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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纤维增强耐火砖及其制备方法，

属于钢铁冶金用耐火材料技术领域。本发明提供

了纤维增强耐火砖，含有如下重量配比的组分：

氧化镁和/或氧化铝70～90份，碳化硅1～4份，石

墨0.5～10份，铝0.3～1份，耐火纤维0.2～10份，

粘结剂1～8份。本发明很好地解决了现有耐火砖

强度、耐热度、抗剥落性、抗侵蚀不能同时兼顾的

问题，而且成本适中，所提供的耐火砖尤其适用

于冶金工业电炉、转炉和精炼炉的炉衬以及浇铸

用流钢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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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纤维增强耐火砖，其特征是：含有如下重量配比的组分：氧化镁和/或氧化铝70～90

份，碳化硅1～4份，石墨0.5～10份，铝0.3～1份，耐火纤维0.2～10份，粘结剂1～8份；优选

地，含有如下重量配比的组分：氧化镁和/或氧化铝88～89份，碳化硅1.5～2份，石墨1～2

份，铝0.3～0.5份，耐火纤维2～3份，粘结剂5～6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纤维增强耐火砖，其特征是：所述的耐火纤维选自莫来石纤维、

氧化铬纤维、钢纤维、碳纤维中一种或两种以上；优选地，所述的莫来石纤维为马福特克纤

维；优选地，所述的钢纤维中碳含量不高于0.3％。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纤维增强耐火砖，其特征是：所述耐火纤维的纤维长度为3～

50mm。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纤维增强耐火砖，其特征是：所述的粘结剂选自纸浆、酚醛树脂、

沥青中一种或两种以上；优选地，所述的纸浆为废纸浆。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纤维增强耐火砖，其特征是：各组分满足以下至少一项：

氧化镁以电熔镁砂颗粒料和/或粉体料的形式加入，MgO含量大于95％；

氧化铝以刚玉颗粒料和/或粉体料的形式加入，Al2O3含量大于95％；

碳化硅以粉体的形式加入；

石墨以鳞片石墨粉的形式加入；

铝以铝粉的形式加入；

所述颗粒料的粒径为0.3～5mm；

优选地，所述颗粒料的粒径为1～1.2mm；

所述粉体料的粒径不大于0.2mm；

优选地，所述粉体料的粒径不大于0.12mm；

颗粒料：粉体料的粒径比大于4：1；

电熔镁砂颗粒料：电熔镁砂粉体料的重量比小于1.5：1；

优选地，电熔镁砂颗粒料：电熔镁砂粉体料的重量比为(1～1.4)：1；

刚玉颗粒料：刚玉粉体料的重量比小于1.5：1；

优选地，刚玉颗粒料：刚玉粉体料的重量比为(1～1.4)：1。

6.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纤维增强耐火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包括如下步骤：

取各重量百分比的组分，混合均匀，压制成型，干燥，烧结，即得。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混合均匀包括干混、湿混和终混三

个步骤，其中，干混步骤将粉体料和耐火纤维混合，湿混步骤将颗粒料和粘结剂混合，终混

步骤将干混和湿混所得物料再次混合均匀。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满足以下至少一项：

干混时间为10～30分钟；

湿混时间为10～30分钟；

终混时间为20～30分钟；

干混步骤中将耐火纤维分次均匀加入；

湿混步骤中将颗粒料和粘结剂用湿碾机混合均匀。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压制前还包括困料步骤：将混合均匀的原

料放置在60～80℃的烘干室5～10小时，得到含水量≤5％的坯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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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烧结的条件为：从常温以≤20℃/min

的速度升温至150～185℃，保温2～5h，然后以≤80℃/min的速度升温至1550～1700℃，保

温时间30～35h，最后在炉内以≤350℃/min的速度冷却至室温，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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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增强耐火砖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纤维增强耐火砖及其制备方法，属于钢铁冶金用耐火材料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冶金行业所采用的耐火材料，要求较好的耐热度、强度、抗热震性和耐侵蚀性，以

满足钢铁制造的需求。如钢包内衬所用耐火材料，其高温综合性能要求非常高，需具备长时

间与1650-1720℃的钢水接触而不被破坏的承受能力。目前国内在电炉、转炉、精炼炉和中

间包所用的内衬使用寿命不高，一般为65炉左右，主要原因在于热震导致的剥落和熔渣的

渗透侵蚀。因此，提供一种高强度、耐高温、耐热震、耐侵蚀的耐火砖对钢铁冶金业具有重要

意义。

[0003] CN  101628818A公开了莫来石纤维砖及其制法，该方法采用耐火材料为主要原料，

经过包括混料、成型、干燥、烧成工序制成，所述主要原料中添加有莫来石晶体纤维，所述莫

来石纤维砖化学成分是：Al2O335～72％；SiO227～64％，Fe2O31～1.2％。该发明的产品兼有

轻质莫来石砖和陶瓷纤维材料的优异性能，并具有体积密度较小，比热容小，抗热震性能

好，导热系数小等优点，但其耐火度最高在1400℃以下，不适合用作与钢液接触的面砖。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旨在至少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之一。为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

提供纤维增强耐火砖。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所述纤维增强耐火砖的制备方法。

[0005] 本发明提供了纤维增强耐火砖，含有如下重量配比的组分：氧化镁和/或氧化铝70

～90份，碳化硅1～4份，石墨0.5～10份，铝0.3～1份，耐火纤维0.2～10份，粘结剂1～8份；

优选地，含有如下重量配比的组分：氧化镁和/或氧化铝88～89份，碳化硅1.5～2份，石墨1

～2份，铝0.3～0.5份，耐火纤维2～3份，粘结剂5～6份。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的耐火纤维选自莫来石纤维、氧化铬纤维、钢纤维、碳纤维中一种

或两种以上。

[0007] 优选地，所述的莫来石纤维为马福特克纤维。

[0008] 优选地，所述的钢纤维中碳含量不高于0.3％。

[0009] 进一步地，所述耐火纤维的纤维长度为3～50mm。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粘结剂选自纸浆、酚醛树脂、沥青中一种或两种以上。

[0011] 优选地，所述的纸浆为废纸浆。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的纤维增强耐火砖各组分满足以下至少一项：

[0013] 氧化镁以电熔镁砂颗粒料和/或粉体料的形式加入，MgO含量大于95％；

[0014] 氧化铝以刚玉颗粒料和/或粉体料的形式加入，Al2O3含量大于95％；

[0015] 碳化硅以粉体的形式加入；

[0016] 石墨以鳞片石墨粉的形式加入；

[0017] 铝以铝粉的形式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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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所述颗粒料的粒径为0.3～5mm；

[0019] 优选地，所述颗粒料的粒径为1～1.2mm；

[0020] 所述粉体料的粒径不大于0.2mm；

[0021] 优选地，所述粉体料的粒径不大于0.12mm；

[0022] 颗粒料：粉体料的粒径比大于4：1；

[0023] 电熔镁砂颗粒料：电熔镁砂粉体料的重量比小于1.5：1；

[0024] 优选地，电熔镁砂颗粒料：电熔镁砂粉体料的重量比为(1～1.4)：1；

[0025] 刚玉颗粒料：刚玉粉体料的重量比小于1.5：1；

[0026] 优选地，刚玉颗粒料：刚玉粉体料的重量比为(1～1.4)：1。

[0027] 本发明提供了所述纤维增强耐火砖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取各重量百分比

的组分，混合均匀，压制成型，干燥，烧结，即得。

[0028] 进一步地，所述的混合均匀包括干混、湿混和终混三个步骤，其中，干混步骤将粉

体料和耐火纤维混合，湿混步骤将颗粒料和粘结剂混合，终混步骤将干混和湿混所得物料

再次混合均匀。

[0029] 进一步地，所述的制备方法满足以下至少一项：

[0030] 干混时间为10～30分钟；

[0031] 湿混时间为10～30分钟；

[0032] 终混时间为20～30分钟；

[0033] 干混步骤中将耐火纤维分次均匀加入；

[0034] 湿混步骤中将颗粒料和粘结剂用湿碾机混合均匀。

[0035] 其中，干混步骤中将耐火纤维分次均匀加入，能够避免混搅成团。

[0036] 其中，湿混步骤中将颗粒料和粘结剂用湿碾机混合均匀，以使粘结剂完全涂布在

颗粒料表面。

[0037] 进一步地，所述压制成型采用不少于三次压实或等静压成型方法。

[0038] 进一步地，压制前还包括困料步骤：将混合均匀的原料放置在60～80℃的烘干室5

～10小时，得到含水量≤5％的坯料。

[0039] 进一步地，所述干燥的方法为：首先，在压制成砖坯后，在自然状态下晾晒15～20h

后置于干燥窑内，在120～180℃下干燥20～40h；然后，热风温度150～250℃，干燥时间8～

15h，得到含水率为0.2～0.8％的干燥态耐火砖坯。

[0040] 进一步地，所述烧结的条件为：从常温以≤20℃/min的速度升温至150～185℃，保

温2～5h，然后以≤80℃/min的速度升温至1550～1700℃，保温时间30～35h，最后在炉内以

≤350℃/min的速度冷却至室温，出炉。

[0041] 本发明提供了纤维增强耐火砖，采用中性或碱性耐火材料为主要原料，添加适量

的耐高温纤维，经过包括配料、混合、成型、干燥、烧结等工序制成。所得耐火砖的物理性能

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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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0043] 本发明提供的耐火砖耐火度可达到1750℃，能够充分耐受钢铁冶炼过程中钢液的

高温，更为重要的是，很好地解决了现有耐火砖强度、耐热度、抗剥落性、抗侵蚀不能同时兼

顾的问题，而且成本适中。本发明耐火砖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尤其适用于冶金工业电

炉、转炉和精炼炉的炉衬以及浇铸用流钢砖。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方案进行解释。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理解，下面的

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应视为限定本发明的范围。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技术或条

件的，按照本领域内的文献所描述的技术或条件或者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所用试剂或仪

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可以通过市购获得的常规产品。

[0045] 实施例1本发明纤维增强耐火砖的制备

[0046] 将电熔镁砂(MgO含量96％)、刚玉粉(Al2O3含量98％)、SiC粉、鳞片石墨粉、铝粉、马

福特克纤维(纤维长度3-10mm)、氧化铬纤维(纤维长度3-10mm)、废纸浆和酚醛树脂按74：

15：1.5：2：0.5：1：1：3：2重量比例分别备料，其中镁砂颗粒料：镁砂粉体料的重量比为1.4：

1，镁砂颗粒料粒径1mm，除镁砂颗粒料、纤维和粘结剂(废纸浆和酚醛树脂)外，其它均为粉

体料，粒径不大于0.2mm。

[0047] 将镁砂颗粒料和粘结剂湿混10～30分钟，其它原料干混10～30分钟，然后将干混

料和湿混料再次混合混练20～30分钟。混练好后将混合料放置在60～80℃的烘干室5～10

小时，得到含水量≤5％的坯料。将坯料在压机压实成砖，在自然状态下晾晒15～20h后置于

干燥窑内，在120～180℃下干燥20～40h。然后将砖体按如下干燥工艺进行干燥：热风温度

150～250℃，干燥时间8～15h，得到含水率为0.2～0.8％的干燥态耐火砖坯。将干燥态耐火

砖从常温以≤20℃/min的速度缓慢升温至150～185℃，保温2～5h，然后以≤80℃/min的速

度升温至1550℃，保温时间30～35h，最后在炉内以≤350℃/min的速度缓慢冷却至室温，出

炉。

[0048] 烧制好后的耐火砖比重3.35g/cm3，耐火度1750℃，1500℃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分

别为110MPa和41MPa；钢包使用寿命由现有镁铝砖的65炉提升至92炉。镁铝砖主要由含钙少

的煅烧镁砂(MgO＞90％，CaO＜2.2％)做原料，加入约8％的工业氧化铝粉，以亚硫酸纸浆废

液做结合剂，在1580℃的高温下烧成的制品。

[0049] 实施例2本发明纤维增强耐火砖的制备

[0050] 将镁砂粉(MgO含量97％)、刚玉颗粒和刚玉粉(Al2O3含量98％)、SiC粉、鳞片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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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铝粉、马福特克纤维(纤维长度10-20mm)、氧化铬纤维(纤维长度10-20mm)、钢纤维(碳含

量不高于0.3％的低碳钢纤维，纤维长度3-10mm)、废纸浆和酚醛树脂按65：24：1.5：1：0.3：

1：1：1：2.5：2.7重量比例分别备料，其中刚玉颗粒料：刚玉粉体料的重量比为1：1，刚玉颗粒

料粒径1.2mm，除刚玉颗粒料、纤维和粘结剂(废纸浆和酚醛树脂)外，其它均为粉体料，粒径

不大于0.2mm。

[0051] 将刚玉颗粒料和粘结剂湿混10～30分钟，其它原料干混10～30分钟，然后将干混

料和湿混料再次混合混练20～30分钟。混练好后将混合料放置在60～80℃的烘干室5～10

小时，得到含水量≤5％的坯料。将坯料在压机压实成砖，在自然状态下晾晒15～20h后置于

干燥窑内，在120～180℃下干燥20～40h。然后将砖体按如下干燥工艺进行干燥：热风温度

150～250℃，干燥时间8～15h，得到含水率为0.2～0.8％的干燥态耐火砖坯。将干燥态耐火

砖从常温以≤20℃/min的速度缓慢升温至150～185℃，保温2～5h，然后以≤80℃/min的速

度升温至1450℃，保温时间30～35h，最后在炉内以≤350℃/min的速度缓慢冷却至室温，出

炉。

[0052] 烧制好后的耐火砖比重3.4g/cm3，耐火度1700℃，1500℃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分

别为105MPa和39MPa；大大改善了现有氧化铝砖的侵蚀和剥落问题。氧化铝砖以氧化铝(电

熔刚玉及莫来石料)为主要原料，加入碳素原料(如鳞片石墨、炭黑和硬质沥青)，并添加较

少量的其他原料(如金属硅粉、SiC粉、铝粉)，以酚醛树脂或沥青为结合剂，经过压制、热处

理成型。

[0053] 实施例3本发明纤维增强耐火砖的制备

[0054] 将镁砂颗粒和镁砂粉(MgO含量97.5％)、刚玉颗粒和刚玉粉(Al2O3含量99％)、SiC

粉、鳞片石墨粉、铝粉、马福特克纤维(纤维长度20-30mm)、氧化铬纤维(纤维长度30-50mm)、

废纸浆和酚醛树脂按44：44：2：1.2：0.3：1.5：1：3：3重量比例分别备料，其中镁砂颗粒料：镁

砂粉体料的重量比为1：1，刚玉颗粒料：刚玉粉体料的重量比为1：1，颗粒料粒径1mm，除刚玉

和镁砂颗粒料、纤维和粘结剂(废纸浆和酚醛树脂)外，其它均为粉体料，粒径不大于0.2mm。

[0055] 将刚玉与镁砂颗粒料和粘结剂湿混10～30分钟，其它原料干混10～30分钟，然后

将干混料和湿混料再次混合混练20～30分钟。混练好后将混合料放置在60～80℃的烘干室

5～10小时，得到含水量≤5％的坯料。将坯料在压机压实成砖，在自然状态下晾晒15～20h

后置于干燥窑内，在120～180℃下干燥20～40h。然后将砖体按如下干燥工艺进行干燥：热

风温度150～250℃，干燥时间8～15h，得到含水率为0.2～0.8％的干燥态耐火砖坯。将干燥

态耐火砖从常温以≤20℃/min的速度缓慢升温至150～185℃，保温2～5h，然后以≤80℃/

min的速度升温至1550℃，保温时间30～35h，最后在炉内以≤350℃/min的速度缓慢冷却至

室温，出炉。

[0056] 烧制好后的耐火砖比重3.38g/cm3，耐火度1750℃，1500℃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分

别为112MPa和40.5MPa；大大改善了现有镁碳砖的耐侵蚀性和抗剥落性。镁碳砖主要采用优

质镁砂，高纯石墨和金属硅、碳化硅等添加物，用酚醛树脂作结合剂压制而成。

[0057] 需要说明的是，本说明书中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一个或

多个实施例中以合适的方式结合。此外，在不相互矛盾的情况下，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将

本说明书中描述的不同实施例以及不同实施例的特征进行结合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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