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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碳素炉窑用再生砖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碳素炉窑用再生砖及其

制备方法，涉及再生砖及其制备技术领域。所述

再生砖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数的原料：碳素窑炉修

炉废砖60‑80％、高铝粉10‑20％、纯铝酸钙水泥

4‑16％、硅微粉4‑5％、三聚磷酸钠0.05‑0.15％、

六偏磷酸钠0.05‑0.15％、防爆纤维0.05‑0.17％

和添加剂3‑4％；制作方法为将各原料混合搅拌

成混合浆料后，浇筑成型，脱模，于25‑35℃下恒

温烘干，即得。本发明再生砖通过优化原料配制

和优化制作方法，解决了碳素窑炉废砖处理难以

及再生砖制作耗能大、成本高的问题，实现了资

源的绿色回收再利用和节能环保，在免烧结的情

况下，制得的再生砖的耐火度、耐压强度、高温抗

折强度等各项性能较好，均达到使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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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碳素炉窑用再生砖，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数的原料：碳素窑炉修炉废

砖60-80％、高铝粉10-20％、纯铝酸钙水泥4-16％、硅微粉4-5％、三聚磷酸钠0.05-0.15％、

六偏磷酸钠0.05-0.15％、防爆纤维0.05-0.17％和添加剂3-4％；所述添加剂为白泥、木质

素或塘泥中的一种；

所述的碳素炉窑用再生砖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按上述重量百分数称取各原料；

(2)用球磨机将碳素窑炉修炉废砖磨碎成所需的大小，备用；

(3)将磨碎后的碳素窑炉修炉废砖料与高铝粉、纯铝酸钙水泥、硅微粉、三聚磷酸钠、六

偏磷酸钠、防爆纤维和添加剂混合搅拌均匀，并加入适量的水搅拌成混合浆料；

(4)将所述混合浆料浇筑到模具内成型；

(5)待混合浆料硬化后脱模，并于25-35℃下恒温烘干，即得所述再生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素炉窑用再生砖，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数的

原料：碳素窑炉修炉废砖65-75％、高铝粉12-17％、纯铝酸钙水泥5-11％、硅微粉4.3-

4.8％、三聚磷酸钠0.07-0.10％、六偏磷酸钠0.07-0.10％、防爆纤维0.07-0.15％和添加剂

3.2-3.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素炉窑用再生砖，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数的

原料：碳素窑炉修炉废砖70％、高铝粉15％、纯铝酸钙水泥7％、硅微粉4.5％、三聚磷酸钠

0.1％、六偏磷酸钠0.1％、防爆纤维0.1％和添加剂3.2％。

4.根据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一种碳素炉窑用再生砖，其特征在于：所述高铝粉的颗

粒粗细度为30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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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碳素炉窑用再生砖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再生砖及其制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碳素炉窑用再生砖及其制备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碳素材料生产过程产生许多废弃材料，这些废弃材料主要是碳素窑炉

产生的废砖，这些废砖主要为粘土砖、高铝砖和硅砖等。现阶段这些废砖的主要处理方法为

掩埋，不但会占用大量土地，破坏环境，还使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导致资源浪费。因此，利

用废砖产生再生砖，使其重新用于生产应用，变废为宝，是当前碳素材料生产中亟需解决的

问题。

[0003] 当前，再生砖制作方法很多，主要工艺流程为：配制原料→成型→养护→干燥→烧

结，其中烧结的温度较高，一般为1000℃以上，且烧结时间较长，不但工序繁琐，还导致能源

的浪费。因此，免烧结再生砖的制作已成为主要研究方向。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碳素炉窑用再生砖及其制备

方法，该再生砖通过优化原料配制和优化制作方法，解决了碳素窑炉废砖处理难以及再生

砖制作耗能大、成本高的问题，实现了资源的绿色回收再利用和节能环保，在免烧结的情况

下，制得的再生砖各项性能较好，均达到使用标准。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碳素炉窑用再生砖，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数的原料：碳素窑炉修炉废砖60-

80％、高铝粉10-20％、纯铝酸钙水泥4-16％、硅微粉4-5％、三聚磷酸钠0.05-0.15％、六偏

磷酸钠0.05-0.15％、防爆纤维0.05-0.17％和添加剂3-4％。

[0007] 较优的，一种碳素炉窑用再生砖，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数的原料：碳素窑炉修炉废砖

65-75％、高铝粉12-17％、纯铝酸钙水泥5-11％、硅微粉4.3-4 .8％、三聚磷酸钠0.07-

0.10％、六偏磷酸钠0.07-0.10％、防爆纤维0.07-0.15％和添加剂3.2-3.8％。

[0008] 较优的，一种碳素炉窑用再生砖，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数的原料：碳素窑炉修炉废砖

70％、高铝粉15％、纯铝酸钙水泥7％、硅微粉4.5％、三聚磷酸钠0.1％、六偏磷酸钠0.1％、

防爆纤维0.1％和添加剂3.2％。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添加剂为白泥、木质素或塘泥中的一种。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高铝粉的颗粒粗细度为300目。

[0011] 根据上述原料，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一种碳素炉窑用再生砖的制备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12] (1)按上述重量百分数称取各原料；

[0013] (2)用球磨机将碳素窑炉修炉废砖磨碎成所需的大小，备用；

[0014] (3)将磨碎后的碳素窑炉修炉废砖料与高铝粉、纯铝酸钙水泥、硅微粉、三聚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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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六偏磷酸钠、防爆纤维和添加剂混合搅拌均匀，并加入适量的水搅拌成混合浆料；

[0015] (4)将所述混合浆料浇筑到模具内成型；

[0016] (5)待混合浆料硬化后脱模，并于25-35℃下恒温烘干，即得所述再生砖。

[0017] 以上的高铝粉可使用颗粒粗细度相同的粘土粉代替。

[0018] 本发明废砖作为骨料，对产品起到骨架支撑的作用；粘土粉或高铝粉可填充孔隙，

确保产品密实度；纯铝酸钙水泥起到凝固的作用；硅微粉可调节凝固缓慢的作用；三聚磷酸

钠和六偏磷酸钠共同作用可增强骨料流动性，调节加水量；防爆纤维有助于内部水分排出，

防止爆裂；白泥、木质素、塘泥等添加剂可作为稳定剂。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0] 本发明再生砖通过优化原料配制和优化制作方法，解决了碳素窑炉废砖处理难以

及再生砖制作耗能大、成本高的问题，实现了资源的绿色回收再利用和节能环保，在免烧结

的情况下，制得的再生砖的耐火度、耐压强度、高温抗折强度等各项性能较好，均达到使用

标准。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进一步说明。

[0022] 实施例1

[0023] 本实施例一种碳素炉窑用再生砖，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数的原料：碳素窑炉修炉废

砖70％、高铝粉15％、纯铝酸钙水泥7％、硅微粉4 .5％、三聚磷酸钠0.1％、六偏磷酸钠

0.1％、防爆纤维0.1％和木质素3.2％。

[0024] 所述高铝粉的颗粒粗细度为300目。

[0025] 本实施例一种碳素炉窑用再生砖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1)按上述重量百分数称取各原料；

[0027] (2)用球磨机将碳素窑炉修炉废砖磨碎成所需的大小，备用；

[0028] (3)将磨碎后的碳素窑炉修炉废砖料与高铝粉、纯铝酸钙水泥、硅微粉、三聚磷酸

钠、六偏磷酸钠、防爆纤维和添加剂混合搅拌均匀，并加入适量的水搅拌成混合浆料；

[0029] (4)将所述混合浆料浇筑到模具内成型；

[0030] (5)待混合浆料硬化后脱模，并于35℃下恒温烘干，即得所述再生砖。

[0031] 实施例2

[0032] 本实施例一种碳素炉窑用再生砖，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数的原料：碳素窑炉修炉废

砖60％、高铝粉20％、纯铝酸钙水泥12.53％、硅微粉4％、三聚磷酸钠0.15％、六偏磷酸钠

0.15％、防爆纤维0.17％和白泥3％。

[0033] 所述高铝粉的颗粒粗细度为300目。

[0034] 本实施例一种碳素炉窑用再生砖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5] (1)按上述重量百分数称取各原料；

[0036] (2)用球磨机将碳素窑炉修炉废砖磨碎成所需的大小，备用；

[0037] (3)将磨碎后的碳素窑炉修炉废砖料与高铝粉、纯铝酸钙水泥、硅微粉、三聚磷酸

钠、六偏磷酸钠、防爆纤维和添加剂混合搅拌均匀，并加入适量的水搅拌成混合浆料；

[0038] (4)将所述混合浆料浇筑到模具内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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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5)待混合浆料硬化后脱模，并于25℃下恒温烘干，即得所述再生砖。

[0040] 实施例3

[0041] 本实施例一种碳素炉窑用再生砖，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数的原料：碳素窑炉修炉废

砖76％、高铝粉10％、纯铝酸钙水泥4.85％、硅微粉5％、三聚磷酸钠0.05％、六偏磷酸钠

0.05％、防爆纤维0.05％和塘泥4％。

[0042] 所述高铝粉的颗粒粗细度为300目。

[0043] 本实施例一种碳素炉窑用再生砖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4] (1)按上述重量百分数称取各原料；

[0045] (2)用球磨机将碳素窑炉修炉废砖磨碎成所需的大小，备用；

[0046] (3)将磨碎后的碳素窑炉修炉废砖料与高铝粉、纯铝酸钙水泥、硅微粉、三聚磷酸

钠、六偏磷酸钠、防爆纤维和添加剂混合搅拌均匀，并加入适量的水搅拌成混合浆料；

[0047] (4)将所述混合浆料浇筑到模具内成型；

[0048] (5)待混合浆料硬化后脱模，并于30℃下恒温烘干，即得所述再生砖。

[0049] 实施例4

[0050] 本实施例一种碳素炉窑用再生砖，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数的原料：碳素窑炉修炉废

砖71％、粘土粉11％、纯铝酸钙水泥9％、硅微粉5％、三聚磷酸钠0.1％、六偏磷酸钠0.1％、

防爆纤维0.1％和木质素3.7％。

[0051] 所述粘土粉的颗粒粗细度为300目。

[0052] 本实施例一种碳素炉窑用再生砖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3] (1)按上述重量百分数称取各原料；

[0054] (2)用球磨机将碳素窑炉修炉废砖磨碎成所需的大小，备用；

[0055] (3)将磨碎后的碳素窑炉修炉废砖料与高铝粉、纯铝酸钙水泥、硅微粉、三聚磷酸

钠、六偏磷酸钠、防爆纤维和添加剂混合搅拌均匀，并加入适量的水搅拌成混合浆料；

[0056] (4)将所述混合浆料浇筑到模具内成型；

[0057] (5)待混合浆料硬化后脱模，并于33℃下恒温烘干，即得所述再生砖。

[0058] 本发明再生砖性能参数：

[0059] 为了说明本发明效果，申请人均对实施例1、实施例2、实施例3和实施例4制得的再

生砖的性能进行性能检测，结果见表1：

[0060] 表1各组再生砖性能

[0061] 项目/组别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耐火度(℃) 1840 1820 1831 1836

体积密度(g/cm3) 2.49 2.40 2.42 2.43

显气孔率 17 19 18 18

常温耐压强度(Mpa) 68 60 63 61

荷重软化点(0.2Mpa，0.6％) 1539 1500 1522 1520

高温蠕变率(1280℃，0.2MPa，25h) 0.61 0.7 0.65 0.63

热膨胀率(20℃～1000℃)％ 0.52 0.6 0.53 0.55

高温抗折强度MP(≥1350℃) 6.6 5.0 5.9 6.3

[0062] 从表1可知，本发明再生砖的耐火度≥1820℃，体积密度≥2.40g/cm3，显气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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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常温耐压强度≥60Mpa，荷重软化点≥1500(0.2Mpa，0.6％)，高温蠕变率≤0.7(1280℃，

0.2MPa，25h)，热膨胀率≤0.6(20℃～1000℃)％，高温抗折强度≥5MP(≥1350℃)。各项性

能都较好，均符合标准。

[0063] 因此，本发明再生砖通过优化原料配制和优化制作方法，解决了碳素窑炉废砖处

理难以及再生砖制作耗能大、成本高的问题，实现了资源的绿色回收再利用和节能环保，在

免烧结的情况下，制得的再生砖的各项性能较好，均达到使用标准。

[0064] 上述说明是针对本发明较佳可行实施例的详细说明，但实施例并非用以限定本发

明的专利申请范围，凡本发明所提示的技术精神下所完成的同等变化或修饰变更，均应属

于本发明所涵盖专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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