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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免维护干熄焦焦罐的制备方法在试用

地区显示，焦罐外层使用寿命内不需要维护，焦

罐外层的使用寿命比现有技术延长3倍左右，外

层结构中的柱形筒体为一个整体结构，倒圆台形

筒体部分也是是整体式结构，它们连接成整体结

构，不需要使用支撑架，外层结构均采用钢板制

作；焦罐内层也称浇注层，采用耐火材料原料制

作，并与外层紧密贴合，避免了内层与外层间的

夹层及内层翘起的不足。内层的柱形筒体、第一

倒圆台形筒体、第二倒圆台形筒体及第三倒圆台

形筒体的浇注层材料密度及厚度不同，以适应了

不同部位的撞击力度等，在使用寿命达到设计要

求下，使制造成本达到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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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免维护干熄焦焦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述步骤：

①用钢板制成整体式第一倒圆台形筒体(5)；

②用钢板制成整体式柱形筒体(1)，柱形筒体壁上开设数个第一排气孔(10)，柱形筒体

(1)内径与第一倒圆台形筒体(5)下端口内径相等；

③用钢板制成整体式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上端口内径与步骤

②所述的柱形筒体(1)内径相等，第二倒圆台形筒体壁上部开设数个第二排气孔；

④在步骤③所述的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底部内壁周向均匀设置数块金属板(12)，各

金属板(12)的高度方向底部与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底部内表面连接，金属板(12)长度方

向一端面与金属支撑环(13)外表面连接，金属支撑环(13)沿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底部周

向设置，金属支撑环(13)的底端面与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底端连接，金属支撑环(13)高度

方向上端设置向金属板(12)长度方向另一端弯折的弧面环(14)，弧面环(14)的下表面与金

属板(12)高度方向上端面连接；

⑤将上述第一倒圆台形筒体(5)、柱形筒体(1)、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依次相互连接制

成干熄焦焦罐外层；

⑥在步骤⑤所述干熄焦焦罐外层的内壁制作浇注层；

a、在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底端向上至400-600毫米范围内设置第一倒圆台形模板

(7)，该模板采用数块扇形板拼接制成，第一倒圆台形模板(7)采用数个锚固件与对应的干

熄焦焦罐外层连接，第一倒圆台形模板(7)与干熄焦焦罐外层之间设置第一空腔(16)，该空

腔为环形，在第一空腔(16)内浇注第一层耐火材料，第一层耐火材料浇注进行养护后得到

第一浇注层(6)；

b、在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底端向上400-600毫米的上方至柱形筒体下端口范围内设

置第二倒圆台形模板(18)，该模板采用数块扇形板拼接制成，第二倒圆台形模板(18)采用

数个锚固件与对应的干熄焦焦罐外层连接，第二倒圆台形模板(18)与干熄焦焦罐外层之间

设置第二空腔(19)，该空腔为环状，在第一层耐火材料养护22-25小时后，在第二空腔(19)

内浇注第二耐火材料，第二层耐火材料浇注后进行养护，第二层耐火材料浇注养护后得到

第二浇注层(20)；

c、在柱形筒体(1)下端口向上至柱形筒体(1)上端口范围内设置圆环形模板(21)，该模

板采用数块矩形板拼接制成，圆环形模板(21)用锚固件与对应的干熄焦焦罐外层连接，圆

环形模板(21)与干熄焦焦罐之间设置第三空腔(22)，在第二层耐火材料养护22-25小时后，

在第三空腔(22)内浇注第三耐火材料，第三耐火材料浇注后进行养护，养护后得到第三浇

注层(23)；

d、在第一倒圆台形筒体(5)底端至其上端范围内设置第三倒圆台形模板(24)，第三倒

圆台形模板(24)采用数块扇形板拼接制成，第三倒圆台形模板(24)采用数个锚固件与对应

的干熄焦焦罐外层连接，第三倒圆台形模板(24)与对应的干熄焦焦罐外层间设置第四空腔

(25)，该空腔为环状空腔，在第三层耐火材料养护22-25小时后，在第四空腔(25)内浇注第

四耐火材料，养护22-25小时后，得到第四浇注层(26)；

⑦、在步骤d得到的第四浇注层46-49小时后，对干熄焦焦罐内壁的浇注层进行350℃内

11小时低温烘烤；

⑧、步骤⑦低温烘烤后进行高温烘烤：在1小时内升温至200℃，然后，在4小时内升温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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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在400℃下保温1小时后，1小时内升温至450℃,450℃下保温1小时后在1小时内升温

至500℃，500℃下保温1小时，然后在1小时内降温至环境温度，得干熄焦焦罐的浇注层，然

后，在干熄焦焦罐底端安装开合闸门(3)，得到免维护干熄焦焦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免维护干熄焦焦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⑥所述

的第一浇注层(6)烘干后的密度为2.5g/cm3,厚度为98—105毫米；第二浇注层20和第三浇

注层23烘干后的密度为1.8-2gcm3,厚度为90-100毫米；第四浇注层26密度为1.8-2gcm3，厚

度为60-70毫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免维护干熄焦焦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a所述

第一层耐火材料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莫来石37-42份，其粒径分3级，其中1-3毫米的

粒径为10-11份，3.1-5毫米的粒径为9-10份，5.1-10毫米的粒径为18-21份，铝矾土8-11份，

粒径为0.1-3毫米，红柱石12-15份，粒径为0.1-3毫米莫来石细粉15-18份，刚玉粉7-9份，铝

酸钙水泥8-10份，硅微粉2-3份，铝微粉2-3份，钢纤维2-3份，三聚磷酸钠0.1-0.3份，防爆纤

维0.1-0.2份和水6-12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免维护干熄焦焦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⑥所述

第二耐火材料、第三耐火材料和第四耐火材料的原料相同，其重量份的原料组成如下：莫来

石53-58份，其中粒径为5-10毫米为19-21份，粒径为3-4.9毫米的为10-11份，粒径为0.1-

2.9毫米为24-26份，红柱石9-11份，粒径为0.1-1毫米，莫来石粉9-11份，焦宝石粉7-9份，铝

酸钙水泥10-14份，硅微粉3-7份，三聚磷酸钠0.1-0.3份，防爆纤维0.1-0.2份，钢纤维1.5-

3.5份和水8-12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免维护干熄焦焦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⑦所述

的低温烘烤是在2小时内升温至150℃，保温2小时后在1小时内升温至200℃，在200℃下保

温1小时后，然后在1小时内升温至250℃，在250℃下保温1小时后，在2小时内升温至350℃，

保温1小时，再冷却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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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免维护干熄焦焦罐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干法熄焦技术，是一种免维护干熄焦焦罐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干法熄焦成套技术方案中，焦罐是一个使用频次高，工作环境差并极易损坏的部

件。干熄焦焦罐由直筒段和锥段组成，锥段部分的下锥段又称下罐口。干熄焦焦罐有外层和

内层，外层是用框架做支撑，用多块钢板拼接成圆柱筒体及锥形筒体并与框架连接制成。内

层采用钢板、合金或耐火复合材料做成小块衬板，拼成柱形筒体及体锥形筒体，每块衬板与

外层连接。这种结构的焦罐优点是便于维护，外层某一处钢板变形后，直接更换某块钢板即

可，不需要大面积更换。内层的多块衬板在维护时，也存在针对性强的优点，避免浪费，更换

衬板即可。但是，这种结构焦罐的不足是：更换维护频繁，特别是在焦罐底部工作时，操作人

员在较高温度下工作，操作要求速度快，以避免影响生产，同时，在高温下工作时间较长易

使身体产生不适感，这种结构的下罐口衬板与外层锥形筒体内壁贴合时，易出现夹层及翘

起，红焦在高处下落时撞击力度较大，衬板在高温及较大力度撞击下易产生断裂，如不及时

维护，外层的钢板易产生磨损或变形，导致焦罐外层变换频繁，影响干熄焦整体生产的稳定

性及连续性，严重时需要停产维护。这种结构的焦罐外层使用寿命一般为12个月左右，内层

的使用寿命一般为4个月左右。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免维护干熄焦焦罐的制备方法，将干熄焦焦罐的整体结

构做全面改进，达到在使用寿命内免维护的目的。

[0004] 本发明为一种免维护干熄焦焦罐的制备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0005] ①用钢板制成整体式第一倒圆台形筒体5；

[0006] ②用钢板制成整体式柱形筒体1，柱形筒体壁上开设数个第一排气孔，柱形筒体1

内径与第一倒圆台形筒体5下端口内径相等；

[0007] ③用钢板制成整体式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上端口内径与步骤

②所述的柱形筒体1内径相等，第二倒圆台形筒体壁上部开设数个第二排气孔4；

[0008] ④在步骤③所述的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底部内壁周向均匀设置数块金属板12，各

金属板12的高度方向底部与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底部内表面连接，金属板12长度方向一端

面与金属支撑环13外表面连接，金属支撑环13沿第二倒圆台形筒体底部周向设置，金属支

撑环13的底端面与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底端连接，金属支撑环13高度方向上端设置向金属

板12长度方向另一端弯折的弧面环14，弧面环14的下表面与金属板12高度方向上端面连

接；

[0009] ⑤将上述第一倒圆台形筒体5、柱形筒体1、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依次相互连接制成

干熄焦焦罐外层；

[0010] ⑥在步骤⑤所述干熄焦焦罐外层的内壁制作浇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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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a、在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底端向上至400-600毫米范围内设置第一倒圆台形模板

7，该模板采用数块扇形板拼接制成，第一倒圆台形模板7采用数个锚固件与对应的干熄焦

焦罐外层连接，第一倒圆台形模板7与干熄焦焦罐外层之间设置第一空腔16，该空腔为环

形，在第一空腔16内浇注第一层耐火材料，第一层耐火材料浇注进行养护后得到第一浇注

层6；

[0012] b、在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底端向上400-600毫米上方至柱形筒体下端口范围内设

置第二倒圆台形模板18该模板采用数块扇形板拼接制成，第二倒圆台形模板18采用数个锚

固件与对应的干熄焦焦罐外层连接，第二倒圆台形模板18与干熄焦焦罐外层之间设置第二

空腔19，该空腔为环状，在第一层耐火材料养护22-25小时后，在第二空腔19内浇注第二耐

火材料，第二层耐火材料浇注后进行养护，第二层耐火材料浇注养护后得到第二浇注层20；

[0013] c、在柱形筒体1下端口向上至柱形筒体1上端口范围内设置圆环形模板21，该模板

采用数块矩形板拼接制成，圆环形模板21用锚固件与对应的干熄焦焦罐外层连接，圆环形

模板21与干熄焦焦罐之间设置第三空腔22，在第二层耐火材料养护22-25小时后，在第三空

腔22内浇注第三耐火材料，第三耐火材料浇注后进行养护，养护后得到第三浇注层23；

[0014] d、在第一倒圆台形筒体5底端至其上端设置范围内第三倒圆台形模板24，第三倒

圆台形模板24采用数块扇形板拼接制成，第三倒圆台形模板24采用数个锚固件与对应的干

熄焦焦罐外层连接，第三倒圆台形模板24与对应的干熄焦焦罐外层间设置第四空腔25，该

空腔为环状空腔，在第三层耐火材料养护22-25小时后，在第四空腔25内浇注第四耐火材

料，养护22-25小时后，得到第四浇注层26；

[0015] ⑦、在步骤d得到的第四浇注层46-49小时后，对干熄焦焦罐内壁的浇注层进行350

℃内11小时低温烘烤；

[0016] ⑧、步骤⑦低温烘烤后进行高温烘烤：在1小时内升温至200℃，然后，在4小时内升

温至400℃，在400℃下保温1小时后，1小时内升温至450℃,450℃下保温1小时后在1小时内

升温至500℃，500℃下保温1小时，然后在1小时内降温至环境温度，得干熄焦焦罐的浇注

层，然后，在干熄焦焦罐底端安装开合闸门3，得到免维护干熄焦焦罐。

[0017] 步骤⑥所述的第一浇注层6烘干后的密度为2.5g/cm3,厚度为98—105毫米；第二

浇注层20和第三浇注层23烘干后的密度为1.8-2g/cm3,厚度为90-100毫米；第四浇注层26

密度为1.8-2g/cm3，厚度为60-70毫米。

[0018] 步骤a所述第一层耐火材料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莫来石37-42份，其粒径分3

级，其中1-3毫米的粒径为10-11份，3.1-5毫米的粒径为9-10份，5.1-10毫米的粒径为18-21

份，铝矾土8-11份，粒径为0.1-3毫米，红柱石12-15份，粒径为0.1-3毫米莫来石细粉15-18

份，刚玉粉7-9份，铝酸钙水泥8-10份，硅微粉2-3份，铝微粉2-3份，钢纤维2-3份，三聚磷酸

钠0.1-0.3份，防爆纤维0.1-0.2份和水6-12份。

[0019] 步骤⑥所述第二耐火材料、第三耐火材料和第四耐火材料的原料相同，其重量份

的原料组成如下：莫来石53-58份，其中粒径为5-10毫米为19-21份，粒径为3-4.9毫米的为

10-11份，粒径为0.1-2.9毫米为24-26份，红柱石9-11份，粒径为0.1-1毫米，莫来石粉9-11

份，焦宝石粉7-9份，铝酸钙水泥10-14份，硅微粉3-7份，三聚磷酸钠0.1-0.3份，防爆纤维

0.1-0.2份，钢纤维1.5-3.5份和水8-12份。

[0020] 步骤⑦所述的低温烘烤是在2小时内升温至150℃，保温2小时后在1小时内升温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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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在200℃下保温1小时后，然后在1小时内升温至250℃，在250℃下保温1小时后，在2

小时内升温至350℃，保温1小时，再冷却至50℃。

[0021] 用本发明方法制备的焦罐，在试用地区显示，焦罐外层使用寿命内不需要维护，焦

罐外层的使用寿命比现有技术延长3倍左右，外层结构中的柱形筒体为一个整体结构，倒圆

台形筒体部分也是是整体式结构，它们连接成整体结构，不需要使用支撑架，外层结构均采

用钢板制作；焦罐内层也称浇注层，采用耐火材料原料制作，并与外层紧密贴合，避免了内

层与外层间的夹层及内层翘起的不足。内层的柱形筒体、第一倒圆台形筒体、第二倒圆台形

筒体及第三倒圆台形筒体的浇注层材料密度及厚度不同，以适应了不同部位的撞击力度

等，在使用寿命达到设计要求下，使制造成本达到较低水平。

[0022] 由于在第一倒圆台形筒体(也称下罐口)部位设计了增强该处强度的立体支撑带

结构，试用焦罐显示下罐口的使用寿命比现有技术提高5倍左右，在使用寿命内不需要维

护。用本发明的方法制备的干熄焦焦罐还具有浇注层无缝隙、下罐口不断裂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23] 附图1是用本发明方法制备的干熄焦焦罐的结构示意图，附图2是图1的俯视结构

示意图，附图3是图1中Ⅰ部放大结构示意图，附图4是本发明方法制作过程中模板与外层的

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柱形筒体  2螺栓  3开合闸门  4第二排气孔  5第一倒圆台形筒体  6第一浇注

层  7第一倒圆台形模板  8第二倒圆台形筒体  9第三排气孔  10第一排气孔  11第四排气孔 

12金属板  13金属板支撑环  14弧面环  16第一空腔  17螺栓  18第二倒圆台形模板  19第二

空腔  20第二浇注层  21圆环形模板  22第三空腔  23第三浇注层  24第三倒圆台形模板  25

第四空腔  26第四浇注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免维护干熄焦焦罐的制备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0026] ①用钢板制成整体式第一倒圆台形筒体5；

[0027] ②用钢板制成整体式柱形筒体1，柱形筒体壁上开设数个第一排气孔，柱形筒体1

内径与第一倒圆台形筒体5下端口内径相等；

[0028] ③用钢板制成整体式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上端口内径与步骤

②所述的柱形筒体1内径相等，第二倒圆台形筒体壁上部开设数个第二排气孔4；

[0029] ④在步骤③所述的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底部内壁周向均匀设置数块金属板12，各

金属板12的高度方向底部与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底部内表面连接，金属板12长度方向一端

面与金属支撑环13外表面连接，金属支撑环13沿第二倒圆台形筒体底部周向设置，金属支

撑环13的底端面与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底端连接，金属支撑环13高度方向上端设置向金属

板12长度方向另一端弯折的弧面环14，弧面环14的下表面与金属板12高度方向上端面连

接；

[0030] ⑤将上述第一倒圆台形筒体5、柱形筒体1、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依次相互连接制成

干熄焦焦罐外层；

[0031] ⑥在步骤⑤所述干熄焦焦罐外层的内壁制作浇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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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a、在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底端向上至400-600毫米范围内设置第一倒圆台形模板

7，该模板采用数块扇形板拼接制成，第一倒圆台形模板7采用数个锚固件与对应的干熄焦

焦罐外层连接，第一倒圆台形模板7与干熄焦焦罐外层之间设置第一空腔16，该空腔为环

形，在第一空腔16内浇注第一层耐火材料，第一层耐火材料浇注进行养护后得到第一浇注

层6；

[0033] b、在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底端向上400-600毫米上方至柱形筒体下端口范围内设

置第二倒圆台形模板18，该模板采用数块扇形板拼接制成，第二倒圆台形模板18采用数个

锚固件与对应的干熄焦焦罐外层连接，第二倒圆台形模板18与干熄焦焦罐外层之间设置第

二空腔19，该空腔为环状，在第一层耐火材料养护22-25小时后，在第二空腔19内浇注第二

耐火材料，第二层耐火材料浇注后进行养护，第二层耐火材料浇注养护后得到第二浇注层

20；

[0034] c、在柱形筒体1下端口向上至柱形筒体1上端口范围内设置圆环形模板21，该模板

采用数块矩形板拼接制成，圆环形模板21用锚固件与对应的干熄焦焦罐外层连接，圆环形

模板21与干熄焦焦罐之间设置第三空腔22，在第二层耐火材料养护22-25小时后，在第三空

腔22内浇注第三耐火材料，第三耐火材料浇注后进行养护，养护后得到第三浇注层23；

[0035] d、在第一倒圆台形筒体5底端至其上端设置第三倒圆台形模板24，第三倒圆台形

模板24采用数块扇形板拼接制成，第三倒圆台形模板24采用数个锚固件与对应的干熄焦焦

罐外层连接，第三倒圆台形模板24与对应的干熄焦焦罐外层间设置第四空腔25，该空腔为

环状空腔，在第三层耐火材料养护22-25小时后，在第四空腔25内浇注第四耐火材料，养护

22-25小时后，得到第四浇注层26；

[0036] ⑦、在步骤d得到的第四浇注层46-49小时后，对干熄焦焦罐内壁的浇注层进行350

℃内11小时低温烘烤；

[0037] ⑧、步骤⑦低温烘烤后进行高温烘烤：在1小时内升温至200℃，然后，在4小时内升

温至400℃，在400℃下保温1小时后，1小时内升温至450℃,450℃下保温1小时后在1小时内

升温至500℃，500℃下保温1小时，然后在1小时内降温至环境温度，得干熄焦焦罐的浇注

层，然后，在干熄焦焦罐底端安装开合闸门3，得到免维护干熄焦焦罐。

[0038] 本发明上述方法中金属板12的长度为150-400毫米，高度为98-105毫米，金属板12

厚度为3-8毫米，每两个金属板12间的距离为10-15厘米。金属环13的内径与第二倒圆台形

筒体的小直径端内径相等或大于小直径端内径1-5毫米。金属环13的高度为98-105毫米，金

属环13采用厚度为3-6毫米的钢材制作。弧面环14采用3-6毫米钢材制作，弧面环14优选与

金属环13一体材料弯折制成。本发明所述弧面环14与金属板12的连接长度为150-400毫米。

金属板12、金属环13及弧面环14组成抗磨损、抗撞击的高强度立体支撑带，使下罐口的抗撞

击能力有较大提高，其中弧面环14的弧度与对应的焦罐外层弧度相同。立体支撑带在焦罐

使用初期还能够更好的保护第一浇注层，使第一浇注层在未达到烧结强度时，更好的抵抗

高处下落的红焦撞击和卸焦时的磨损，保证下罐口在使用寿命内免维护，达到稳定、连续生

产的要求。

[0039] 本发明方法中所述焦罐外层厚度是8-10毫米，焦罐外层在使用中受热温度为230

度以下，比现有焦罐外层受热温度降低了2倍左右，使焦罐外层不易出现变形，使用寿命大

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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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本发明方法中所述的第二倒圆台形筒体8底端向上400-600毫米范围内是第一浇

注层，也称下焦罐口。第一浇注层耐高温1200度左右，红焦下落抗冲击的同时导热率较低，

保护焦罐外层不受高温侵蚀。第二浇注层、第三浇注层及第四浇注层耐高温1000度左右，保

护其相应的焦罐外层不受高温侵蚀。

[0041] 本发明方法所述的柱形筒体壁上开设的第一排气孔10，优选上下排列3排，如图所

示，沿筒体壁周围均匀分布，下排气孔位于上排两个排气孔之间，在焦罐使用初期供焦罐内

壁水分及时均匀排出，避免焦罐内壁浇注层产生剥落现象。

[0042] 本发明方法中所述的低温烘烤、高温烘烤，选择的温度、升温速度及保温时间彻底

解决了因烘烤不当而使焦罐浇注层产生裂纹、爆裂等缺陷，使焦罐的浇注层无任何裂纹、爆

裂等问题，进一步保证在使用寿命内达到免维护的目的。

[0043] 本发明方法中所述的低温烘烤、高温烘烤，烘烤时，将焦罐顶端盖上焦罐盖，焦罐

盖上开设排烟道，保温时将排烟道封闭。

[0044] 本发明方法中选用的耐火材料形成浇注层后强度高，体积密度高，并能在浇注层

内形成润滑，增加浇注层的韧性，进一步提高浇注层的使用寿命。用本发明方法制成的焦罐

浇注层具有不裂纹、不剥落，耐热稳定性好、强度高等优点。

[0045] 本发明方法中所述的下罐口底端的开合闸门结构及其安装方法均为现有技术。

[0046] 本发明方法中步骤⑥所述的第一浇注层6烘干后的密度为2.5g/cm3 ,厚度为98—

105毫米；第二浇注层20和第三浇注层23烘干后的密度为1.8-2gcm3,厚度为90-100毫米；第

四浇注层26密度为1.8-2gcm3，厚度为60-70毫米。这种不同密度的浇注层能够根据不同的

使用情况，耐受高热及撞击，在进一步延长焦罐使用寿命的前提下达到较好的降低成本的

目的。

[0047] 本发明方法中优选的方案是，步骤a所述第一层耐火材料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

成，莫来石37-42份，其粒径分3级，其中1-3毫米的粒径为10-11份，3.1-5毫米的粒径为9-10

份，5.1-10毫米的粒径为18-21份，铝矾土8-11份，粒径为0.1-3毫米，红柱石12-15份，粒径

为0.1-3毫米莫来石细粉15-18份，刚玉粉7-9份，铝酸钙水泥8-10份，硅微粉2-3份，铝微粉

2-3份，钢纤维2-3份，三聚磷酸钠0.1-0.3份，防爆纤维0.1-0.2份和水6-12份。

[0048] 进一步优选的方案是，步骤⑥所述第二耐火材料、第三耐火材料和第四耐火材料

的原料相同，其重量份的原料组成如下：莫来石53-58份，其中粒径为5-10毫米为19-21份，

粒径为3-4.9毫米的为10-11份，粒径为0.1-2.9毫米为24-26份，红柱石9-11份，粒径为0.1-

1毫米，莫来石粉9-11份，焦宝石粉7-9份，铝酸钙水泥10-14份，硅微粉3-7份，三聚磷酸钠

0.1-0.3份，防爆纤维0.1-0.2份，钢纤维1.5-3.5份和水8-12份。

[0049] 优选的低温烘烤方案是，步骤⑦所述的低温烘烤是在2小时内升温至150℃，保温2

小时后在1小时内升温至200℃，在200℃下保温1小时后，然后在1小时内升温至250℃，在

250℃下保温1小时后，在2小时内升温至350℃，保温1小时，再冷却至50℃。使热量缓慢均匀

穿透浇注层，让各种材料相互容合，便于高温下牢固结合。

[0050] 本发明方法所述的第一层耐火材料可以有下述多种组合：

[0051] 莫来石37份，其粒径分3级，其中1-3毫米的粒径为10份，3.1-5毫米的粒径为9份，

5.1-10毫米的粒径为18份，铝矾土8份，粒径为0.1-3毫米，红柱石12份，粒径为0.1-3毫米莫

来石细粉15份，刚玉粉7份，铝酸钙水泥8份，硅微粉2份，铝微粉2份，钢纤维2份，三聚磷酸钠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110643377 A

8



0.1份，防爆纤维0.1份和水6份；

[0052] 莫来石42份，其粒径分3级，其中1-3毫米的粒径为11份，3.1-5毫米的粒径为10份，

5.1-10毫米的粒径为21份，铝矾土11份，粒径为0.1-3毫米，红柱石15份，粒径为0.1-3毫米

莫来石细粉18份，刚玉粉9份，铝酸钙水泥10份，硅微粉3份，铝微粉3份，钢纤维3份，三聚磷

酸钠0.3份，防爆纤维0.2份和水12份；

[0053] 莫来石40份，其粒径分3级，其中1-3毫米的粒径为10.5份，3.1-5毫米的粒径为9.5

份，5.1-10毫米的粒径为20份，铝矾土10份，粒径为0.1-3毫米，红柱石13份，粒径为0.1-3毫

米莫来石细粉17份，刚玉粉8份，铝酸钙水泥9份，硅微粉2.5份，铝微粉2.5份，钢纤维2.5份，

三聚磷酸钠0.2份，防爆纤维0.15份和水9份。

[0054] 本发明方法所述的第二耐火材料、第三耐火材料和第四耐火材料可以有下述多种

组合：

[0055] 莫来石53份，其中粒径为5-10毫米为19份，粒径为3-4 .9毫米的为10份，粒径为

0.1-2.9毫米为24份，红柱石9份，粒径为0.1-1毫米，莫来石粉9份，焦宝石粉7份，铝酸钙水

泥10份，硅微粉3份，三聚磷酸钠0.1份，防爆纤维0.1份，钢纤维1.5份和水8份；

[0056] 莫来石58份，其中粒径为5-10毫米为21份，粒径为3-4 .9毫米的为11份，粒径为

0.1-2.9毫米为26份，红柱石11份，粒径为0.1-1毫米，莫来石粉11份，焦宝石粉9份，铝酸钙

水泥14份，硅微粉7份，三聚磷酸钠0.3份，防爆纤维0.2份，钢纤维3.5份和水12份；

[0057] 莫来石55份，其中粒径为5-10毫米为20份，粒径为3-4.9毫米的为10.5份，粒径为

0.1-2.9毫米为25份，红柱石10份，粒径为0.1-1毫米，莫来石粉10份，焦宝石粉8份，铝酸钙

水泥12份，硅微粉5份，三聚磷酸钠0.2份，防爆纤维0.15份，钢纤维2.5份和水10份。

[0058] 本发明方法制备的干熄焦焦罐在使用寿命内不需要维护，彻底解决了因需要频繁

维护焦罐而产生的各种不足，特别是解决了需要停产维护带来的整个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及

连续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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