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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转式抛光粉晶体生长炉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回转式抛光粉晶体生长炉，

属于抛光粉生产的技术领域，本发明的回转式抛

光粉晶体生长炉，包括炉体、燃烧器和有害气体

导出装置，炉体包括圆柱形侧壁和两个圆形端

壁；燃烧器设置在一个圆形端壁外侧附近并连通

至炉膛内，有害气体导出装置设置在另一个圆形

端壁外侧附近并连通至炉膛内；圆柱形侧壁的中

部设置有连通至炉膛的单一料口，该单一料口作

为抛光粉原料进口和抛光粉晶体出口，本发明的

生长炉摒弃了抛光粉盛装料装置，能更好的利用

空间，抛光粉自由转动，且利用热空气直接对抛

光粉进行传热使得抛光粉原料加热更均匀，而且

进出料也更便捷，从而不仅有利于节约能源提高

生产效率，而且也提高了制备的抛光粉晶体的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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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回转式抛光粉晶体生长炉，包括炉体、燃烧器和有害气体导出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炉体包括圆柱形侧壁和位于所述圆柱形侧壁两端的两个圆形端壁，以及由所述圆

柱形侧壁以及两个圆形端壁所限定的内部空间所形成的炉膛；所述燃烧器设置在一个圆形

端壁外侧附近并通过热风道连通至炉膛内以利用燃烧形成的热空气直接对抛光粉进行传

热，所述有害气体导出装置设置在另一个圆形端壁外侧附近并通过风道连通至炉膛内；所

述圆柱形侧壁的中部设置有连通至炉膛的单一料口和与所述单一料口相配合的料口盖，所

述单一料口作为抛光粉原料进口和抛光粉晶体出口；所述炉膛为桶状，并且所述单一料口

朝向所述炉膛的方向为逐渐变宽的敞口结构；所述炉体的上方正对着所述单一料口的位置

设置有可伸缩的送料管，并且所述炉体的上方还设置有滑轨，所述滑轨上设置有可在所述

滑轨上滑动的用于提吊所述料口盖的电葫芦；所述圆柱形侧壁和圆形端壁均包括金属外壳

和位于外壳内的炉衬材料；并且所述炉衬材料表面还喷涂有耐火涂层；所述耐火涂层的喷

涂料由76.5～80wt％的合成莫来石、8.0～10wt％的玻璃微珠、8.0～10wt％的结合剂、1.0

～2.0wt％的硅酸锆，和1.0～2 .0wt％的液体硅氧烷组成，各组分的重量百分比之和为

100wt％，所述喷涂料喷射到炉衬材料表面，在100～120℃干燥，然后在800～1000℃固化处

理2.0～3.0小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回转式抛光粉晶体生长炉，其特征在于：所述回转式抛光粉晶

体生长炉还包括机架和固定于机架的托轮，所述托轮包括两个主动托轮和两个被动托轮；

所述炉体上设置有滚圈，所述滚圈包括第一滚圈和第二滚圈，所述第一滚圈设置在所述两

个主动托轮上，所述第二滚圈设置在所述两个被动托轮上，并且通过所述托轮的转动以及

滚圈的传动能够带所述炉体绕其水平旋转轴转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回转式抛光粉晶体生长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炉体的下方还至

少设置有一个限位滚轮，所述托轮通过电机驱动，并且所述托轮和电机之间还设置有变速

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回转式抛光粉晶体生长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炉体的下方正对

着所述单一料口的位置设置有集料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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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转式抛光粉晶体生长炉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抛光粉生产的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本发明涉及一种回转式抛光粉

晶体生长炉。

背景技术

[0002] 稀土抛光粉通常由氧化铈、氧化铝、氧化硅、氧化铁、氧化锆铬等组份组成，通常用

于玻璃和含硅材料的抛光。其中的氧化铈通常由铈的氯化物和硝酸盐通过焙烧结晶并生长

得到，氧化铈等氧化物的焙烧过程通常在加热炉中进行，由于焙烧时间长，消耗的能源较

多，而且在现有技术中，制备抛光粉的原料通常设置在炉体的盛料装置例如坩埚中，进出料

操作繁琐，而且由于加热方式并非直接加热方式，能源浪费较多。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回转式抛光粉

晶体生长炉。

[0004] 为了解决发明所述的技术问题并实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回转式抛光粉晶体生长炉，包括炉体、燃烧器和有害气体导出装置，所述炉体

包括圆柱形侧壁和位于所述圆柱形侧壁两端的两个圆形端壁，以及由所述圆柱形侧壁以及

两个圆形端壁所限定的内部空间所形成的炉膛；所述燃烧器设置在一个圆形端壁外侧附近

并通过热风道连通至炉膛内，所述有害气体导出装置设置在另一个圆形端壁外侧附近并通

过风道连通至炉膛内；所述圆柱形侧壁的中部设置有连通至炉膛的单一料口和与所述单一

料口相配合的料口盖，所述单一料口作为抛光粉原料进口和抛光粉晶体出口。

[0006] 其中，所述炉膛为桶状，并且所述单一料口朝向所述炉膛的方向为逐渐变宽的敞

口结构。

[0007] 所述回转式抛光粉晶体生长炉还包括机架和固定于机架的托轮，所述托轮包括两

个主动托轮和两个被动托轮；所述炉体上设置有滚圈，所述滚圈包括第一滚圈和第二滚圈，

所述第一滚圈设置在所述两个主动托轮上，所述第二滚圈设置在所述两个被动托轮上，并

且通过所述托轮的转动以及滚圈的传动能够带所述炉体绕其水平旋转轴转动。

[0008] 其中，所述炉体的下方还至少设置有一个限位滚轮，所述托轮通过电机驱动，并且

所述托轮和电机之间还设置有变速器。

[0009] 其中，所述炉体的下方正对着所述单一料口的位置设置有集料装置。

[0010] 其中，所述炉体的上方正对着所述单一料口的位置设置有可伸缩的送料管，并且

所述炉体的上方还设置有滑轨，所述滑轨上设置有可在所述滑轨上滑动的用于提吊所述料

口盖的电葫芦。

[0011] 其中，所述圆柱形侧壁和圆形端壁均包括金属外壳和位于外壳内的炉衬材料；并

且所述炉衬材料表面还喷涂有耐火涂层。

[0012] 其中，所述耐火涂层的喷涂料包括：75～80wt％的合成莫来石、8.0～10wt％的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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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微珠、8.0～10wt％的结合剂、1.0～2.0wt％的硅酸锆，和1.0～2.0wt％的液体硅氧烷。

[0013] 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述的回转式抛光粉晶体生长炉具有以下有益

效果：

[0014] 本发明的回转式抛光粉晶体生长炉摒弃了抛光粉盛装料装置，能更好的利用空

间，炉体回转，抛光粉自由转动，利用燃烧形成的热空气直接对抛光粉进行传热使得抛光粉

原料加热更为均匀，而且进出料也更加便捷，从而不仅有利于节约能源提高生产效率，而且

也提高了制备的抛光粉晶体的质量；而且还具有良好的抗结痂性能，能够减少停炉检修的

时间，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回转式抛光粉晶体生长炉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以下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所述的回转式抛光粉晶体生长炉做进一步的阐

述，以帮助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发明构思、技术方案有更完整、准确和深入的理

解；需要指出的是实施例中有关结构、功能以及材料等的描述都是示例性的，而并不是指对

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

[0017]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回转式抛光粉晶体生长炉，包括炉体1、燃烧器3和有害气体

导出装置4。该炉体包括圆柱形侧壁15和位于所述圆柱形侧壁15两端的第一圆形端壁16和

第二圆形端壁17，以及由所述圆柱形侧壁15以及第一和第二圆形端壁所限定的内部空间所

形成的炉膛。所述燃烧器优选为天然气燃烧器，其设置在第一圆形端壁16外侧附近并通过

热风道18连通至炉膛内。有害气体导出装置4设置在第二圆形端壁17外侧附近并通过风道

19连通至炉膛。所述圆柱形侧壁15的中部设置有连通至炉膛的单一料口2和与所述单一料

口2相配合的料口盖，所述单一料口作为抛光粉原料进口和抛光粉晶体出口。所述炉膛为桶

状，所述单一料口朝向所述炉膛的方向为逐渐变宽的敞口结构。具体来说，所述回转式抛光

粉晶体生长炉还包括机架11、固定于机架11上的托轮8，所述托轮包括两个主动托轮和两个

被动托轮。所述炉体上设置有两个滚圈7。所述炉体1的滚圈7设置在所述托轮8上，通过所述

托轮8的转动以及滚圈7的传动能够带所述炉体1绕其水平旋转轴转动。为了监控炉膛内的

温度，所述圆柱形侧壁上还设置有延伸至炉体内的热电偶(图中未视出)。所述炉体的下方

还至少设置有一个限位滚轮14。所述托轮8通过电机12驱动，并且所述托轮8和电机12之间

还设置有变速器13。所述炉体1的下方正对着所述单一料口2的位置设置有集料装置9，所述

集料装置的底部设置有阀门10，当需要出料时，打开所述阀门时制备得到的抛光粉晶体即

可取出。另外，所述炉体1的上方正对着所述单一料口2的位置设置有可伸缩的送料管5，并

且所述炉体1的上方还设置有滑轨20，所述滑轨20上设置有可在所述滑轨20上滑动的用于

提吊所述料口盖的电葫芦6。在本发明中，所述炉壁包括金属外壳和位于外壳内的炉衬材

料，作为炉衬其需要有良好的保温性，即绝热性，通常炉衬材料由陶瓷材料烧结而成，例如

可以采用红柱石、尖晶石等结构的陶瓷炉衬材料。

[0018] 当电机启动时，通过变速器的减速带动两个主动托轮转动，而该两个主动托轮带

动具有滚圈的炉体不停地绕其水平中心轴线旋转，而两个被动托轮不仅通过滚圈支撑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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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同时也在主动托轮的带动下不断转动。以氧化铈抛光粉的制备为例，首先打开天然气燃

烧器进行燃烧，燃烧产生的热空气通过热风管道进入炉体内的炉膛进行加热，当温度达到

650℃时，利用电葫芦打开料口盖并移离料口位置，然后利用可伸缩的送料管向炉膛内加入

抛光粉前驱体粉末，例如草酸铈等，然后利用电葫芦将料口盖封盖在单一料口上并密封，然

后启动电机，并通过变速器使回转炉以1.0～3.0转/min的转动缓慢旋转，焙烧过程控制炉

膛内温度在650～1000℃，焙烧时间控制在3～10小时，然后打开料口盖，当单一料口朝下

时，焙烧生成的氧化铈晶体从敞口处通过自身重力流出并落入集料装置中。

[0019] 在本发明中，为了防止炉壁内表面结痂，炉衬材料表面还喷涂有耐火涂层。在现有

技术中通常通过添加碳化硅，然后加热至1000℃以上的高温条件下通过氧化反应在碳化硅

表面生成主要由二氧化硅构成的类似釉的层结构而起到抗结痂的效果，但在1000℃以下，

例如650～1000℃的应用环境中，并不能起到抗结痂的作用。在本发明中，所述耐火涂层的

喷涂料包括：75～80wt％的合成莫来石、8.0～10wt％的玻璃微珠、8.0～10wt％的结合剂、

1.0～2.0wt％的硅酸锆，和1.0～2.0wt％的液体硅氧烷。所述喷涂料搅拌均匀后加入水并

在管路内湿润雾化然后将喷涂料喷射到炉衬材料表面，在100～120℃干燥，然后在800～

1000℃固化处理2.0～3.0小时。本发明的喷涂料的体积密度(110℃×24h)≥2.15g/cm3，耐

压强度(110℃×24h)≥46MPa，耐压强度(1100℃×24h)≥60MPa，烧后线变化率(1100℃×

3h)为±0.2％。

[0020] 为了考察抗结痂性能，本发明的回转式抛光粉晶体炉的炉壁内表面采用以下实施

例的喷涂料制备的耐火涂层，涂层厚度为10mm。将回转式抛光粉晶体炉以2.0转/分的速度，

分别在650℃和1000℃运行1个月和3个月，考察炉壁表面的结痂(结皮)情况。

[0021] 实施例1A

[0022] 喷涂料包括：79wt％的烧结莫来石(M60-2)、8wt％的玻璃微珠、10wt％的纯铝酸钙

水泥、1.5wt％的硅酸锆，和1.5wt％的聚二甲基硅氧烷，其中烧结莫来石的粒度为0.5～

3.0mm，玻璃微珠以及硅酸锆的粒度为0.1mm以下。喷涂料搅拌均匀后加入水并在管路内湿

润雾化然后将喷涂料喷射到炉衬材料表面，在110℃干燥24小时，然后在1000℃固化处理

3.0小时。

[0023] 实施例1B

[0024] 喷涂料包括：76.5wt％的烧结莫来石(M60-2)、10wt％的玻璃微珠、10wt％的纯铝

酸钙水泥、1.5wt％的硅酸锆，和2.0wt％的聚二甲基硅氧烷，其中烧结莫来石的粒度为0.5

～3.0mm，玻璃微珠以及硅酸锆的粒度为0.1mm以下。喷涂料搅拌均匀后加入水并在管路内

湿润雾化然后将喷涂料喷射到炉衬材料表面，在110℃干燥24小时，然后在1000℃固化处理

3.0小时。

[0025] 实施例1C

[0026] 喷涂料包括：80wt％的烧结莫来石(M60-2)、8wt％的玻璃微珠、8wt％的纯铝酸钙

水泥、2.0wt％的硅酸锆，和2.0wt％的聚二甲基硅氧烷，其中烧结莫来石的粒度为0.5～

3.0mm，玻璃微珠以及硅酸锆的粒度为0.1mm以下。喷涂料搅拌均匀后加入水并在管路内湿

润雾化然后将喷涂料喷射到炉衬材料表面，在110℃干燥24小时，然后在1000℃固化处理

3.0小时。

[0027] 比较例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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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喷涂料包括：79wt％的烧结莫来石(M60-2)、8wt％的玻璃微珠、10wt％的纯铝酸钙

水泥、3.0wt％的硅酸锆，其中烧结莫来石的粒度为0.5～3.0mm，玻璃微珠以及硅酸锆的粒

度为0.1mm以下。喷涂料搅拌均匀后加入水并在管路内湿润雾化然后将喷涂料喷射到炉衬

材料表面，在110℃干燥24小时，然后在1000℃固化处理3.0小时。

[0029] 比较例1B

[0030] 喷涂料包括：79wt％的烧结莫来石(M60-2)、8wt％的玻璃微珠、10wt％的纯铝酸钙

水泥、1.5wt％的二氧化锆，1.5wt％的聚二甲基硅氧烷，其中烧结莫来石的粒度为0.5～

3.0mm，玻璃微珠以及二氧化锆的粒度为0.1mm以下。喷涂料搅拌均匀后加入水并在管路内

湿润雾化然后将喷涂料喷射到炉衬材料表面，在110℃干燥24小时，然后在1000℃固化处理

3.0小时。

[0031] 比较例1C

[0032] 喷涂料包括：79wt％的烧结莫来石(M60-2)、8wt％的二氧化硅微粉、10wt％的纯铝

酸钙水泥、1.5wt％的硅酸锆，和1.5wt％的聚二甲基硅氧烷。喷涂料搅拌均匀后加入水并在

管路内湿润雾化然后将喷涂料喷射到炉衬材料表面，在110℃干燥24小时，然后在1000℃固

化处理3.0小时。

[0033] 结果如表1所示：

[0034] 表1

[0035]

[0036]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具体实施例只是对本发明进行了示例性描述，

显然本发明具体实现并不受上述方式的限制，只要采用了本发明的方法构思和技术方案进

行的各种非实质性的改进，或未经改进将本发明的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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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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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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