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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耐火材料领域，涉及一种碳化

硅-六铝酸钙-铝复合耐火材料。涉及的一种碳化

硅-六铝酸钙-铝复合耐火材料以加入量为原料

总质量60%～75%的碳化硅颗粒为骨料；复合耐火

材料还加入有基质；基质中含有致密六铝酸钙细

粉或微粉；所述的基质中还加入了经包覆处理的

金属铝粉，粒度范围为10μm～45μm，加入量为

原料总质量的2%～8%；骨料、基质与结合剂混合

均匀后进行机压成型，干燥后在埋碳气氛下最高

温度1500℃～1600℃烧成制得碳化硅-六铝酸

钙-铝复合材料。本发明改善了基质物相组成，提

升了其高温力学性能和材料的高温抗折强度，并

同时具有抗侵蚀性能优秀、价格低廉、热震稳定

性优秀等特点。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CN 111646812 A

2020.09.11

CN
 1
11
64
68
12
 A



1.一种碳化硅-六铝酸钙-铝复合耐火材料，其特征在于：复合耐火材料以加入量为原

料总质量60%～75%的碳化硅颗粒为骨料；复合耐火材料还加入有基质；所述的基质中含有

致密六铝酸钙细粉或微粉，加入量为原料总质量的20%～35%；所述的基质中还加入了经包

覆处理的金属铝粉，粒度范围为10μm～45μm，加入量为原料总质量的2%～8%；所述的骨料、

基质与结合剂混合均匀后进行机压成型，干燥后在埋碳气氛下最高温度1500℃～1600℃烧

成制得以碳化硅为主晶相，六铝酸钙和刚玉为次晶相的碳化硅-六铝酸钙-铝复合材料；SiC

+CaO+Al2O3的质量分数之和大于97%，其中SiC质量分数58%～73%，Al2O3质量分数20%～

35.5%，CaO质量分数1.5%～6.5%。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化硅-六铝酸钙-铝复合耐火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经

包覆处理的金属铝粉，是一种经铝溶胶表面包覆处理后的球形金属铝粉，经铝溶胶表面包

覆处理后，球形金属铝粉的外表面被包覆一层致密Al2O3外壳，经包覆处理的金属铝粉的颗

粒球形度0.8～1。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化硅-六铝酸钙-铝复合耐火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碳

化硅颗粒采用电熔法制备，粒度范围0.1～3mm，SiC质量分数≥98%。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化硅-六铝酸钙-铝复合耐火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致

密六铝酸钙细粉或微粉，采用电熔法或烧结法制备，粒度范围10μm～90μm，w（Al2O3+CaO）≥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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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碳化硅-六铝酸钙-铝复合耐火材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耐火材料领域，主要涉及一种碳化硅-六铝酸钙-铝复合耐火材料。

背景技术

[0002] 当代煤气化领域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气化技术为水煤浆气化技术，其利用水煤浆

在高温、高压环境下的燃烧，制备H2、CO、CO2等气体。基于水煤浆气化技术而设计的水煤浆气

化炉的运行工况为：1300℃～1500℃高温、2.0～8.5MPa高压以及强还原气氛，气化炉运行

期间还伴随着高速气流、熔渣和固体物质对于炉衬材料的冲刷和撞击。高温环境下炉内压

力及气、液、固相物质的不断冲刷会导致材料发生磨损和剥落，从而影响气化炉的正常稳定

运行，故在选择水煤浆气化炉向火面炉衬材料时，其高温力学性能需作为重要性能指标进

行考虑。

[0003] 目前水煤浆气化炉普遍采用高铬砖（Cr2O3-Al2O3-ZrO2材料，Cr2O3＞75wt%）作为炉

衬向火面材料，其具有高温力学强度性能有优秀，抗渣性能优异的特点。高铬砖之所以具有

优秀的高温力学性能，是因为Al2O3与Cr2O3具有相似的晶体结构，在一定温度下可发生固溶

反应，形成结构稳定的连续固溶体，增加材料基质的结构强度，从而提升其力学性能。然而

高铬砖不仅造价昂贵，使用过程中Cr3+转变为Cr6+亦会对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0004] 针对高铬砖存在的问题，水煤浆气化炉用无铬材料的开发近年来逐渐成为研究热

点。申请文件CN201711187000  .7公开了一种碳化硅-六铝酸钙复合耐火材料，其以碳化硅

颗粒为骨料，六铝酸钙细粉或微粉为基质，压制成坯体后于1450～1600℃保护气氛或埋碳

气氛下烧成。这种碳化硅-六铝酸钙-铝复合耐火材料具有优秀的抗渣性能，然而高温力学

性能较差（高温抗折强度约2～4MPa，1400℃埋碳30min），面对水煤浆气化炉高温高压及气、

液、固体不断冲刷的工况，极易发生材料磨损、剥落等情况。其高温力学强度低的主要原因

是：虽然采用埋碳气氛或保护气氛，但材料烧成过程中SiC仍会发生氧化，生成SiO2进入基

质，形成低熔点玻璃相，在高温下玻璃相由固相转变为液相，破坏了基质结构的稳定，从而

导致其高温强度低。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一种碳化硅-六铝酸钙-铝复合耐火材

料。

[0006] 本发明为完成上述目的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碳化硅-六铝酸钙-铝复合耐火材料，复合耐火材料以加入量为原料总质量60%～

75%的碳化硅颗粒为骨料；复合耐火材料还加入有基质；所述的基质中含有致密六铝酸钙细

粉或微粉，加入量为原料总质量的20%～35%；所述的基质中还加入了经包覆处理的金属铝

粉，粒度范围为10μm～45μm，加入量为原料总质量的2%～8%；所述的骨料、基质与结合剂混

合均匀后进行机压成型，干燥后在埋碳气氛下最高温度1500℃～1600℃烧成制得以碳化硅

为主晶相，六铝酸钙和刚玉为次晶相的碳化硅-六铝酸钙-铝复合材料；SiC+CaO+Al2O3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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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数之和大于97%，其中SiC质量分数58%～73%，Al2O3质量分数20%～35.5%，CaO质量分数

1.5%～6.5%。

[0007] 所述的经包覆处理的金属铝粉，是一种经铝溶胶表面包覆处理后的球形金属铝

粉，经铝溶胶表面包覆处理后，球形金属铝粉的外表面被包覆一层致密Al2O3外壳，经包覆处

理的金属铝粉的颗粒球形度0.8～1（以颗粒球形度计算公式：球形度= 其中Vp=颗粒

体积，Sp=颗粒表面积）。

[0008] 所述的碳化硅颗粒采用电熔法制备，粒度范围0.1～3mm，SiC质量分数≥98%；使用

电熔法制备的碳化硅颗粒，其晶体结构完整，表面光洁，具有很高致密度，有利于材料的抗

侵蚀性和强度；要求粒度范围在0.1～3mm的主要原因是，碳化硅粒度过小会导致其比表面

积较大，受氧化的程度和速率均会随粒度变小而增加，使材料中液相增多，不利于材料的高

温力学性能，碳化硅粒度过大会导致材料生坯成型困难，烧成难度增加；采用SiC质量分数

≥98%的较高纯度碳化硅，其目的是避免材料中出现过多诸如SiO2、Fe2O3、Na2O等杂质相，这

些杂质在高温下会形成低熔点物质，对材料的力学性能有严重影响。

[0009] 所述的致密六铝酸钙细粉或微粉，采用电熔法或烧结法制备，粒度范围10μm～90μ

m，w（Al2O3+CaO）≥98.5%；六铝酸钙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和抗碱侵蚀性能，在还原气氛下

具有很高的稳定性，要求其粒度范围在10～90μm主要考虑到粒度级配的合理化，使六铝酸

钙细粉或微粉可以很好填充于碳化硅颗粒之间，提升材料烧成性能；要求其Al2O3+CaO质量

分数≥98.5%主要考虑到原料中Fe2O3、SiO2等杂质对于材料烧成后力学性能的影响。

[0010] 所述经包覆处理的金属铝粉，其制备方法为：1）以工业铝溶胶（化学分子式为Al2

(OH)n·Cl6-n，浓度10%～15%，粘度为14Pa·s～26Pa·s）为载体，加入粒径为10nm～20nm的

氧化铝纳米粉，氧化铝纳米粉与铝溶胶质量比为1:10，超声分散5min～10min后得到氧化铝

纳米粉均匀分布的铝溶胶；2）将粒径为5～32μm的金属铝粉加入1）中所得含氧化铝纳米粉

的铝溶胶中，金属铝粉与溶胶质量比为1:5，超声分散10min～15min后抽滤，得到表面被含

活性氧化铝纳米粉的铝溶胶均匀包覆的金属铝粉，在100℃～120℃下干燥24h～48h，得到

具有致密氧化铝外壳的金属铝粉，包覆物厚度为2μm～6μm、Al2O3质量分数≥98.5%；要求其

颗粒球形度0.8～1之间主要原因是：1）增加金属铝粉在基质间的流动性，保证其均匀分散

于基质间；2）保证金属铝粉的包覆效果好，由于球形相较于片状或不规则形状结构较为均

匀，外壳Al2O3各处厚度较均匀，在高温下受内外作用力相对均匀，不易存在结构薄弱位置。

[0011] 所述的结合剂为氨基水性树脂或酚醛树脂的一种，是一种有机树脂类粘结剂；成

型过程中，树脂可起到粘结材料骨料和基质的作用，使成型后材料具有一定强度，高温下树

脂烧失，形成残碳，优先于SiC氧化，对SiC的氧化起到延缓作用。

[0012] 本发明提出一种碳化硅-六铝酸钙-铝复合耐火材料，以碳化硅为主晶相、六铝酸

钙和刚玉为次晶相。在高温（自1400℃左右开始）埋碳气氛下，SiC与气氛中的O2发生反应，

SiC颗粒被氧化。1500℃前SiC的氧化形式主要是惰性氧化，生成物为液相SiO2，其会与基质

中的杂质（Fe2O3、Na2O、K2O等）形成低熔点玻璃相，填充于气孔之间；1500℃之后，SiC的氧化

形式以惰性氧化和活性氧化同时存在，生成物为液相SiO2和气相SiO，基质中液相含量逐渐

升高，一方面与六铝酸钙反应促进了基质烧结，另一方面形成了更多的低熔点玻璃相。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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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碳化硅-六铝酸钙复合耐火材料时通常直接使用金属铝粉作为防氧化剂，以期金属铝粉

优先于SiC颗粒氧化，达到减少或延缓碳化硅氧化的目的，然而金属铝粉的性质十分活泼，

室温至100℃即会与水或水蒸气发生剧烈反应，形成H2并放出大量热，在材料生坯制备时有

可能对材料内部结构产生影响；在高温环境下，金属铝粉的反应过程和反应形式均不可控，

其添加与否对于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有限。

[0013] 本发明在基质中加入了经包覆处理的球形金属铝粉，其致密的氧化铝（熔点2000

℃以上）外壳可保证其1400℃前金属铝粉处于稳定状态，SiC发生氧化时，生成的SiO2会与

金属铝粉的Al2O3外壳发生反应，导致外壳结构松动，内部的金属铝粉（熔点660℃）以液相或

气相铝、铝氧化合物形式弥散至基质中，由于此状态下的金属铝具有极高活性，其可以与气

氛中的O2、CO或N2迅速反应，形成反应活性很高的Al2O3、Al4C3或AlN，随后进一步与SiO2、CaO

等形成熔点较高的莫来石相（3Al2O3·2SiO2熔点1900℃）或钙长石相（CaAl2Si2O8，熔点1557

℃），减少了基质中以SiO2为主的低熔点玻璃相（熔点低于1300℃）形成。水煤浆气化炉的运

行温度在1300℃～1500℃之间，若炉衬材料基质间存在较多低熔点玻璃相，其高温下形成

的液相会造成材料基质结构不稳定，从而影响其高温力学性能，加入经包覆处理的金属铝

粉后，高温下可形成高活性的铝化合物，游离于材料基质间，可以对SiC氧化形成的SiO2或

SiO进行有效吸收，反应形成熔点较高的莫来石相或钙长石相，改善了基质物相组成和结

构，提升了其高温力学性能；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显著提升了材料的高温抗折强度，并同时

具有抗侵蚀性能优秀、价格低廉、热震稳定性优秀等特点；本发明提出一种碳化硅-六铝酸

钙-铝复合耐火材料，显气孔率15%～19%，体积密度2.65～2.8g/cm3，高温抗折强度（1400℃

埋碳，30min）10～20MPa。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实施例1：

分别称取粒度范围10μm～90μm，w（Al2O3+CaO）=99.0%的致密六铝酸钙细粉35kg；粒度

范围10μm～45μm，球形度0.92的经包覆处理的金属铝粉5kg，一同放入球磨罐中经滚动球磨

机充分混合1.5小时；称取粒度范围0.1mm～3mm，w（SiC）=99.0%的碳化硅颗粒60kg；将碳化

硅颗粒投入辗轮式混砂机中搅拌5min，加入4.5kg酚醛树脂搅拌3min，将预先混合好的致密

六铝酸钙细粉和经包覆处理的金属铝粉投入辗轮式混砂机中，一同搅拌20min，混合均匀后

经24h困料。采用摩擦压砖机将充分困料后的原料进行成型，采用烘箱于180℃将生坯烘干

24h。将烘后生坯装入刚玉质匣钵中，使用石墨粉进行填埋，于电阻炉1600℃热处理5小时，

即可制备出碳化硅-六铝酸钙-铝复合耐火材料，其性能如下表所示。

[0015] 实施例2：

分别称取粒度范围10μm～45μm，w（Al2O3+CaO）=99.5%的致密六铝酸钙细粉30kg；粒度

范围10μm～45μm，球形度0.90的经包覆处理的金属铝粉7kg，一同放入球磨罐中经滚动球磨

机充分混合1小时；称取粒度范围0.1mm～3mm，w（SiC）=98.5%的碳化硅颗粒63kg。将碳化硅

颗粒投入辗轮式混砂机中搅拌5min，加入5kg酚醛树脂搅拌3min，将预先混合好的致密六铝

酸钙细粉和经包覆处理的金属铝粉投入辗轮式混砂机中，一同搅拌20min，混合均匀后经

24h困料。采用摩擦压砖机将充分困料后的原料进行成型，采用烘箱于180℃将生坯烘干

24h。将烘后生坯装入刚玉质匣钵中，使用石墨粉进行填埋，于电阻炉1550℃热处理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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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制备出碳化硅-六铝酸钙-铝复合耐火材料，其性能如下表所示。

[0016] 实施例3：

分别称取粒度范围10μm～90μm，w（Al2O3+CaO）=98.5%的致密六铝酸钙细粉22kg；粒度

范围10μm～45μm，球形度0.85的经包覆处理的金属铝粉8kg，一同放入球磨罐中经滚动球磨

机充分混合1小时；称取粒度范围0.1mm～3mm，w（SiC）=99.0  %的碳化硅颗粒70kg。将碳化硅

颗粒投入辗轮式混砂机中搅拌5min，加入4kg氨基水性树脂搅拌3min，将预先混合好的致密

六铝酸钙细粉和经包覆处理的金属铝粉投入辗轮式混砂机中，一同搅拌30min，混合均匀后

经12h困料。采用摩擦压砖机将充分困料后的原料进行成型，采用烘箱分别于60℃和110℃

将生坯各烘干6h。将烘后生坯装入刚玉质匣钵中，使用石墨粉进行填埋，于电阻炉1500℃热

处理3小时，即可制备出碳化硅-六铝酸钙-铝复合耐火材料，其性能如下表所示。

[0017] 实施例4：

分别称取粒度范围10μm～90μm，w（Al2O3+CaO）=98.7%的致密六铝酸钙细粉33kg；粒度

范围10μm～45μm，球形度0.95的经包覆处理的金属铝粉2kg，一同放入球磨罐中经滚动球磨

机充分混合1小时；称取粒度范围0.1mm～2.54mm，w（SiC）=99.0  %的碳化硅颗粒65kg。将碳

化硅颗粒投入辗轮式混砂机中搅拌5min，加入5kg酚醛树脂搅拌5min，将预先混合好的致密

六铝酸钙细粉和经包覆处理的金属铝粉投入辗轮式混砂机中，一同搅拌20min，混合均匀后

经24h困料。采用摩擦压砖机将充分困料后的原料进行成型，采用烘箱于180℃将生坯烘干

24h。将烘后生坯装入刚玉质匣钵中，使用石墨粉进行填埋，于电阻炉1600℃热处理5小时，

即可制备出碳化硅-六铝酸钙-铝复合耐火材料，其性能如下表所示。

[0018] 实施例5：

分别称取粒度范围45μm～90μm，w（Al2O3+CaO）=99.5%的致密六铝酸钙细粉29kg；粒度

范围10μm～45μm，球形度0.92的经包覆处理的金属铝粉6kg，一同放入球磨罐中经滚动球磨

机充分混合1小时；称取粒度范围0.1mm～2.54mm，w（SiC）=98.0  %的碳化硅颗粒65kg。将碳

化硅颗粒投入辗轮式混砂机中搅拌5min，加入5kg酚醛树脂搅拌5min，将预先混合好的致密

六铝酸钙细粉和经包覆处理的金属铝粉投入辗轮式混砂机中，一同搅拌25min，混合均匀后

经24h困料。采用摩擦压砖机将充分困料后的原料进行成型，采用烘箱于180℃将生坯烘干

24h。将烘后生坯装入刚玉质匣钵中，使用石墨粉进行填埋，于电阻炉1500℃热处理5小时，

即可制备出碳化硅-六铝酸钙-铝复合耐火材料，其性能如下表所示。

[0019] 实施例6：

分别称取粒度范围10μm～45μm，w（Al2O3+CaO）=99.3%的致密六铝酸钙细粉22kg；粒度

10μm～20μm，球形度0.90的经包覆处理的金属铝粉3kg，一同放入球磨罐中经滚动球磨机充

分混合1.5小时；称取粒度范围0.5mm～3mm，w（SiC）=98.5  %的碳化硅颗粒75kg。将碳化硅颗

粒投入辗轮式混砂机中搅拌5min，加入4kg酚醛树脂搅拌5min，将预先混合好的致密六铝酸

钙细粉和经包覆处理的金属铝粉投入辗轮式混砂机中，一同搅拌30min，混合均匀后经24h

困料。采用摩擦压砖机将充分困料后的原料进行成型，采用烘箱于180℃将生坯烘干24h。将

烘后生坯装入刚玉质匣钵中，使用石墨粉进行填埋，于电阻炉1600℃热处理5小时，即可制

备出碳化硅-六铝酸钙-铝复合耐火材料，其性能如下表所示。

[0020] 实施例7：

分别称取粒度范围10μm～90μm，w（Al2O3+CaO）=98.5%的致密六铝酸钙细粉20kg；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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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μm～20μm，球形度0.90的经包覆处理的金属铝粉8kg，一同放入球磨罐中经滚动球磨机充

分混合1小时；称取粒度范围0.5mm～3mm，w（SiC）=98.0  %的碳化硅颗粒72kg。将碳化硅颗粒

投入辗轮式混砂机中搅拌5min，加入4kg氨基水性树脂搅拌3min，将预先混合好的致密六铝

酸钙细粉和经包覆处理的金属铝粉投入辗轮式混砂机中，一同搅拌30min，混合均匀后经

12h困料。采用摩擦压砖机将充分困料后的原料进行成型，采用烘箱分别于60℃和110℃将

生坯各烘干8h。将烘后生坯装入刚玉质匣钵中，使用石墨粉进行填埋，于电阻炉1550℃热处

理3小时，即可制备出碳化硅-六铝酸钙-铝复合耐火材料。

[0021] 实施例8：

分别称取粒度范围10μm～90μm，w（Al2O3+CaO）=99.2%的致密六铝酸钙细粉30kg；粒度

10μm～20μm，球形度0.98的经包覆处理的金属铝粉4kg，一同放入球磨罐中经滚动球磨机充

分混合1小时；称取粒度范围0.5mm～3mm，w（SiC）=99.2  %的碳化硅颗粒66kg。将碳化硅颗粒

投入辗轮式混砂机中搅拌5min，加入5kg酚醛树脂搅拌10min，将预先混合好的致密六铝酸

钙细粉和经包覆处理的金属铝粉投入辗轮式混砂机中，一同搅拌30min，混合均匀后经24h

困料。采用摩擦压砖机将充分困料后的原料进行成型，采用烘箱于200℃将生坯烘干24h。将

烘后生坯装入刚玉质匣钵中，使用石墨粉进行填埋，于电阻炉1600℃热处理5小时，即可制

备出碳化硅-六铝酸钙-铝复合耐火材料。

[0022] 实施例1-8制备的碳化硅-六铝酸钙-铝复合耐火材料性能如下表所示，气孔率、体

积密度、高温抗折强度（1400℃，埋碳保温30min）均采用国家标准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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