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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耐火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及其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该火泥包括蓝晶石、白刚玉、绿碳化硅、α-

氧化铝(CL-370 )微粉，外加羧甲基纤维素钠

(CMC)、黄糊精，以及磷酸二氢铝溶液；该火泥无

铬化，减少铬污染，达到环保要求；此外，在限定

的用量范围内协同作用，该火泥具有良好的耐侵

蚀性、抗冲刷性和粘性，并且，根据该配方制备的

火泥已在炼钢厂中间包中使用，现场反映施工性

能良好、粘性适宜，具有足够的耐侵蚀性、抗冲刷

性，满足炼钢厂工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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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其特征在于，该火泥包括蓝晶石、白刚玉、绿碳化硅、α-

氧化铝微粉，外加羧甲基纤维素钠、黄糊精、以及磷酸二氢铝溶液，以蓝晶石、白刚玉、绿碳

化硅、α-氧化铝微粉总量为标准计算，各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为：所述蓝晶石为5～15％，所述

白刚玉为50％-70％，所述绿碳化硅为5～10％，所述α-氧化铝微粉为20～30％，外加羧甲基

纤维素钠为0.1～1％，外加黄糊精为0.1～2％，外加磷酸二氢铝溶液为15～2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其特征在于，所述蓝晶石粒径为

0.21-0mm，质量百分比为8～1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其特征在于，所述白刚玉粒径分别为

120目、240目、325目，各粒径的质量百分比分别均为10％～30％，更优选分别为：22～28％、

18～22％、14～1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其特征在于，所述绿碳化硅粒径为小

于45μm，质量百分比为5～9％。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其特征在于，所述α-氧化铝的粒径为

小于5μm，质量百分比为20～2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其特征在于，所述羧甲基纤维素钠质

量百分比为0.2～0.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其特征在于，所述黄糊精质量百分比

为0.5～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其特征在于，所述磷酸二氢铝溶液的

比重为1.33～1.36g/cm3，质量百分比为17～18％。

9.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的制备方法，包括：

(1)称取蓝晶石、白刚玉、绿碳化硅、α-氧化铝、羧甲基纤维素钠和黄糊精，加入泥浆搅

拌机中预混20～30分钟；

(2)向步骤(1)中经预混的固体原料混合物中缓慢地加入磷酸二氢铝溶液，然后混炼20

～30分钟；

(3)将步骤(2)中混炼好的火泥，放入广口塑料桶中，密封包装，放置在阴凉干燥处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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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耐火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耐火泥浆，又称火泥或接缝料(粉装物)，由耐火粉料、结合剂和外加剂组成。几乎

所有的耐火原料都可用作配制耐火泥浆的粉料。

[0003] 根据组成材质的不同，耐火泥浆可以分为黏土质耐火泥、高铝质耐火泥、硅质耐火

泥、镁质耐火泥等。

[0004] 按照结合剂的不同，耐火泥浆又可分为以下三类:

[0005] (1)陶瓷结合耐火泥：它是由耐火细骨料和陶瓷结合剂(塑性粘土)组成的混合料。

交货状态为干状，需加水后使用，在高温下通过陶瓷结合而硬化。

[0006] (2)水硬性结合耐火泥：它是由耐火细骨料和起主要结合作用的水硬性结合剂(水

泥)组成的混合料。交货状态仅有干状，加水后使用，硬化时无需加热。

[0007] (3)化学结合耐火泥：由耐火细骨料和化学结合剂(无机、有机-无机、有机)组成的

混合料。交货状态既可以是浆状，又可以是干状，在低于陶瓷结合温度以下硬化。按照硬化

温度，这种耐火泥可分为气硬性和热硬性两种。气硬性耐火泥常用水玻璃等气硬性结合剂

配制。热硬性耐火泥常用磷酸或磷酸盐等热硬性结合剂配制。这种热硬性耐火泥硬化后，除

在各种温度下都具有较高的强度以外，还具有收缩小、接缝严密、耐蚀性强等特点。

[0008] 中间包是短流程炼钢中用到的一个耐火材料容器，首先接受从钢包浇下来的钢

水，然后再由中间包水口分配到各个结晶器中去。中间包水口是钢包开启、关闭的“开关”，

这个“开关”一旦失控或有泄漏，不仅一包钢水付诸东流，还有可能造成损失惨重的人身或

设备。而中间包水口用火泥则是该耐火制品砌体的砌缝材料。

[0009] 最常见将铬刚玉火泥用在水口和座砖之间。铬刚玉火泥是采用优质电熔氧化铬

绿、α-氧化铝(CL-370)微粉、磷酸二氢铝等搅拌而成，其作用是填充水口和座砖之间的缝

隙，减少钢水的渗透侵蚀，但其中氧化铬绿经高温会转化为六价铬，会对环境造成污染。随

着社会进步和环保要求的提高，对之提出无铬化要求。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旨在解决中间包水口用火泥无铬化处理，且保障火泥良好性能的问题。具

体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其特征在于，该火泥包括蓝晶石、白刚玉、

绿碳化硅、α-氧化铝微粉，外加羧甲基纤维素钠、黄糊精、以及磷酸二氢铝溶液，以蓝晶石、

白刚玉、绿碳化硅、α-氧化铝微粉总量为标准计算，各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为：所述蓝晶石为5

～15％，所述白刚玉为50％-70％，所述绿碳化硅为5～10％，所述α-氧化铝微粉为20～

30％，外加羧甲基纤维素钠为0.1～1％，外加黄糊精为0.1～2％，外加磷酸二氢铝溶液为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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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的，所述蓝晶石粒径为0.21-0mm，质量百分比为8～12％。

[0012] 优选的，所述白刚玉粒径分别为120目、240目、325目，各粒径的质量百分比分别均

为10％～30％，更优选分别为：22～28％、18～22％、14～18％。

[0013] 优选的，所述绿碳化硅粒径为小于45μm，质量百分比为5～9％。

[0014] 优选的，所述α-氧化铝(CL-370)的粒径为小于5μm，质量百分比为20～25％。

[0015] 优选的，所述羧甲基纤维素钠(CMC)质量百分比为0.2～0.5％。

[0016] 优选的，所述黄糊精质量百分比为0.5～1％。

[0017] 优选的，所述磷酸二氢铝溶液的比重为1 .33～1 .36g/cm3，质量百分比为17～

18％。

[0018] 另一方面，本发明还公开了上述任一项所述的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的制备方

法，包括：

[0019] (1)称取蓝晶石、白刚玉、绿碳化硅、α-氧化铝(CL-370)、羧甲基纤维素钠(CMC)和

黄糊精，加入泥浆搅拌机中预混20～30分钟；

[0020] (2)向步骤(1)中经预混的固体原料混合物中缓慢地加入磷酸二氢铝溶液，然后混

炼20～30分钟；

[0021] (3)将步骤(2)中混炼好的火泥，放入广口塑料桶中，密封包装，放置在阴凉干燥处

保存。比如，可按净重10±0.1Kg、15±0.1Kg、20±0.1Kg放入广口塑料桶中，可根据需求装

样合适规格。

[0022] 本发明所得的火泥无铬化，减少铬污染，达到环保要求；此外，该火泥包括蓝晶石、

白刚玉、绿碳化硅、α-氧化铝(CL-370)微粉、羧甲基纤维素钠(CMC)、黄糊精，以及磷酸二氢

铝溶液，各组分在限定的用量范围内协同作用，使该火泥具有良好的耐侵蚀性、抗冲刷性和

粘性。该火泥耐侵蚀性、抗冲刷性良好，1500℃*3h高温耐压强度达25MPa左右；也具有较高

的粘性，200℃*24h抗折粘结强度为3.0MPa以上，1500℃*3h线性变化(％)为0.5～1.0％；此

外，本品存放过程中不易沉降，密封保存30天以上，外观和性能无明显变化，储存性能良好。

并且，根据该配方制备的火泥已在炼钢厂中间包中使用，现场反映施工性能良好、粘性适

宜，具有足够的耐侵蚀性、抗冲刷性，满足炼钢厂工艺要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所描述的实施例及其结果仅用于说明

本发明，而不应当也不会限制权利要求书中所详细描述的本发明。

[0024] 实施例1

[0025] 一种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组分组成：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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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蓝晶石、白刚玉、绿碳化硅、α-氧化铝(CL-370)各组分质量百分比以各组分占该4

组分总量的比例计算；外加剂羧甲基纤维素钠(CMC)、黄糊精、磷酸二氢铝溶液(比重为1.33

～1.36g/cm3)的质量百分比以各组分占上述4组分总量另外计算；其他实施例和对比例各

组分质量百分比均和实施例1相同方法计算。

[0028] 本实施例4组分总量为3KG。

[0029] 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由以下方法制备而得。

[0030] 具体操作步骤为：

[0031] (1)按重量比例称取蓝晶石、白刚玉、绿碳化硅、α-氧化铝(CL-370)、羧甲基纤维素

钠(CMC)和黄糊精，加入泥浆搅拌机中预混30分钟；

[0032] (2)向步骤(1)中经预混的固体原料混合物中缓慢地加入磷酸二氢铝溶液(比重为

1.33～1.36g/cm3)，然后混炼20分钟；

[0033] (3)将步骤(2)中混炼好的火泥，放入广口塑料桶中，密封包装，放置在阴凉干燥

处。

[0034] 将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环保火泥进行抗粘性、耐侵蚀性、抗冲刷性试验，试验结果

为：

[0035] (1)200℃*24h抗折粘结强度为2.0MPa；

[0036] (2)1500℃*3h线性变化(％)：0.66％；

[0037] (3)1500℃*3h高温耐压强度为27.1MPa。

[0038] 实施例2

[0039] 一种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组分组成(4组分总重量为

10Kg)：

[0040]

[0041] 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由以下方法制备而得。

[0042] 具体操作步骤为：

[0043] (1)按重量比例称取蓝晶石、白刚玉、绿碳化硅、α-氧化铝(CL-370)、羧甲基纤维素

钠(CMC)和黄糊精，加入泥浆搅拌机中预混25分钟；

[0044] (2)向步骤(1)中经预混的固体原料混合物中缓慢地加入磷酸二氢铝溶液(比重为

1.33～1.36g/cm3)，然后混炼25分钟；

[0045] (3)将步骤(2)中混炼好的火泥，按净重10±0.1Kg放入广口塑料桶中，密封包装，

放置在阴凉干燥处。

[0046] 将实施例2制备得到的环保火泥进行抗粘性、耐侵蚀性、抗冲刷性试验，试验结果

为：

[0047] (1)200℃*24h抗折粘结强度为2.9MPa；

[0048] (2)1500℃*3h线性变化(％)：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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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3)1500℃*3h高温耐压强度为23.2MPa。

[0050] 将实施例2制备得到的环保火泥在马钢长材南区2#机13#包(快换)中包上水口与

座砖之间使用，现场反映施工性能良好、粘性适宜，耐侵蚀性强。

[0051] 实施例3

[0052] 一种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组分组成(4组分重量为10Kg)：

[0053]

[0054] 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由以下方法制备而得。

[0055] 具体操作步骤为：(1)按重量比例称取蓝晶石、白刚玉、绿碳化硅、α-氧化铝(CL-

370)、羧甲基纤维素钠(CMC)和黄糊精，加入泥浆搅拌机中预混20分钟；

[0056] (2)向步骤(1)中经预混的固体原料混合物中缓慢地加入磷酸二氢铝溶液(比重为

1.33～1.36g/cm3)，然后混炼30分钟；

[0057] (3)将步骤(2)中混炼好的火泥，按净重10±0.1Kg放入广口塑料桶中，密封包装，

放置在阴凉干燥处。

[0058] 将实施例3制备得到的环保火泥进行抗粘性、耐侵蚀性、抗冲刷性试验，试验结果

为：

[0059] (1)200℃*24h抗折粘结强度为3.1MPa；

[0060] (2)1500℃*3h线性变化(％)：0.76％；

[0061] (3)1500℃*3h高温耐压强度为25.6MPa。

[0062] 将实施例3制备得到的环保火泥放入广口塑料桶中，密封包装，置于阴凉干燥处30

天后，外观无明显变化；并在马钢长材南区2#机16#包(快换)中包上水口与座砖之间使用，

现场反映施工性能良好、粘性适宜，耐侵蚀性强。

[0063] 对比例1

[0064] 一种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组分组成(4组分重量为3Kg)：

[0065]

[0066] 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由以下方法制备而得。

[0067] 具体操作步骤为：

[0068] (1)按重量比例称取蓝晶石、白刚玉、氧化锆、α-氧化铝(CL-370)、羧甲基纤维素钠

(CMC)和黄糊精，加入泥浆搅拌机中预混20分钟；

[0069] (2)向步骤(1)中经预混的固体原料混合物中缓慢地加入磷酸二氢铝溶液(比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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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36g/cm3)，然后混炼30分钟；

[0070] (3)将步骤(2)中混炼好的火泥，放入广口塑料桶中，密封包装，放置在阴凉干燥

处。

[0071] 对比例1中制备得到的环保火泥粘性略差；放入广口塑料桶中，密封包装，置于阴

凉干燥处一周后，出现沉降和粉化现象。

[0072] 对比例2

[0073] 一种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组分组成(重量为3Kg)：

[0074]

[0075]

[0076] 中间包水口用环保火泥由以下方法制备而得：

[0077] 具体操作步骤为：

[0078] (1)按重量比例称取蓝晶石、白刚玉、绿碳化硅、α-氧化铝(CL-370)、羧甲基纤维素

钠(CMC)和黄糊精，加入泥浆搅拌机中预混30分钟；

[0079] (2)向步骤(1)中经预混的固体原料混合物中缓慢地加入磷酸二氢铝溶液(比重为

1.33～1.36g/cm3)，然后混炼20分钟。

[0080] 对比例2中制备得到的环保火泥浓度稀，粘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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