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110005343.7

(22)申请日 2021.01.05

(71)申请人 中钢南京环境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

地址 210000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菲尼克

斯路70号（江宁开发区）

    申请人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

公司

(72)发明人 孙红刚　李红霞　司瑶晨　杜一昊　

赵世贤　夏淼　尚心莲　

(74)专利代理机构 洛阳明律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41118

代理人 卢洪方

(51)Int.Cl.

C04B 35/66(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高强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及其制备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耐火材料领域，主要涉及一种碳

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所涉及的

一种高强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由碳化硅颗

粒、氧化物细粉以及特种氧化物添加剂构成；氧

化物细粉为氧化铝、氧化镁、镁铝尖晶石、六铝酸

钙中的一种或它们的组合，氧化物细粉的粒度为

小于等于0 .1mm；所述的特种氧化物添加剂为

Fe2O3、V2O5、Mn2O7、Mn2O5、MnO2、CeO2、TiO2、P2O5变

价元素的高价态氧化物中的一种或组合；所述的

碳化硅颗粒占整个原料固体总质量的60%～70%，

所述的氧化物细粉占整个原料固体总质量的27%

～39%，特种氧化物添加剂占整个原料固体总质

量的1%5%。本发明在不降低碳化硅‑氧化物复合

材料主要化学组成和功能的前提下，提高了碳化

硅‑氧化物复合材料的力学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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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强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高强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是一种经高温烧制

的定形耐火制品，SiC质量分数60%～70%，显气孔率13%～18%，常温抗折强度20～50  MPa，

1400℃高温抗折强度20～60  MPa；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由碳化硅颗

粒、氧化物细粉以及特种氧化物添加剂构成；所述的特种氧化物添加剂为Fe2O3、V2O5、Mn2O7、

Mn2O5、MnO2、CeO2、TiO2、P2O5变价元素的高价态氧化物中的一种或组合；所述的碳化硅颗粒

占整个原料固体总质量的60%～70%，所述的氧化物细粉占整个原料固体总质量的27%～

39%，所述的特种氧化物添加剂占整个原料固体总质量的1%～5%；所述的碳化硅‑氧化物复

合材料，是一种经过还原气氛或惰性气氛下高温热处理的定形耐火制品，其最高热处理温

度为1300～1600℃。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碳化硅

颗粒的粒度为大于等于0.5mm小于等于5mm，碳化硅颗粒的纯度为大于等于97%。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氧化物

细粉为氧化铝、氧化镁、镁铝尖晶石、六铝酸钙中的一种或它们的组合，氧化物细粉的粒度

为小于等于0.1mm，氧化物细粉为工业级耐火原料，其纯度大于等于98.5%。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特种氧

化物添加剂为Fe2O3、V2O5、Mn2O7、Mn2O5、MnO2、CeO2、TiO2、P2O5氧化物本身，或是经热处理后可

以生成Fe2O3、V2O5、Mn2O7、Mn2O5、MnO2、CeO2、TiO2、P2O5氧化物的这类变价元素的高价态氧化

物的氢氧化物或溶胶或凝胶前驱体。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特种氧

化物添加剂为固体粉末或液体或者固液混合物。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强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固体粉末

的粒度为小于等于50μm。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还原气

氛或惰性气氛为埋炭、流通的CO、流通的氮气、流通的氩气中的一种或其混合。

8.制备权利要求1‑7任一所述一种高强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将碳化硅颗粒与特种氧化物添加剂预先混合，使得特种氧化物添加剂均匀包裹在碳化

硅颗粒表面，形成由特种氧化物添加剂包覆的碳化硅造粒料；由特种氧化物添加剂包覆的

碳化硅造粒料、氧化物细粉、结合剂混合的半干料经压制成一定形状的坯体，在还原气氛或

惰性气氛下以最高温度为1300～1600℃进行热处理；其具体步骤如下：

1）称取纯度大于等于97%、粒度大于等于0.5mm小于等于5mm的碳化硅颗粒，倒入混砂机

中，加入液态黏结剂，搅拌使得碳化硅颗粒表面被液体浸润；

2）向碳化硅颗粒中加入特种氧化物添加剂，搅拌均匀，形成由特种氧化物添加剂包覆

的碳化硅造粒料；

3）向由特种氧化物添加剂包覆的碳化硅造粒料中加入耐火材料结合剂，然后加入粒度

为小于等于0.1mm氧化物细粉，搅拌均匀，形成半干料；

4）将半干料置于钢制或木制模具中压制成型耐火材料生坯；

5）生坯经80～200℃干燥；

6）干燥后的生坯于还原气氛或惰性气氛下以最高温度1300～1600℃进行热处理，即得

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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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所述一种高强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液态黏合剂为聚乙烯醇、纸浆、水溶性树脂中的一种或组合。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所述一种高强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耐火材料结合剂为酚醛树脂、糠醛树脂、糊精中的一种或它们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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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强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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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物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煤浆气化高温（1300～1500℃）、高压（2.0～8.7  MPa）、还原性气氛的苛刻工况

环境对耐火材料的性能要求高；工作时炉膛内煤中灰分及煤浆中添加剂形成的SiO2、CaO、

FeOx、Al2O3、MgO、TiO2、K2O、Na2O等成分为主的熔渣沿着耐火材料炉内壁流淌，对耐火材料的

高温侵蚀、冲刷严重，因而对耐火材料的力学强度要求高。

[0003] 高铬砖(Cr2O3‑Al2O3‑ZrO2砖)是目前水煤浆气化炉中应用最为成功的内衬耐火材

料，其化学稳定性好、耐渣侵蚀，力学强度高、抗渣冲刷；然而，含高铬砖为高铬耐火材料，其

存在着Cr6+对环境的潜在危害；近年来，研究开发新型无铬耐火材料替代高铬砖成为气化炉

用耐火材料的研究热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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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炭气氛下烧成；此外，申请文件CN201711187027.6公开了一种碳化硅‑镁铝尖晶石复合

耐火材料，将碳化硅与结合剂混合均匀后加入镁铝尖晶石压制烧成；这类碳化硅‑氧化物复

合耐火材料具有优秀的抗渣性能，但力学性能较差（常温抗折强度约10MPa，1400℃埋炭条

件高温抗折强度约2～4MPa），面对水煤浆气化炉内高温高压下的气、液、固体冲刷，该无法

胜任水煤浆气化炉安全长寿的运行要求。因而，提高该类碳化硅‑氧化物复合耐火材料的力

学强度是其关键。

[0004] 分析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力学强度低的原因主要是：原料中碳化硅为共价键

结合的非氧化物，六铝酸钙以及镁铝尖晶石则为离子键结合的氧化物，由于氧化物与非氧

化物之间的互不润湿，高温烧成中难于形成有效的化学结合。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一种高强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使其能在

不降低碳化硅‑氧化物材料抗渣性和耐高温性的前提下，通过配方微调和工艺优化，提高碳

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的结合强度，制备高强度的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满足水煤浆气

化炉等类似高温装置对耐火材料耐高温、耐侵蚀、耐冲刷的综合要求。

[0006] 本发明为完成上述目的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高强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高强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是一种经高温烧

制的定形耐火制品，SiC质量分数60%～70%，显气孔率13%～18%，常温抗折强度20～50  MPa，

1400℃高温抗折强度20～60  MPa；所述的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由碳化硅颗粒、氧化物细

粉以及特种氧化物添加剂构成；所述的碳化硅颗粒的粒度为大于等于0.5mm小于等于5mm，

碳化硅颗粒的纯度为大于等于97%；所述的氧化物细粉为氧化铝、氧化镁、镁铝尖晶石、六铝

酸钙中的一种或它们的组合，氧化物细粉的粒度为小于等于0.1mm；所述的特种氧化物添加

剂为Fe2O3、V2O5、Mn2O7、Mn2O5、MnO2、CeO2、TiO2、P2O5变价元素的高价态氧化物中的一种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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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所述的碳化硅颗粒占整个原料固体总质量的60%～70%，所述的氧化物细粉占整个原料

固体总质量的27%～39%，所述的特种氧化物添加剂占整个原料固体总质量的1%～5%；所述

的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是一种经过还原气氛或惰性气氛下高温热处理的定形耐火制

品，其最高热处理温度为1300～1600℃。

[0007] 所述的氧化物细粉，为工业级耐火原料，其纯度大于等于98.5%；一定纯度的氧化

物细粉可保证该耐火材料具有较高的高温强度。

[0008] 所述的特种氧化物添加剂可以是这些物质的氧化物本身，也可以是经热处理后可

以生成氧化物的这类变价元素的高价态氧化物的氢氧化物或溶胶或凝胶前驱体；特种氧化

物为变价元素的高价态氧化物，在高温下其易于释放高活性的原子氧，使得其包裹的碳化

硅表面氧化，表面被氧化后的碳化硅易于与氧化物细粉氧化铝、氧化镁、镁铝尖晶石、六铝

酸钙等结合，提高了碳化硅‑氧化物耐火材料的结合强度；另一方面，这些高价态氧化物被

还原后的低价态氧化物，其中较多具有催化活性，在高温热处理中会促使耐火材料中的残

余碳及CO等生成碳纳米管。特种氧化物除具有变价性外，其低价氧化物具有较高的熔点，控

制其加入比例小于等于5%的目的在于不显著降低该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的耐火度和高

温性能。

[0009] 所述的特种氧化物添加剂为固体粉末或液体或者固液混合物。

[0010] 所述固体粉末的粒度为小于等于50μm；较小粒度的特种氧化物添加剂固体粉末有

利于更好的包裹碳化硅颗粒。

[0011] 所述的还原气氛或惰性气氛为埋炭、流通的CO、流通的氮气、流通的氩气中的一种

或其混合；其目的是防止高温热处理中碳化硅的氧化。

[0012] 一种高强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碳化硅颗粒与特种

氧化物添加剂预先混合，使得特种氧化物添加剂均匀包裹在碳化硅颗粒表面，形成由特种

氧化物添加剂包覆的碳化硅造粒料；由特种氧化物添加剂包覆的碳化硅造粒料、氧化物细

粉、结合剂混合的半干料经压制成一定形状的坯体，在还原气氛或惰性气氛下以最高温度

为1300～1600℃进行热处理；其具体步骤如下：

(1)称取纯度大于等于97%、粒度大于等于0.5mm小于等于5mm的碳化硅颗粒，倒入

混砂机中，加入液态黏结剂，搅拌使得碳化硅颗粒表面被液态浸润；

（2）向碳化硅颗粒中加入特种氧化物添加剂，搅拌均匀，形成由特种氧化物添加剂

包覆的碳化硅造粒料；

（3）向由特种氧化物添加剂包覆的碳化硅造粒料中加入耐火材料结合剂，然后加

入粒度为小于等于0.1mm氧化物细粉，搅拌均匀形成半干料；

（4）将半干料置于钢制或木制模具中压制成型耐火材料生坯；

（5）生坯经80～200℃干燥；

（6）干燥后的生坯于还原气氛或惰性气氛下以最高温度1300～1600℃进行热处

理，即得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

[0013] 所述的液态黏合剂为聚乙烯醇、纸浆、水溶性树脂中的一种或组合；选用这类液态

黏合剂的原因在于其碳含量低，使得碳化硅颗粒周围形成更少的残炭，从而提高碳化硅表

面被特种氧化物添加剂所氧化。

[0014] 所述的耐火材料结合剂为酚醛树脂、糠醛树脂、糊精中的一种或它们的组合；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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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结合剂的原因在于，它们在惰性气氛或还原气氛下具有更高浓度的残炭量，这些残炭

在特种氧化物添加剂的催化作用下，会形成碳纳米管等，有利于试样强度的提高。

[0015]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高强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通过在原

料组分中添加少量高温下能释放活性氧同时又具有一定催化作用的物质，这些物质是一些

具有较高熔点的、有变价特性的高价态氧化物，混料过程中将其包裹在碳化硅颗粒表面，在

坯体高温烧成过程中这些高价氧化物局部氧化碳化硅颗粒，在碳化硅颗粒表面生成一定量

的二氧化硅，高温烧成中该二氧化硅在碳化硅和氧化物之间产生桥接，在不降低碳化硅‑氧

化物复合材料主要化学组成和功能的前提下，提高了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的力学强度；

提出的一种高强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具有致密度适中，微观结构均匀，常温和高温力学

强度高，抗熔渣侵蚀性好的特点，该制备方法工艺流程简单，便于操作，易于控制，成本低，

可大幅提升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的力学强度。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结合给出的实施例，对本发明加以说明，但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任何限制。

[0017] 实施例1：

原料称量及配料：粒度范围0.5～5mm的电熔碳化硅颗粒（SiC=97.0%）60  kg；粒度

小于等于0.1mm的氧化铝细粉（Al2O3=98.5）39  kg；粒度小于等于50μm的Fe2O3粉末1kg。

[0018] 制备过程：(1)将称取的电熔碳化硅颗粒倒入混砂机中，加入5%浓度的聚乙烯醇水

溶液2  kg，搅拌使得碳化硅颗粒表面被液态浸润；（2）向碳化硅颗粒中加入Fe2O3粉末，搅拌

均匀，形成有包覆的碳化硅造粒料；（3）向造粒料中加入液态酚醛树脂3  kg，然后加入氧化

铝细粉，搅拌均匀形成半干料；（4）将半干料置于钢制模具中压制成型耐火材料生坯；（5）生

坯经200℃干燥；（5）干燥后的生坯于埋炭气氛下以最高温度1400℃进行热处理，即得碳化

硅‑氧化物复合材料。

[0019] 制品性能：制品中w(SiC)=60%，显气孔率=14%，常温抗折强度=  25  MPa，高温抗折

强度（埋炭，1400℃保温30min）=32  MPa，XRD分析为SiC和刚玉相，SEM分析显微结构均匀，

1500℃保温3h坩埚抗煤渣侵蚀性与高铬砖相当。

[0020] 实施例2：

原料称量及配料：粒度范围0.5～5mm的电熔碳化硅颗粒（SiC=98.0%）65  kg；粒度

小于等于0.1mm的电熔氧化镁细粉（MgO=99.0）33  kg；粒度小于等于50μm的V2O5粉末2  kg。

[0021] 制备过程：(1)将称取的碳化硅颗粒倒入混砂机中，加入水溶性树脂2.5  kg，搅拌

使得碳化硅颗粒表面被液态浸润；（2）向碳化硅颗粒中加入V2O5粉末，搅拌均匀，形成有包覆

的碳化硅造粒料；（3）向造粒料中加入液态糠醛树脂3  kg，然后加入氧化镁细粉，搅拌均匀

形成半干料；（4）将半干料置于木制模具中压制成型耐火材料生坯；（5）生坯经80℃干燥；

（5）干燥后的生坯于埋炭气氛下以最高温度1600℃进行热处理，即得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

料。

[0022] 制品性能：制品中w(SiC)=65%，显气孔率=16%，常温抗折强度=  36  MPa，高温抗折

强度（埋炭，1400℃保温30min）=58  MPa，XRD分析为SiC和方镁石相，SEM分析显微结构均匀，

1500℃保温3h坩埚抗煤渣侵蚀性与高铬砖相当。

[0023]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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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称量及配料：粒度范围1～3mm的电熔碳化硅颗粒（SiC=98.5%）70  kg；粒度小

于等于0.045mm的烧结尖晶石细粉（Al2O3=78.1%,MgO=21.4%）27  kg；粒度小于等于30μm的

TiO2粉末3  kg。

[0024] 制备过程：(1)将称取的碳化硅颗粒倒入混砂机中，加入5%聚乙烯醇水溶液1.5 

kg，搅拌后再加入2kg水溶性树脂，继续搅拌，使得碳化硅颗粒表面被液态浸润；（2）向碳化

硅颗粒中加入TiO2粉末，搅拌均匀，形成有包覆的碳化硅造粒料；（3）向造粒料中加入糊精

液体3  kg，然后加入尖晶石细粉，搅拌均匀形成半干料；（4）将半干料置于钢制模具中压制

成型耐火材料生坯；（5）生坯经110℃干燥；（5）干燥后的生坯于流通的N2气氛炉下以最高温

度1300℃进行热处理，即得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

[0025] 制品性能：制品中w(SiC)=70%，显气孔率=17%，常温抗折强度=  23  MPa，高温抗折

强度（埋炭，1400℃保温30min）=24  MPa，XRD分析为SiC和尖晶石相，SEM分析显微结构均匀，

1500℃保温3h坩埚抗煤渣侵蚀性与高铬砖相当。

[0026] 实施例4：

原料称量及配料：粒度范围0.5～2.5mm的电熔碳化硅颗粒（SiC=97.2%）63  kg；粒

度小于等于0.09mm的烧结六铝酸钙细粉（Al2O3=92.3%,CaO=6.6%）33  kg；  浓度为50%的CeO2
溶胶8  kg。

[0027] 制备过程：(1)将称取的碳化硅颗粒倒入混砂机中，加入纸浆粉1kg，搅拌；（2）向碳

化硅颗粒中加入CeO2溶胶，搅拌均匀，形成有包覆的碳化硅造粒料；（3）向造粒料中加入糠

醛树脂  2.5  kg，然后加入六铝酸钙细粉，搅拌均匀形成半干料；（4）将半干料置于钢制模具

中压制成型耐火材料生坯；（5）生坯经120℃干燥；（5）干燥后的生坯于流通的N2气氛炉下以

最高温度1350℃进行热处理，即得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

[0028] 制品性能：制品中w(SiC)=63%，显气孔率=18%，常温抗折强度=  20MPa，高温抗折强

度（埋炭，1400℃保温30min）=28  MPa，XRD分析为SiC和六铝酸钙相，SEM分析显微结构均匀，

1500℃保温3h坩埚抗煤渣侵蚀性与高铬砖相当。

[0029] 实施例5：

原料称量及配料：粒度范围0.5～5mm的电熔碳化硅颗粒（SiC=98.0%）67  kg；粒度

小于等于0.1mm的烧结尖晶石细粉（Al2O3=78.1%,MgO=21.4%）28  kg；粒度小于等于50μm的

P2O5粉末5  kg。

[0030] 制备过程：(1)将称取的碳化硅颗粒倒入混砂机中，加入5%聚乙烯醇水溶液2  kg，

搅拌使得碳化硅颗粒表面被液态浸润；（2）向碳化硅颗粒中加入P2O5粉末，搅拌均匀，形成有

包覆的碳化硅造粒料；（3）向造粒料中加入液体酚醛树脂3  kg，然后加入尖晶石细粉，搅拌

均匀形成半干料；（4）将半干料置于钢制模具中压制成型耐火材料生坯；（5）生坯经150℃干

燥；（5）干燥后的生坯于流通的CO气氛炉下以最高温度1300℃进行热处理，即得碳化硅‑氧

化物复合材料。

[0031] 制品性能：制品中w(SiC)=67%，显气孔率=15%，常温抗折强度=  39  MPa，高温抗折

强度（埋炭，1400℃保温30min）=48MPa，XRD分析为SiC和尖晶石相，SEM分析显微结构均匀，

1500℃保温3h坩埚抗煤渣侵蚀性与高铬砖相当。

[0032] 实施例6：

原料称量及配料：粒度范围0.5～3mm的电熔碳化硅颗粒（SiC=97.0%）65  kg；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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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等于0.1mm的烧结尖晶石细粉（Al2O3=78.1%,MgO=21.4%）26.5  kg；粒度小于等于0.1mm

的氧化铝细粉（Al2O3=99.2%）5  kg；粒度小于等于50μm的Mn(OH)4粉末3.5  kg。

[0033] 制备过程：(1)将称取的碳化硅颗粒倒入混砂机中，加入5%聚乙烯醇水溶液2  kg，

搅拌使得碳化硅颗粒表面被液态浸润；（2）向碳化硅颗粒中加入Mn(OH)4粉末，搅拌均匀，形

成有包覆的碳化硅造粒料；（3）向造粒料中加入液体酚醛树脂3  kg，然后加入尖晶石细粉和

氧化铝细粉，搅拌均匀形成半干料；（4）将半干料置于钢制模具中压制成型耐火材料生坯；

（5）生坯经110℃干燥；（5）干燥后的生坯于流通的Ar气氛炉下以最高温度1550℃进行热处

理，即得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

[0034] 制品性能：制品中w(SiC)=65%，显气孔率=13%，常温抗折强度=  50  MPa，高温抗折

强度（埋炭，1400℃保温30min）=60MPa，XRD分析为SiC、尖晶石刚玉相，SEM分析显微结构均

匀，1500℃保温3h坩埚抗煤渣侵蚀性与高铬砖相当。

[0035] 实施例7：

原料称量及配料：粒度范围0.5～5mm的电熔碳化硅颗粒（SiC=97.2%）67kg；粒度小

于等于0.045mm的烧结六铝酸钙细粉（Al2O3=92.3%,CaO=6.6%）25  kg；粒度小于等于0.1mm的

氧化铝细粉（Al2O3=99.2%）7kg；粒度小于等于50μm的Mn2O7粉末1  kg。

[0036] 制备过程：(1)将称取的碳化硅颗粒倒入混砂机中，加入水溶性树脂3  kg，搅拌使

得碳化硅颗粒表面被液态浸润；（2）向碳化硅颗粒中加入Mn2O7粉末，搅拌均匀，形成有包覆

的碳化硅造粒料；（3）向造粒料中加入液体糊精3.5  kg，然后加入六铝酸钙细粉和氧化铝细

粉，搅拌均匀形成半干料；（4）将半干料置于钢制模具中压制成型耐火材料生坯；（5）生坯经

110℃干燥；（5）干燥后的生坯于流通的CO和N2混合气体的气氛炉下以最高温度1350℃进行

热处理，即得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

[0037] 制品性能：制品中w(SiC)=67%，显气孔率=14%，常温抗折强度=  43MPa，高温抗折强

度（埋炭，1400℃保温30min）=52MPa，XRD分析为SiC、六铝酸钙、刚玉相，SEM分析显微结构均

匀，1500℃保温3h坩埚抗煤渣侵蚀性与高铬砖相当。

[0038] 实施例8：

原料称量及配料：粒度范围1～5mm的电熔碳化硅颗粒（SiC=97.0%）63  kg；粒度小

于等于0.075mm的烧结尖晶石细粉（Al2O3=78.1%,MgO=21.4%）34  kg；粒度小于等于50μm的

Mn2O5粉末3  kg。

[0039] 制备过程：(1)将称取的碳化硅颗粒倒入混砂机中，加入水溶性树脂3  kg，搅拌使

得碳化硅颗粒表面被液态浸润；（2）向碳化硅颗粒中加入Mn2O5粉末，搅拌均匀，形成有包覆

的碳化硅造粒料；（3）向造粒料中加入液体酚醛树脂3  kg，然后加入尖晶石细粉，搅拌均匀

形成半干料；（4）将半干料置于钢制模具中压制成型耐火材料生坯；（5）生坯经150℃干燥；

（5）干燥后的生坯于埋炭气氛下以最高温度1600℃进行热处理，即得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

料。

[0040] 制品性能：制品中w(SiC)=63%，显气孔率=17%，常温抗折强度=50  MPa，高温抗折强

度（埋炭，1400℃保温30min）=55MPa，XRD分析为SiC和尖晶石相，SEM分析显微结构均匀，

1500℃保温3h坩埚抗煤渣侵蚀性与高铬砖相当。

[0041] 实施例9：

原料称量及配料：粒度范围1～3mm的电熔碳化硅颗粒（SiC=97.0%）65  kg；粒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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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等于0.1mm的烧结尖晶石细粉（Al2O3=78.1%,MgO=21.4%）32kg；粒度小于等于0.1mm的氧化

镁细粉（MgO=99.0%）1  kg；粒度小于等于50μm的Fe2O3粉末1  kg；粒度小于等于50μm的TiO2粉

末1  kg。

[0042] 制备过程：(1)将称取的碳化硅颗粒倒入混砂机中，加入5%聚乙烯醇水溶液2  kg，

搅拌使得碳化硅颗粒表面被液态浸润；（2）向碳化硅颗粒中加入Fe2O3和TiO2粉末，搅拌均

匀，形成有包覆的碳化硅造粒料；（3）向造粒料中加入液体酚醛树脂3  kg，然后加入尖晶石

细粉和氧化镁细粉，搅拌均匀形成半干料；（4）将半干料置于钢制模具中压制成型耐火材料

生坯；（5）生坯经150℃干燥；（5）干燥后的生坯于流通的N2气氛炉下以最高温度1400℃进行

热处理，即得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

[0043] 制品性能：制品中w(SiC)=65%，显气孔率=16%，常温抗折强度=  25  MPa，高温抗折

强度（埋炭，1400℃保温30min）=20MPa，XRD分析为SiC和尖晶石，SEM分析显微结构均匀，

1500℃保温3h坩埚抗煤渣侵蚀性与高铬砖相当。

[0044] 实施例10：

原料称量及配料：粒度范围0.5～2.5mm的电熔碳化硅颗粒（SiC=93.0%）65  kg；粒

度小于等于0.1mm的氧化铝细粉（Al2O3=99.2%）25kg；粒度小于等于0.1mm的氧化镁细粉（MgO

=99.0%）5  kg；粒度小于等于50μm的CeO2凝胶粉末5  kg。

[0045] 制备过程：(1)将称取的碳化硅颗粒倒入混砂机中，加入10%纸浆溶液3  kg，搅拌使

得碳化硅颗粒表面被液态浸润；（2）向碳化硅颗粒中加入CeO2凝胶粉末，搅拌均匀，形成有

包覆的碳化硅造粒料；（3）向造粒料中加入液体酚醛树脂3  kg，然后加入氧化铝细粉和氧化

镁细粉，搅拌均匀形成半干料；（4）将半干料置于钢制模具中压制成型耐火材料生坯；（5）生

坯经150℃干燥；（5）干燥后的生坯于流通的N2气氛炉下以最高温度1420℃进行热处理，即

得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

[0046] 制品性能：制品中w(SiC)=65%，显气孔率=18%，常温抗折强度=  22MPa，高温抗折强

度（埋炭，1400℃保温30min）=31MPa，XRD分析为SiC和尖晶石，SEM分析显微结构均匀，1500

℃保温3h坩埚抗煤渣侵蚀性与高铬砖相当。

[0047] 实施例11：

原料称量及配料：粒度范围1～3mm的电熔碳化硅颗粒（SiC=97.0%）65  kg；粒度小

于等于0.045mm的烧结尖晶石细粉（Al2O3=78.1%,MgO=21.4%）32.5  kg；浓度60%的磷酸1.5 

kg；粒度小于等于50μm的V2O5粉末1  kg。

[0048] 制备过程：(1)将称取的碳化硅颗粒倒入混砂机中，加入5%聚乙烯醇水溶液1  kg，

搅拌使得碳化硅颗粒表面被液态浸润；（2）在向碳化硅颗粒中加入由磷酸和V2O5粉末混合的

固液混合物悬浮液，搅拌均匀，形成有包覆的碳化硅造粒料；（3）向造粒料中加入液体酚醛

树脂1.5  kg、糠醛树脂1.5kg，然后加入尖晶石细粉，搅拌均匀形成半干料；（4）将半干料置

于钢制模具中压制成型耐火材料生坯；（5）生坯经150℃干燥；（5）干燥后的生坯于埋炭气氛

下以最高温度1500℃进行热处理，即得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

[0049] 制品性能：制品中w(SiC)=65%，显气孔率=13%，常温抗折强度=  42MPa，高温抗折强

度（埋炭，1400℃保温30min）=53MPa，XRD分析为SiC和尖晶石，SEM分析显微结构均匀，1500

℃保温3h坩埚抗煤渣侵蚀性与高铬砖相当。

[0050] 实施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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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称量及配料：粒度范围1～5mm的电熔碳化硅颗粒（SiC=98.5%）65kg；粒度小于

等于0.075mm的烧结六铝酸钙细粉（Al2O3=92.3%,CaO=6.6%）32  kg；浓度为85%的磷酸3  kg。

[0051] 制备过程：(1)将称取的碳化硅颗粒倒入混砂机中，加入纸浆粉1  kg，搅拌使得碳

化硅颗粒表面被液态浸润；（2）向碳化硅颗粒中加入浓磷酸，搅拌均匀，形成有包覆的碳化

硅造粒料；（3）向造粒料中加入酚醛树脂2  kg，然后加入六铝酸钙细粉，搅拌均匀形成半干

料；（4）将半干料置于木制模具中压制成型耐火材料生坯；（5）生坯经150℃干燥；（5）干燥后

的生坯于流通的N2气氛炉下以最高温度1400℃进行热处理，即得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

[0052] 制品性能：制品中w(SiC)=65%，显气孔率=17%，常温抗折强度=  32MPa，高温抗折强

度（埋炭，1400℃保温30min）=46MPa，XRD分析为SiC、六铝酸钙相，SEM分析显微结构均匀，

1500℃保温3h坩埚抗煤渣侵蚀性与高铬砖相当。

[0053] 将实施例1～12制备的试样与高铬砖（Cr2O3=85%）以及未采用该技术方案的具有相

近材质的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进行回转抗渣试验，实验渣为煤渣，试验温度1500±50 

℃，保温时间  8  h。试验结果，实施例1～12制备的试样与高铬砖侵蚀厚度≤2  mm，未采用该

技术方案的具有相近材质的碳化硅‑氧化物复合材料侵蚀厚度达5～7mm，表明实施例1～12

的材料具有良好的耐渣侵蚀和耐高温冲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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