资金，显然这会影响炼铁企业的经济效益。

[0005] 同时，清空炉缸、全部拆除炉缸侧壁的炭砖和部分甚至全部拆除炉底炭砖、再重新

砌筑全部的炉缸炭砖及其它种类的配套耐火材料内衬等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一座2500m3

级高炉进行一次这样的炉缸砖衬重砌工作，大约需要55天时间，加上其它配套工程，一般完

成一次这样的大修所需时间为60-90天。除了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外，高炉停产所导致的损

失更为巨大。

[0006] 所以，发明一种尽最大可能保留炉缸内尚有利用价值的炭砖，并同时可以显著缩

短施工时间的、对高炉炉缸侧壁耐材进行快速修理的安全而且有效的方法有显著的意义。

[0007] 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对高炉炉缸侧壁耐材进行快速修理的方法以及相应的

耐材衬体，以克服现有大修方式的不足。充分利用尚具有一定剩余厚度的炉缸炭砖，通过较

短时间的修理施工，形成安全和有效的、具有合理结构的、不向炉内带入太多水量的新的炉

缸侧壁衬体，既可以显著节约修理的资金需求，又可以明显缩短修理施工所需要的时间，从

而给炼铁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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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一方面，本发明提出了一种修理高炉炉缸侧壁耐材内衬的方法，其修理步骤包括：

(一)采用第一不定型耐火材料在高炉原有耐火材料衬体的上面制作找平层；(二)用耐火砖

在找平层上砌筑耐火墙体，将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填充在残存炭砖与耐火墙体之间制作导

热性衬体。

[0010] 在上述步骤(一)之前还可以包括下述准备步骤：对高炉炉缸侧壁炭砖的工作端遭

到侵蚀、需要修理的部位，清除粘结在高炉炉底和炉缸侧壁交接部位的高炉原有耐火材料

衬体的上表面的杂质、清除粘结在残存炭砖工作端的杂质、疏松层和变质层。

[0011] 上述步骤(二)可以包括：当用第一不定型耐火材料制作的找平层凝固后，将耐火

砖砌筑在找平层上形成耐火墙体直至耐火墙体的总高度达到设计高度止；在耐火墙体与残

存炭砖之间填充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

[0012] 替代地，上述步骤(二)可以包括：当用第一不定型耐火材料制作的找平层凝固后，

将耐火砖砌筑在找平层上形成耐火墙体的第一段，在耐火墙体的第一段与残存炭砖之间填

充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然后，将耐火砖砌筑在耐火墙体的第一段上形成耐火墙体的第二

段，在耐火墙体的第二段与残存炭砖之间填充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如此循环，至耐火墙体

的总高度达到设计高度止。

[0013] 替代地，上述步骤(二)可包括：将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涂敷或喷涂在残存炭砖热

面；将耐火砖砌筑在找平层上形成耐火墙体直至耐火墙体的总高度达到设计高度止。

[0014] 替代地，步骤(二)可包括：在残存炭砖的热面侧设置模板，将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

填充在模板与残存炭砖之间，当填充的不定型耐火材料具有一定强度后拆除模板；将耐火

砖砌筑在找平层上形成耐火墙体直至耐火墙体的总高度达到设计高度止。

[0015] 另一方面，本发明提出了又一种修理高炉炉缸侧壁耐材内衬的方法。所述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一)用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在残存炭砖的被侵蚀部位制作导热性衬体；(二)

然后，用第一不定型耐火材料在高炉原有耐火材料衬体上的耐火墙体(5)的砌筑位置上制

作找平层；(三)其后，以导热性衬体的炉内面为导面砌筑耐火墙体，耐火墙体与导热性衬体

的炉内面之间填充第三不定型耐火材料。

[0016] 在上述步骤(一)之前还包括下述准备步骤：对高炉炉缸侧壁炭砖的工作端遭到侵

蚀、需要修理的部位，清除粘结在高炉炉底和炉缸侧壁交接部位的高炉原有耐火材料衬体

的上表面的杂质、清除了粘结在残存炭砖工作端的杂质、疏松层和变质层。

[0017] 上述步骤(一)可以包括：将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涂敷或喷涂在残存炭砖的热面。

[0018] 替代地，上步骤(一)可以包括：在残存炭砖的热面侧设置模板，将第二不定型耐火

材料填充在模板与残存炭砖之间，当填充的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具有一定强度后拆除模

板。

[0019] 上述步骤(三)可以包括：当用第一不定型耐火材料制作的找平层凝固后，将耐火

砖砌筑在找平层上形成耐火墙体直至耐火墙体的总高度达到设计高度止；在耐火墙体导热

性衬体之间填充第三不定型耐火材料。

[0020] 替代地，上述步骤(三)可以包括：以导热性衬体的炉内面为导面砌筑耐火墙体的

每块耐火砖时，在耐火砖与导热性衬体的接触面上涂敷第三不定型耐火材料。

[0021] 替代地，上述步骤(三)可以包括：以导热性衬体的炉内面为导面将耐火砖砌筑在

找平层上形成耐火墙体的第一段，在耐火墙体的第一段与导热性衬体之间填充第三不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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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火材料；然后，将耐火砖砌筑在耐火墙体的第一段上形成耐火墙体的第二段，在耐火墙体

的第二段与导热性衬体之间填充第三不定型耐火材料；如此循环，至耐火墙体的总高度达

到设计高度止。

[0022] 此外，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用于修理高炉炉缸侧壁耐材内衬的耐材衬体。所述耐

材衬体包括残存炭砖和找平层。残存炭砖的朝向高炉中心侧设有由耐火砖制作的耐火墙

体，耐火墙体与残存炭砖之间设有由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制作的导热性衬体。

[0023] 在导热性衬体与耐火墙体之间可以还设有第三不定型耐火材料。

[0024] 优选地，砌筑制作耐火墙体的耐火砖是含65％～90％重量百分比的Al2O3的耐火

砖，或者为在朝向炉外面上粘贴有可压缩的纤维毡、纤维毯和/或纤维垫的、含65％～90％

重量百分比的Al2O3(重量百分比)的耐火砖。

[0025] 优选地，上述砌筑制作耐火墙体的耐火砖是Al2O3含量为78％～88％重量百分比

的耐火砖，或者为在朝向炉外面上粘贴有可压缩的纤维毡、纤维毯和/或纤维垫的、Al2O3含

量78％～88％重量百分比的耐火砖。

[0026] 优选地，制作导热性衬体的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是含65％～95％重量百分比的

SiC的浇注料或者自流浇注料或者捣打料或者喷涂料，或者是C的重量百分比为75％～95％

的浇注料或者自流浇注料或者捣打料或者喷涂料，或者是C含量与SiC含量的和为75％～

95％重量百分比的浇注料或者自流浇注料或者捣打料或者喷涂料。

[0027] 优选地，第三不定型耐火材料为同时含有Al2O3、C、SiC或者同时含有Al2O3、C、SiC

三者中的任二种或仅含有Al2O3、C、SiC三者中的任一种的浇注料或自流浇注料或捣打料或

耐火泥浆。

[0028] 优选地，制作找平层的第一不定型耐火材料为含有Al2O3或者同时含有Al2O3、SiC

的浇注料或自流浇注料或捣打料。

[0029] 与高炉炉缸现有的大修方式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0] 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现有高炉炉缸大修方式中全部或者部分被丢弃的炉缸剩余炭

砖，避免了资源浪费，节省了修理费用。

[0031] 采用本发明时，不必全部清空炉缸，不需要拆除并重砌全部的炉缸炭砖，从而减少

了大修占用的高炉冶炼时间，节省了施工作业费用、多产了生铁、节省了炉缸炭砖的采购费

用等，可明显提高炼铁企业的经济效益。预计一座2500m3的高炉采用本发明的方法和衬体，

可以产生直接效益超过1800万元。

附图说明

[0032] 图1示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1的修理高炉炉缸侧壁耐材内衬的方法以及所使用

的耐材衬体。

[0033] 图2示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2的修理高炉炉缸侧壁耐材内衬的方法以及耐材衬体。

[0034] 图3是图2中的修理高炉炉缸侧壁耐材内衬的方法以及耐材衬体中的导热性衬体

的一种方法步骤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所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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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0036] <实施例1>

[0037] 图1示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1的修理高炉炉缸侧壁耐材内衬的方法以及所使用

的耐材衬体。

[0038]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1的耐材衬体包括残存炭砖1、找平层8。找平层8例如可以用

第一不定型耐火材料7制成。残存炭砖1的朝向高炉中心侧设有由耐火砖10制作的耐火墙体

5，耐火墙体5与残存炭砖1之间设有由不定型耐火材料2制作的导热性衬体3。

[0039] 所述的砌筑制作耐火墙体5的耐火砖10是含65％～90％重量百分比的Al2O3(重量

百分比)的耐火砖，或者为在朝向炉外面上粘贴有可压缩的纤维毡、纤维毯和/或纤维垫的、

含65％～90％重量百分比的Al2O3(重量百分比)的耐火砖。耐火砖10的Al2O3含量优选为

78％～88％重量百分比。

[0040] 所述的制作导热性衬体3的不定型耐火材料2是含65％～95％重量百分比的SiC

(重量百分比)的浇注料或者自流浇注料或者捣打料或者喷涂料、或者是C的重量百分比为

75％～95％(重量百分比)的浇注料或者自流浇注料或者捣打料或者喷涂料、或者是C含量

与SiC含量的和为75％～95％重量百分比的浇注料或者自流浇注料或者捣打料或者喷涂

料。

[0041] 所述的制作找平层8的第一不定型耐火材料(7)为含有Al2O3、或者同时含有Al2O3、

SiC的浇注料或自流浇注料或捣打料。

[0042]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1的修理高炉炉缸侧壁耐材内衬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一)

采用第一不定型耐火材料7在高炉原有耐火材料衬体6的上面制作找平层8；(二)之后，例如

当找平层8凝固后，用耐火砖10在找平层8上砌筑耐火墙体5，将不定型耐火材料2填充在残

存炭砖1与耐火墙体5之间制作导热性衬体3。

[0043] 在上述步骤(一)之前为下述准备步骤：对高炉炉缸侧壁炭砖的工作端遭到侵蚀、

需要修理的部位，清除粘结在高炉炉底和炉缸侧壁交接部位的高炉原有耐火材料衬体6的

上表面的杂质、清除粘结在残存炭砖1工作端的杂质、疏松层和变质层。

[0044] 在本实施例1的步骤(二)中，砌筑耐火墙体5可以以以下几种方式或其进行：

[0045] 当用第一不定型耐火材料7制作的找平层8凝固后，将耐火砖10砌筑在找平层8上

形成耐火墙体5直至耐火墙体5的总高度达到设计高度止；在耐火墙体5的第一段与残存炭

砖1之间填充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2。

[0046] 当找平层8凝固后，将耐火砖10砌筑在找平层8上形成耐火墙体5的第一段，在耐火

墙体5的第一段与残存炭砖1之间填充不定型耐火材料2形成对应高度的导热性衬体3；然

后，将耐火砖10砌筑在耐火墙体5的第一段上形成耐火墙体5的第二段，在耐火墙体5的第二

段与残存炭砖1之间填充不定型耐火材料2再形成对应高度的导热性衬体3；如此循环，至耐

火墙体5与导热性衬体3的总高度达到设计高度止。

[0047] 首先将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2敷或喷涂在残存炭砖2热面；然后将耐火砖10砌筑在

找平层8上形成耐火墙体5直至耐火墙体5的总高度达到设计高度止。

[0048] 在残存炭砖1的热面侧设置模板9，将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2填充在模板9与残存炭

砖1之间，当填充的不定型耐火材料(2)具有一定强度后拆除模板；将耐火砖10砌筑在找平

层8上形成耐火墙体5直至耐火墙体5的总高度达到设计高度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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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上述第一不定型耐火材料和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可以是相同或不同的已知的耐

火材料。

[0050] <实施例2>

[0051] 图2示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2的修理高炉炉缸侧壁耐材内衬的方法以及耐材衬体。

[0052] 类似于上述根据本发明实施例1的耐材衬体，根据本发明实施例2的耐材衬体也包

括残存炭砖1、导热性衬体3、耐火墙体5、找平层8。不同于上述根据本发明实施例1的耐材衬

体，根据本发明实施例2的耐材衬体还包括不定型耐火材料11。残存炭砖1的朝向高炉中心

侧设有由耐火砖10制作的耐火墙体5，耐火墙体5与残存炭砖1之间设有由第二不定型耐火

材料2制作的导热性衬体3和第三不定型耐火材料11。不定型耐火材料11位于导热性衬体3

与耐火墙体5之间。

[0053] 所述的耐火砖10、第一不定型耐火材料2、第一不定型耐火材料7与实施例1相同。

[0054] 所述的不定型耐火材料11为同时含有Al2O3、C、SiC或者同时含有Al2O3、C、SiC三者

中的任二种或仅含有Al2O3、C、SiC三者中的任一种的浇注料或自流浇注料或捣打料或耐火

泥浆。

[0055] 图3是图2中的修理高炉炉缸侧壁耐材内衬的方法以及耐材衬体中的导热性衬体

的一种方法步骤示意图。

[0056] 参见图3，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2的修理高炉炉缸侧壁耐材内衬的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一)用不定型耐火材料2在残存炭砖1的被侵蚀部位制作导热性衬体3；(二)然后，用第

一不定型耐火材料7在高炉原有耐火材料衬体6上的耐火墙体5的砌筑位置上制作找平层8；

(三)其后，以导热性衬体3的炉内面4为导面逐段砌筑耐火墙体5，耐火墙体5与导热性衬体3

的炉内面4之间填充第三不定型耐火材料11。

[0057] 在上述步骤(一)之前为下述准备步骤：对高炉炉缸侧壁炭砖的工作端遭到侵蚀、

需要修理的部位，清除粘结在高炉炉底和炉缸侧壁交接部位的高炉原有耐火材料衬体6的

上表面的杂质、清除粘结在残存炭砖1工作端的杂质、疏松层和变质层。

[0058] 在实施例中2的步骤(一)中，制作导热性衬体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

[0059] 将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2涂敷或喷涂在残存炭砖1的热面。或者采用模板辅助。参

见图3，在残存炭砖1的热面侧设置模板9，将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2填充在模板9与残存炭砖

1之间，当填充的第二不定型耐火材料(2)具有一定强度后拆除模板。

[0060] 在实施例2的步骤(三)可以以以下两种方式进行：

[0061] 直接涂敷第三不定型耐火材料砌筑。具体地，以导热性衬体3的炉内面4为导面砌

筑耐火墙体5的每块耐火砖10时，在耐火砖10与导热性衬体3的接触面上涂敷第三不定型耐

火材料11。

[0062] 逐段砌筑填充。以导热性衬体3的炉内面4为导面将耐火砖10砌筑在找平层8上形

成耐火墙体5的第一段，在耐火墙体5的第一段与导热性衬体3之间填充第三不定型耐火材

料11；然后，将耐火砖10砌筑在耐火墙体5的第一段上形成耐火墙体5的第二段，在耐火墙体

5的第二段与导热性衬体3之间填充第三不定型耐火材料11；如此循环，至耐火墙体5的总高

度达到设计高度止。或者，以导热性衬体3的炉内面4为导面砌筑耐火墙体5的每块耐火砖10

时，在耐火砖10与导热性衬体3的接触面上涂敷第三不定型耐火材料11。

[0063] 以上结合附图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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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式中的具体细节，在本发明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

单变型，这些简单变型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64]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中所描述的各个具体技术特征，在不矛

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式进行组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发明对各种可

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

[0065] 此外，本发明的各种不同的实施方式之间也可以进行任意组合，只要其不违背本

发明的思想，其同样应当视为本发明所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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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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