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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散状耐火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耐用型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及其制

备方法。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是

提供一种耐用型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该耐

用型钢包烘烤器烧嘴浇注料，由以下重量百分比

的原料混合而成：焦宝石45～60％、电熔莫来石

20～30％、特级矾土粉3～8％、微硅粉2～4％、

α-三氧化二铝微粉3～8％、铝酸钙水泥4～6％、

广西白泥2～4％；额外加入占上述原料总重量

0.2％六偏磷酸钠、0.03％防爆纤维、0.5～1％不

锈钢纤维。本发明配方所制备的烘烤器烧嘴浇注

料能够很好地修复烧嘴，具有使用寿命长、成本

低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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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混合而成：5＜粒

度≤10mm焦宝石20～23%、3＜粒度≤5mm焦宝石15～22%、1＜粒度≤3mm焦宝石10～15%、0＜

粒度≤2mm电熔莫来石10～15%、粒度-180目电熔莫来石10～15%、特级矾土粉3～8%、微硅粉

2～4%、α-三氧化二铝微粉3～8%、铝酸钙水泥4～6%、广西白泥2～4%；额外加入占上述原料

总重量0.2%六偏磷酸钠、0.03%防爆纤维、0.5～1%不锈钢纤维；所述电熔莫来石分为骨料和

粉料两种，骨料的粒度为0＜粒度≤2mm，粉料的粒度为-180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焦宝石按重量计

含有Al2O3≥44％、Fe2O3≤1.5%；体积密度≥2.45g/cm3、吸水率≤3%、耐火度≥175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熔莫来石按重

量计含有Al2O3≥70％、Fe2O3≤1.0%；体积密度≥2.8g/cm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特级矾土粉按重

量计含有Al2O3≥90%、Fe2O3≤2.0%；体积密度≥3.4g/cm3；粒度为-320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硅粉按重量计

含有SiO2≥94%；粒度为-200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其特征在于：所述α-三氧化二铝微

粉按重量计含有Al2O3≥99%；粒度为-180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铝酸钙水泥为

CA-70铝酸钙水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铝酸钙水泥要求

Al2O3≥70%。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广西白泥按重量

计含有SiO2  45～50%，Al2O3  26～36%，粒度为-18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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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散状耐火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及其

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外钢铁冶炼过程中均采用红包出钢工艺，因此需要使用钢包烘烤器对修

砌好的钢包或者周转中待用的钢包进行烘烤，以保证钢包耐材的使用寿命和炼钢工序的顺

行。在钢包烘烤器这种设备中，烧火的喷嘴(简称烧嘴)是最核心的零部件，其使用寿命直接

影响到钢包烘烤器的使用以及炼钢的工艺节奏，而烧嘴这个零部件中耐火浇注料部分是极

易损坏的部分，主要是因为其使用环境极其恶劣，一是使用环境高温800～1200℃，二是频

繁冷热交替，导致烧嘴浇注料脱落、掉料。

[0003] 以国内某钢厂为例，新购置的烧嘴浇注料部分使用寿命在半年左右(平均每天烘

烤时间为18小时)，第一个使用周期中浇注料脱落后，采用传统的耐火浇注料进行修复，其

使用寿命基本在2个月左右，基本上修复2次左右整个烧嘴便不能再修复使用，这种频繁的

修复作业不仅影响了炼钢生产工艺节奏，增加了检修作业人员的劳动强度，而且大大的降

低了整个烧嘴的使用寿命，使得生产成本增加。针对这一情况，本发明人通过不断地试验研

究开发出了一种耐用型钢包烘烤器烧嘴浇注料，用于修复浇注料脱落的烧嘴，其使用寿命

能够达到与新购置烧嘴相当，大大的提供烧嘴的使用寿命，降低了检修工人劳动强度和生

产成本。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高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的使用寿命，以保证

炼钢生产工艺顺行，降低生产成本及工人劳动强度。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新的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

该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混合而成：焦宝石45～60％、电熔莫

来石20～30％、特级矾土粉3～8％、微硅粉2～4％、α-三氧化二铝微粉3～8％、铝酸钙水泥4

～6％、广西白泥2～4％；额外加入占上述原料总重量0.2％六偏磷酸钠、0.03％防爆纤维、

0.5～1％不锈钢纤维。

[0006] 优选的，上述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中，所述焦宝石由1＜粒度≤3mm、3＜粒度

≤5mm、5＜粒度≤10mm三种规格组成。

[0007] 优选的，上述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中，所述电熔莫来石分为骨料和粉料两种，

骨料的粒度为0＜粒度≤2mm，粉料的粒度为-180目。

[0008] 优选的，上述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混合而成：5＜

粒度≤10mm焦宝石20～23％、3＜粒度≤5mm焦宝石15～22％、1＜粒度≤3mm焦宝石10～

15％、0＜粒度≤2mm电熔莫来石10～15％、粒度-180目电熔莫来石10～15％、特级矾土粉3

～8％、微硅粉2～4％、α-三氧化二铝微粉3～8％、铝酸钙水泥4～6％、广西白泥2～4％；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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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加入占上述原料总重量0.2％六偏磷酸钠、0.03％防爆纤维、0.5～1％不锈钢纤维。

[0009] 其中，上述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中，所述焦宝石按重量计含有Al2O3≥44％、

Fe2O3≤1.5％；体积密度≥2.45g/cm3、吸水率≤3％、耐火度≥1750℃。

[0010] 其中，上述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中，所述电熔莫来石按重量计含有Al2O3≥

70％、Fe2O3≤1.0％；体积密度≥2.8g/cm3。

[0011] 其中，上述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中，所述特级矾土粉按重量计含有Al2O3≥

90％、Fe2O3≤2.0％；体积密度≥3.4g/cm3；粒度为-320目。

[0012] 其中，上述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中，所述微硅粉按重量计含有SiO2≥94％；粒

度为-200目。

[0013] 其中，上述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中，所述α-三氧化二铝微粉按重量计含有

Al2O3≥99％；粒度为-180目。

[0014] 其中，上述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中，所述铝酸钙水泥为CA-70铝酸钙水泥。

[0015] 进一步的，上述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中，所述CA-70铝酸钙水泥为赛卡71铝酸

钙水泥。

[0016] 更进一步的，上述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中，所述赛卡71铝酸钙水泥为凯诺斯

(中国)铝酸盐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赛卡71纯铝酸钙水泥，要求Al2O3≥70％。

[0017] 其中，上述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中，所述广西白泥按重量计含有SiO2  45～

50％，Al2O3  26～36％；粒度为-180目。

[0018] 其中，上述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中，所述六偏磷酸钠技术标准执行国标HG/

2519－1993。

[0019] 其中，上述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中，所述防爆纤维技术标准按照以下要求执

行：材质为聚丙烯；外观为白色；比量为0.9～0.92；熔点为155～162℃；酌减量为100％；含

水量≤5％；直径为10～18旦尼尔，长度为4～6mm。

[0020] 其中，上述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中，所述不锈钢纤维要求不锈钢材质，直径

1mm，长度5～15mm。

[002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2] a、将原料按重量配比进行称量；

[0023] b、将步骤a中称量好的物料进行混合搅拌，制成钢包包底工作层浇注料；

[0024] c、搅拌完成后，按照使用要求进行称量包装，检测合格入库。

[0025] 其中，上述钢包烘烤器烧嘴浇注料的制备方法步骤b中，先对3mm以上的骨料部分

进行搅拌混合，再加入3mm以下粉料进行混合。

[0026] 其中，上述钢包烘烤器烧嘴浇注料的制备方法步骤b中，3mm以上骨料混合搅拌时

间和加入3mm以下粉料搅拌混合时间均不低于3min。

[0027] 其中，上述钢包烘烤器烧嘴浇注料的制备方法步骤b中，最大粒度控制在15mm以

下。

[0028] 由上述方法混合而成的钢包烘烤器烧嘴浇注料可通过常规方法浇注、修复得到烧

嘴。

[0029] 本发明配方制备得到的烘烤器烧嘴浇注料能够很好地修复烧嘴，使烧嘴具有使用

寿命长、成本低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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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一种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混合而成：焦宝石45～

60％、电熔莫来石20～30％、特级矾土粉3～8％、微硅粉2～4％、α-三氧化二铝微粉3～8％、

赛卡71铝酸钙水泥4～6％、广西白泥2～4％；额外加入占上述7种原料总重量0.2％的六偏

磷酸钠、额外加入占上述7种原料总重量0.03％的防爆纤维、额外加入占上述7种原料总重

量0.5～1％的不锈钢纤维。

[0031] 优选的，所述焦宝石由1＜粒度≤3mm、3＜粒度≤5mm、5＜粒度≤10mm三种规格组

成。

[0032] 优选的，所述电熔莫来石分为骨料和粉料两种，骨料的粒度为0＜粒度≤2mm，粉料

的粒度为-180目。

[0033]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上述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

料混合而成：5＜粒度≤10mm焦宝石20～23％、3＜粒度≤5mm焦宝石15～22％、1＜粒度≤

3mm焦宝石10～15％、0＜粒度≤2mm电熔莫来石10～15％、粒度-180目电熔莫来石10～

15％、特级矾土粉3～8％、微硅粉2～4％、α-三氧化二铝微粉3～8％、铝酸钙水泥4～6％、广

西白泥2～4％；额外加入占上述10种原料总重量0.2％的六偏磷酸钠、额外加入占上述10种

原料总重量0.03％的防爆纤维、额外加入占上述10种原料总重量0.5～1％的不锈钢纤维。

[0034] 其中，所述焦宝石按重量计含有Al2O3≥44％、Fe2O3≤1.5％；体积密度≥2.45g/

cm3、吸水率≤3％、耐火度≥1750℃。

[0035] 其中，所述电熔莫来石按重量计含有Al2O3≥70％、Fe2O3≤1 .0％；体积密度≥

2.8g/cm3。

[0036] 其中，所述特级矾土粉按重量计含有Al2O3≥90％、Fe2O3≤2.0％；体积密度≥

3.4g/cm3；粒度为-320目。

[0037] 其中，所述微硅粉按重量计含有SiO2≥94％；粒度为-200目。

[0038] 其中，所述α-三氧化二铝微粉按重量计含有Al2O3≥99％；粒度为-180目。

[0039] 其中，所述铝酸钙水泥为CA-70铝酸钙水泥。所述CA-70铝酸钙水泥为赛卡71铝酸

钙水泥。所述赛卡71铝酸钙水泥为凯诺斯(中国)铝酸盐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赛卡71纯铝酸

钙水泥，要求Al2O3≥70％。

[0040] 其中，所述广西白泥按重量计含有SiO2  45～50％，Al2O3  26～36％；粒度为-180

目。

[0041] 其中，所述六偏磷酸钠技术标准执行国标HG/2519－1993。所述防爆纤维技术标准

按照以下要求执行：材质：聚丙烯；外观：白色；比量：0.9～0.92；熔点：155～162℃；酌减量：

100％；含水量≤5％；直径：10～18旦尼尔；长度：4～6mm。所述不锈钢纤维要求不锈钢材质，

直径1mm，长度5～15mm。

[0042] 本发明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选取焦宝石作为骨料主要原因是焦宝石具有良

好的耐热性能和烧结性能，焦宝石经过高温烧结后强度高、吸水率低，具有良好的体积稳定

性和抗热震性能，这样就能很好的保证烧嘴浇注料在频繁高、低温变化情况下不易脱落。同

样的，选取电熔莫来石作为基料，主要由于莫来石是Al2O3-SiO2系中唯一稳定的化合物，耐

火温度高，抗热震性能强，强度高，抗剥落性能良好。而且电熔莫来石具有较高的纯度，杂质

含量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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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本发明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加入粒度为-320目特级矾土粉料的主要原因是

采用添加超细粉提高浇注料的密实程度，且特级矾土粉具有很高的耐火度。

[0044] 本发明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采用微硅粉、α-三氧化二铝微粉、赛卡71纯铝酸

钙水泥和广西白泥作为浇注料的结合剂，其中微硅粉和α-三氧化二铝微粉在高温下烧结能

够形成莫来石相，其不仅具有良好的抗热震性能，且能够很好的提高浇注料的高温烧结强

度，微硅粉的引入还能提高浇注料的施工流动性能；赛卡71纯铝酸钙水泥是采用电熔工艺

生产高纯度耐火水泥，能够很好保证浇注料低温、中温下的强度，而且稳定性高；广西白泥

作为浇注料的结合剂是浇注料具有可塑性好，结合强度高，施工流动性能良好等优点。

[0045] 本发明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额外加入六偏磷酸钠主要起到分散剂的作用，以

减少施工加水量和提高浇注料的施工流动性；额外加入防爆纤维主要由于该种防爆纤维在

高温下产生挥发，形成细小的通道，便于烘烤时水蒸气的外排，放置浇注料中水分遇热体积

迅速膨胀导致浇注料爆裂；额外加入不锈钢纤维主要是为了提高浇注料的抗剥落性能。

[0046] 上述钢包烘烤器烧用嘴浇注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7] a、采用自动称量设备将原料按重量配比进行称量；

[0048] b、将称量好的原料通过配料小车按照将3mm以上的骨料输送至搅拌机进行搅拌，

搅拌一定时间后，再通过配料小车将3mm以下粉料输送至搅拌机，继续进行搅拌，按照这种

顺序进行搅拌的原因主要防止搅拌时扬尘，并且能够保证搅拌的均匀程度，节约搅拌时间。

[0049] 其中，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的制备方法的步骤b中，所述3mm以上骨料混合搅

拌时间和加入3mm以下粉料搅拌混合时间均不低于3min，但是混合搅拌时间也不能过长，以

免影响生产节奏。

[0050] 其中，钢包烘烤器烧嘴用浇注料的制备方法的步骤b中，所述耐用型钢包烘烤器烧

嘴浇注料的最大粒度控制在15mm以下。

[0051] c、搅拌完成后，按照使用要求进行称量包装，检测合格入库。

[0052] 其中上述钢包烘烤器烧嘴浇注料的制备方法的步骤c中，钢包烘烤器烧嘴浇注料

的合格标准按照下表执行：

[0053] 表1耐用型钢包烘烤器烧嘴浇注料合格标准

[0054]

[0055] 按照以上原材料配比和制备方法生产的钢包烘烤器烧嘴浇注料具有优良的抗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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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性能和抗剥落性能，而且具有较高耐火度和强度，施工便捷、施工流动性能良好等优点。

[0056]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但并不因此将本发明限制在所述的实施

例范围之中。

[0057]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采用的原料理化指标检测情况见下表。

[0058] 表2原料理化指标检测情况

[0059]

[0060] 另外的赛卡71纯铝酸钙水泥、六偏磷酸钠、防爆纤维、不锈钢纤维均按照其技术指

标采购，上表中原材料也均由市场购得。

[0061] 实施例1

[0062] 通过自动配料系统按照以下配比对原材料进行称量：5＜粒度≤10mm焦宝石20％、

粒度为3＜粒度≤5mm焦宝石15％、1＜粒度≤3mm焦宝石10％、0＜粒度≤2mm电熔莫来石

10％、粒度为-180目的电熔莫来石15％、特级矾土粉8％、微硅粉4％、α-三氧化二铝微粉

8％、赛卡71铝酸钙水泥6％、广西白泥4％；额外加入六偏磷酸钠0.2％、防爆纤维0.03％、不

锈钢纤维0.5％。

[0063] 将称量好的原料通过配料小车按照现将3mm以上的骨料输送至搅拌机内进行混合

搅拌3min，再通过配料小车将3mm以下粉料和外加原料输送至搅拌机内继续搅拌3min，搅拌

完成后采用自动定量包装机进行包装，对包装好后的耐用型钢包烘烤器烧嘴浇注料进行取

样检测，检测结果见下表。

[0064] 表3实施例1中钢包烘烤器烧嘴浇注料理化检测指标

[0065]

项目 指标要求 检测值

Al2O3,％ ≥40 42.3

体积密度(110℃×24h)，g/cm3 ≥2.5 2.65

耐火度，℃ ≥1700 1733

常温耐压强度(110℃×3h)，MPa ≥20 22.3

常温抗折强度(110℃×3h)，MPa ≥4 5.6

高温耐压强度(1500℃×3h)，MPa ≥45 47.3

高温抗折强度(1500℃×3h)，MPa ≥6 8.4

重烧线变化率(1500℃×3h)，％ ±0.3 -0.1

[0066] 从上表检测结果来看，实施例1中生产的耐用型钢包烘烤器烧嘴浇注料属于合格

产品，将其入库备用。

[0067] 将实施例1中生产的耐用型钢包烘烤器烧嘴浇注料在某炼钢厂A钢包烘烤器烧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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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修复使用，此次共修复钢包烘烤器烧嘴5个，施工加水量按照8％左右控制，浇注施工

流动性能良好，平均每个烧嘴浇注料消耗量1.2吨，共消耗耐用型钢包烘烤器烧嘴浇注料6

吨。浇注完成后自然养护时间48h，110℃烘烤24h，1250℃烘烤24h，烘烤完成后投入使用。

[0068] 使用情况如下：

[0069] 1、一次修复平均使用寿命为216天(平均每天工作时间18h)即7.2个月，比原用浇

注料寿命平均提高了141天(4.7个月)；

[0070] 2、按照每个烧嘴修复次数2次计算，使用耐用型钢包烘烤器烧嘴浇注料可提高烧

嘴寿命9.4个月。

[0071] 从使用情况看，不仅烧嘴浇注料的寿命大大提高，而且整个烧嘴使用寿命也随之

提高，这样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减少了钢包烘烤器的维护工作量，保证了炼钢成生产

的工艺顺行。

[0072] 实施例2

[0073] 通过自动配料系统按照以下配比对原材料进行称量：5＜粒度≤10mm焦宝石23％、

3＜粒度≤5mm焦宝石22％、1＜粒度≤3mm焦宝石15％、0＜粒度≤2mm电熔莫来石15％、粒度

为-180目的电熔莫来石11％、特级矾土粉3％、微硅粉2％、α-三氧化二铝微粉3％、赛卡71铝

酸钙水泥4％、广西白泥2％；额外加入六偏磷酸钠0.2％、防爆纤维0.03％、不锈钢纤维1％。

[0074] 将称量好的原料通过配料小车按照现将3mm以上的骨料输送至搅拌机内进行混合

搅拌3min，再通过配料小车将3mm以下粉料和外加原料输送至搅拌机内继续搅拌3min，搅拌

完成后采用自动定量包装机进行包装，对包装好后的耐用型钢包烘烤器烧嘴浇注料进行取

样检测，检测结果见下表。

[0075] 表4实施例2中钢包烘烤器烧嘴浇注料理化检测指标

[0076]

项目 指标要求 检测值

Al2O3,％ ≥40 50.9

体积密度(110℃×24h)，g/cm3 ≥2.5 2.73

耐火度，℃ ≥1700 1733

常温耐压强度(110℃×3h)，MPa ≥20 22.3

常温抗折强度(110℃×3h)，MPa ≥4 5.6

高温耐压强度(1500℃×3h)，MPa ≥45 47.3

高温抗折强度(1500℃×3h)，MPa ≥6 8.4

线变化率(1500℃×3h)，％ ±0.3 ﹢0.2

[0077] 从上表检测结果来看，实施例2中生产的耐用型钢包烘烤器烧嘴浇注料属于合格

产品，将其入库备用。

[0078] 将实施例2中生产的耐用型钢包烘烤器烧嘴浇注料在某炼钢厂B钢包烘烤器烧嘴

上进行修复使用，此次共修复钢包烘烤器烧嘴7个，施工加水量按照8％左右控制，浇注施工

流动性能良好，平均每个烧嘴浇注料消耗量1.1吨，共消耗耐用型钢包烘烤器烧嘴浇注料

7.7吨。浇注完成后自然养护时间48h，110℃烘烤24h，1250℃烘烤24h，烘烤完成后投入使

用。

[0079] 使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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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1、一次修复平均使用寿命为198天(平均每天工作时间20h)即6.6个月，比原用浇

注料寿命平均提高了114天(3.8个月)；

[0081] 2、按照每个烧嘴修复次数2次计算，使用耐用型钢包烘烤器烧嘴浇注料可提高烧

嘴寿命7.6个月。

[0082] 从使用情况看，不仅烧嘴浇注料的寿命大大提高，而且整个烧嘴使用寿命也随之

提高，这样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减少了钢包烘烤器的维护工作量，保证了炼钢成生产

的工艺顺行。

[0083] 根据本发明的技术背景以及实施例内容可以得出：本发明提供的钢包烘烤器烧嘴

浇注料，在钢包烘烤器烧嘴的修复施工中使用，能够大大提高钢包烘烤器烧嘴浇注料的使

用寿命，并且能够提高钢包烘烤器整体的使用寿命，从而减少钢包烘烤器的维护工作量，降

低生产成本，并且该种浇注料具有良好的施工性能，因此本发明提供的钢包烘烤器烧嘴浇

注料是一种优质的钢包烘烤器烧嘴修复用散状耐火材料，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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