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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导热抗剥落砖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低导热抗剥落砖及其制备

方法，属于耐火材料制备技术领域。本发明所述

的低导热抗剥落砖，以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

α氧化铝微粉、红柱石和结合粘土为原料，混合

制成混合粉体，然后向混合粉体中加入结合剂，

压制成型，干燥，烧成，得到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

砖；所述的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由以下重量百

分含量的原料制成：焦宝石细粉17％～25％，煤

矸石细粉40％～55％，硅石细粉20％～43％。本

发明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导热系数低、耐碱

侵蚀性能好，应用于水泥窑预热分解带，使水泥

窑热耗大幅度降低，使用寿命大幅度提高；本发

明同时提供了一种科学合理、简单便于实现工业

化的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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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导热抗剥落砖，其特征在于：以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α氧化铝微粉、红柱石

和结合粘土为原料，混合制成混合粉体，然后向混合粉体中加入结合剂，压制成型，干燥，烧

成，得到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

所述的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由以下重量百分含量的原料制成：

焦宝石细粉   17％～25％，

煤矸石细粉   40％～55％，

硅石细粉     20％～43％，

以上述原料的总质量为100％计量，外加助烧剂的种类及质量用量如下：

钾长石细粉   1％～2％，

碳酸钾       0.5％～1％；

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由以下重量百分含量的原料制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其特征在于：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的粒度

≤5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其特征在于：α氧化铝微粉的粒度≤

0.088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其特征在于：红柱石的粒度≤3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其特征在于：结合粘土的粒度≤0.088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其特征在于：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中Al2O3

的质量百分含量为25％～35％，SiO2的质量百分含量为60～70％，Na2O和K2O的质量百分含

量之和为1.0％～2.5％，其余为杂质成分，体积密度为2.2-2.6g/cm3。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其特征在于：α氧化铝微粉中Al2O3的质量百

分含量≥98％；红柱石中Al2O3的质量百分含量为50％～58％；结合粘土中Al2O3的质量百分

含量为20％～3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其特征在于：低导热抗剥落砖的Al2O3的质量

百分含量为30％-50％，体积密度为2.10～2.40g/cm3，耐压强度为45～100MPa。

9.一种权利要求1-8任一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原料混合

制成混合粉体，然后向混合粉体中加入占混合粉体质量1％～5％的结合剂，用压力机压制

成砖坯，经100-150℃保温24小时，干燥后在隧道窑1300℃～1400℃的温度下保温6～8小

时，烧制成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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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导热抗剥落砖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低导热抗剥落砖及其制备方法，属于耐火材料制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20世纪以来水泥工业有两次重大的技术突破，第一次是回转窑在世纪初得到全面

推广，第二次是预分解技术的出现，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水泥窑的热效率和单机生产能力，促

进了水泥工业向大型化、现代化的发展，也相应促进了与之相配套的耐火材料行业的发展。

上世纪初至50年代是以粘土、高铝质耐火材料来满足以湿法窑为主的传统回转窑的生产和

发展，50年代以后，在对上述材料的性能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的基础上，陆续出现了镁质耐火

材料来适应悬浮预热、预分解窑技术的发展要求，并随预分解窑技术进展而不断改进提高。

[0003] 关于能耗方面，目前水泥生产热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水泥熟料反应热，

此部分热耗对某一特定生产线而言相对固定，约占总热耗的50％以上；二是外排废气带走

热，约占总热耗的30～35％；三是全系统散热损失，这部分包括预热器、回转窑、三次风管、

篦冷机及窑头罩等，约占总热耗的8～12％；四是熟料、收尘灰带走热。现由于绝大多数新型

干法水泥窑都已配套建设了余热发电系统，废气余热已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利用，因此系统

的散热损失大小对热耗的降低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预分解窑的预热器、分解炉系统、三次

风管系统、回转窑，窑门罩和篦冷机等装备外表面散热面积都较大，如一条5000t/d水泥熟

料生产线的静态热工设备总表面积约为11618m2，单位熟料散热损失约120～150kJ/kg，回

转窑散热面积约为1086m2，单位熟料散热损失约为105～130kJ/kg，二项合计约达到250kJ/

kg。目前水泥熟料热耗国际先进水平约为2842kJ/kg，而国内先进水平为2970kJ/kg，差距中

很大一部分是由整体配置耐火材料产品性能不合理造成的。若能将整体配套耐火材料的导

热系数进一步降低，总的散热损失也将大幅降低。

[0004] 据《海南某厂5000t/d熟料1#生产线系统标定报告》，窑体系统散热损失中比重最

大的是回转窑，其表面散热损失约占系统热损失的43.7％，占比很大。因此，回转窑窑衬材

料的节能是减少系统散热损失的关键。

[0005] 2013年8月27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2013年节能减排目

标任务的通知》，要求“以节能减排倒逼产业转型和发展方式加快转变，下更大决心，用更大

气力，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确保2013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7％以上。”

[0006]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加快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技术创新和研发”，明确了

“优化与提升高能效预热预分解和烧成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能耗，使我国新型干法水

泥的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中心指导思想，要求水泥熟料热耗达到2680kJ/kg-cl，通过

实施耐火材料性能改进，降低散热损失，熟料热耗降低20kJ/kg-cl。

[0007] 水泥回转窑预热分解带所用耐火材料既承受一定的热应力，又受到入窑物料碱化

合物的化学侵蚀和物料的磨损，并且该段带也有较高的温度，也应考虑减少筒体散热损失。

因此，要求该段带耐火材料要具有良好的耐碱性、耐磨性、隔热性和良好的热震稳定性。现

有配置下多采用抗剥落高铝砖，但高铝砖因其中的氧化铝含量较高，耐碱性较差，在使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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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易与碱蒸汽反应而产生碱裂，极易出现剥落，致使用寿命大大降低。并且现有的抗剥落

高铝砖因ZrO2含量较少或根本未添加而性能大减，因此远远不能满足使用要求。硅莫砖不

仅因较高的氧化铝含量耐碱性较差，又因为所用的SiC原料的特性而导致材料的导热系数

较高，散热损失较大。

[0008] 关于回转窑用耐火材料的导热率，我国企业所列指标以及国内文献的相关数据都

欠严密，很多只是标出导热率数据，并未标注温度限定。为此，淄博市鲁中耐火材料有限公

司委托国家建筑材料研究院将目前回转窑上应用的抗剥落高铝砖、硅莫砖以及镁铝尖晶石

分别测试了350℃、700℃的导热系数，其指标如表1。

[0009] 表1回转窑用的一些材料的导热系数

[0010]

[0011] 对于耐火材料的研究，国内外公开的专利及文献如下：

[0012] 1、CN201110202686“一种低导热率硅莫砖及其制备方法”(发明人：杨建军)，该发

明涉及一种水泥窑用低导热率硅莫砖，包括8％的一级铝矾土、10％的碳化硅颗粒及10％的

复合微粉结合剂；所述一级铝矾土、添加碳化硅颗粒及复合微粉结合剂经高压成型后低温

烧制(90℃～110℃)。制得的低导热硅莫砖Al2O3≥58％，导热率≤2.0W/(m·K)。该耐火砖具

有耐高温、抗氧化、耐磨损、机械强度高、硬度高、耐腐蚀；降低导热系数、提高热效率，同时

也提高材料的热震性能。

[0013] 2、CN20131030808“一种低导热耐磨砖”(发明人：范圣良；曾大凡；肖佳祥；陈幼荣；

蒋晓臻；张松立)，该发明公开了一种水泥窑用低导热耐磨砖，包括以下组分且各组分的质

量百分比为：颗粒直径d＜0.1mm的高铝熟料30％～40％；颗粒直径0.1mm≤d＜1mm的高铝熟

料5％～15％；颗粒直径1mm≤d＜3mm的高铝熟料20％～30％；颗粒直径d≥3mm的高铝熟料

3％～5％；碳化硅6％～8％；氧化铝空心球4％～6％；蓝晶石4％～6％；多孔熟料7％～

10％；烧结粘土粉5％～7％。制备的低导热耐磨砖的常温磨损量≤10cm3、热面温度800℃时

热导率≤1.3W/(m·K)，具有良好的耐磨性，抗侵蚀能力强，使用寿命长。

[0014] 3、CN201210057733“一种低导热硅莫砖及其制备方法”(发明人：姚伯洪；路盘根；

罗佳)，该发明涉及的水泥窑用低导热硅莫砖，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45％～70％的

矾土、5％～15％的刚玉细粉、10％～20％的碳化硅细粉和8％～20％的结合剂。该发明提供

的硅莫砖不挂窑皮、耐磨损、抗剥落、抗酸碱能力强、热稳定性优良，与传统技术相比，导热

系数小、体积密度轻、能降低筒外温度100℃左右。

[0015] 4、CN201110202688“一种环保型抗剥落高铝砖及其制备方法”(发明人：杨建军)，

该发明涉及一种环保型抗剥落高铝砖，包括80％的特级铝矾土、10％的复合微粉结合剂及

10％特殊结合剂，所述特级铝矾土、添加碳化硅颗粒及复合微粉结合剂经高压成型后低温

烧制(300℃烘烤)。该砖Al2O3≥75％，具有耐高温、抗氧化、耐磨损、机械强度高、硬度高、耐

侵蚀等特点；降低了导热系数、热效率相应提高，同时也提高材料的热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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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5、CN200910066275“高荷软、抗剥落高铝砖的生产方法”(发明人：宋金标；宋禄峰；

宋彩红；宋马峰；樊建令；卢中立；付鸿正；樊召峰；郭英超；胡彦超；黄慧娟)，该发明公开了

一种高荷软、抗剥落高铝砖的生产方法，包括下述步骤：1、按重量份称取铝矾土料8.5份，锆

英砂粉料1份，粘土粉0.5份；2、将上述物料混合均匀，加入物料总重量4％～5％的木质素溶

液在湿碾机内，送入压力机，加压成型；3、将上述半成品在干燥室内干燥，然后在隧道窑内

烧结，并在1450℃±10℃条件下保温10h～12h，即可得到成品砖体。该产品在新型干法水泥

窑预热带的使用寿命可达两年以上，在新型干法水泥窑过渡带的使用寿命可达一年以上。

该产品荷重软化温度高、抗热震稳定性好、耐磨性能好，较同类产品相比其热震稳定性

(1100℃，水冷)次数可比普通高铝砖增加一倍以上。该产品Al2O3含量≥74％。

[0017] 6、CN200610012974“一种抗剥落耐磨砖”(发明人：鲁有；任虎平)，该发明涉及一种

抗剥落耐磨砖，特别适合水泥窑过渡带使用。该抗剥落耐磨砖采用棕刚玉、烟窑矾土熟料、

铬矿、复合结合剂(硅微粉和一代磷酸铝或磷酸)，按一定比例配料，半成品热处理550℃～

600℃。该抗剥落耐磨砖不需高温煅烧，制造方法简捷、成本低、节能、耐用、抗剥落、保温性

好。在2000t/d～2700t/d窑上历经1600余吨使用证明平均寿命达一年以上，水泥厂减少了

修窑次数，收益明显。该产品Al2O3含量＞80％。

[0018] 7、“水泥回转窑用抗剥落高铝砖的研制及使用”(作者：成斌；陈翠玉)。文章介绍山

东耐火材料厂选用山西阳泉一级高铝矾土熟料为原料，为提高制品的抗剥落性及高温性

能，在配料中添加了蓝晶石和堇青石，结合粘土采用本地粘土，并加入亚硫酸盐纸浆废液作

结合剂制备水泥回转窑用抗剥落高铝砖。该砖的Al2O3含量74.17％。(《耐火材料》，1994年5

期，304-305)

[0019] 8、CN201310651732“高炉用抗渗透低铝莫来石砖及其制备方法”(发明人：蔡国庆；

刘伟；李文亮；王文学；王明刚；高蕊；燕宿祥；邵红；刘永振；徐广忠)，该发明涉及的高炉用

抗渗透低铝莫来石砖，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粒度为5mm～3mm合成莫来石10～15份，

粒度为3mm～1mm合成莫来石25～30份，粒度为≤1mm合成莫来石20～30份，粒度为0.074mm

红柱石15～30份，粒度为0.074mm粘土5～10份，促烧剂3～5份，结合剂3～4份。该发明具有

低气孔率、低杂质、高强度、高温性能好、抗侵蚀能力强等特点，在高炉上能够长期在高温负

荷下保持结构稳定，提高了高炉的使用寿命。所述高炉用抗渗透低铝莫来石砖Al2O3含量

45％以上，主要用于高炉炉底及炉缸等部位。

[0020] 9、CN201210266706“高强高热震低铝莫来石砖”(发明人：郭长江；杨奇；张伟；杨玉

聪；连曾伟)，该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强高热震低铝莫来石砖，由以下重量百分含量的原料组

成：烧结莫来石15％～50％，电熔莫来石5％～15％，特级焦宝石10％～40％，硅线石10％～

30％，红柱石10％～30％，活性氧化铝2％～10％，锆英石2％～15％，硅石2％～12％，结合

粘土3％～10％。该低铝莫来石砖具有较高的荷重软化温度(≥1550℃)较高的热震稳定性

(水冷1100℃≥50)，较低的蠕变率(20h～50h≤0.15)，优良的耐压强度(≥70MPa)，高温下

良好的体积稳定性和低杂质等优点，同时提高了抗CO侵蚀性。该发明产品完全能满足大中

型高炉热风炉等高温窑炉的使用要求。该产品的Al2O3含量45.58％。

[0021] 10、CN20091006585“特种复合低铝莫来石砖及其制备方法”(发明人：林彬荫；郭长

江；张新玉；贺海蛟；张灿星；王岭渠)，该发明公开的特种复合低铝莫来石砖含有以下原料

(以重量百分含量表示)：粒度为3mm～1mm的莫来石10％～30％，粒度为3mm～1mm的焦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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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粒度为1mm～0mm的焦宝石10％～20％，粒度为-200目的焦宝石5％～15％，硅

线石或红柱石10％～30％和添加剂15％～25％。所述耐火砖经混碾、困料、挤压成型、干燥、

烧成等步骤制备而成。该特种复合低铝莫来石砖具有低显气孔率、低杂质、高强度、高荷重

软化温度、制品微膨胀、莫来石相高等优点，能够起到一砖多用的功能。该发明产品的应用

会为钢铁用户节约大量的维修费用和节能费用，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该产品

的Al2O3含量46.08％～46.71％。

发明内容

[0022]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低导热抗剥落砖，其导热系数低、耐碱侵蚀性能好，应

用于水泥窑预热分解带，使水泥窑热耗大幅度降低，使用寿命大幅度提高；本发明同时提供

了一种科学合理、简单便于实现工业化的制备方法。

[0023] 本发明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以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α氧化铝微粉、红柱石

和结合粘土为原料，混合制成混合粉体，然后向混合粉体中加入结合剂，压制成型，干燥，烧

成，得到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

[0024] 所述的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由以下重量百分含量的原料制成：

[0025] 焦宝石细粉   17％～25％，

[0026] 煤矸石细粉   40％～55％，

[0027] 硅石细粉     20％～43％，

[0028] 以上述原料的总质量为100％计量，外加助烧剂的种类及质量用量如下：

[0029] 钾长石细粉   1％～2％，

[0030] 碳酸钾       0.5％～1％；

[0031] 所述的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的制备方法如下：

[0032] 将以上原料混合均匀后，用球磨机湿法混磨细度要求D90≤10μm，达到细度后放入

均化池均化，均化后的泥浆经喷雾造粒制成粒度为20目～60目颗粒料，用压机压制成砖坯

或球或用成球盘滚制成球，利用隧道窑或竖窑1500℃～1550℃烧成，得到所述的合成的低

导热耐碱原料。

[0033] 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由以下重量百分含量的原料制成：

[0034]

[0035] 所述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的粒度≤5mm；所述α氧化铝微粉的粒度≤0.088mm；所

述红柱石的粒度≤3mm；所述结合粘土的粒度≤0.088mm。

[0036] 所述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中Al2O3的质量百分含量为25％～35％，SiO2的质量百

分含量为60～70％，Na2O和K2O的质量百分含量之和为1.0％～2.5％，其余为杂质成分，体积

密度为2.2-2.6g/cm3。

[0037] 所述α氧化铝微粉中Al2O3的质量百分含量≥98％；红柱石中Al2O3的质量百分含量

为50％～58％；结合粘土中Al2O3的质量百分含量为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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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所述低导热抗剥落砖的Al2O3的质量百分含量为30％-50％，体积密度为2.10～

2.40g/cm3，耐压强度为45～100MPa。

[0039] 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的制备方法，是将原料混合制成混合粉体，然后向混合粉

体中加入占混合粉体质量1％～5％的结合剂，用压力机压制成砖坯，经100-150℃保温24小

时，干燥后在隧道窑1300℃～1400℃的温度下保温6～8小时，烧制成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

砖。

[0040] 本发明在分析水泥窑分解预热带用耐材使用工况和损毁机理的基础上，来平衡材

料气孔率大小与抗酸碱侵蚀性能，为保证制品的使用性能首先考虑避免碱裂现象的出现。

以此为前提，通过调节材料微观结构来降低材料导热系数提高热震稳定性，以达到节能效

果。

[0041] 对水泥窑预热带、分解带而言，从提高材料的耐碱性角度看，铝硅系材料中的氧化

铝含量不宜过高，以低铝设计为主。从降低材料的导热系数角度，采用结晶相与非晶组分互

相阻断的结构设计。由此，本发明研发合成了低导热高耐碱侵蚀的新原料，此种材料以莫来

石为主晶相。莫来石的针柱状结晶结构为该原料提供框架支撑，辅助相为莫来石提供了耐

侵蚀的保护，两种材料完美的糅合到了一起，实现了优势互补。

[0042] 本发明以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为主要原料，通过添加预合成的非晶态原材料

(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及三石(α氧化铝微粉、红柱石和结合粘土)，通过控制材料的粒度

分布及成型压力，控制烧成温度及氧化烧成气氛，以保证非晶态材料的稳定存在及莫来石

框架的良好形成，从而获得了导热系数低、热震稳定性好、耐碱侵蚀性能优良的低导热抗剥

落砖。低导热抗剥落砖兼顾了低导热系数与使用寿命的关系，是回转窑节能降耗的优良产

品。

[0043]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44] (1)在铝硅系原料中，使结晶相与非晶组分互相阻断的结构可控、可调，制备了所

述的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

[0045] (2)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具有高耐碱性，避免了材料的碱侵剥落现象；

[0046] (3)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热膨胀系数小，体积稳定，因热应力增大而造成的材

料损坏大大减少，保证了材料的使用寿命；

[0047] (4)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导热系数低，窑体表面温度降低，减少了散热损失，降

低能耗；

[0048] (5)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体积密度低，窑体负荷减小，窑衬所受机械应力相应

减小，材料采购成本下降，系统电耗降低；

[0049] (6)为水泥行业的二代技术的节能减排、协同处置提供了材料支持；

[0050] (7)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的制备方法，科学合理、简单便于实现工业化。

附图说明

[0051] 图1为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的XRD图；

[0052] 图2为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的SEM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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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53]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但其并不限制本发明的实施。

[0054] 实施例1

[0055] 所述的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由以下重量百分含量的原料制成：

[0056] 焦宝石细粉17％，煤矸石细粉40％，硅石细粉43％。

[0057] 以上述原料的总质量为100％计量，外加助烧剂的种类及质量用量如下：

[0058] 钾长石细粉1％，碳酸钾1％。

[0059] 所述的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的制备方法如下：

[0060] 将以上原料混合均匀后，用球磨机湿法混磨细度要求D90≤10μm，达到细度后放入

均化池均化，均化后的泥浆经喷雾造粒制成粒度为20目颗粒料，用压机压制成砖坯，利用隧

道窑1525±25℃烧成，得到所述的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

[0061] 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由以下重量百分含量的原料制成：

[0062] 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粒度≤5mm，占总量的77％；

[0063] 结合粘土，粒度≤0.088mm，占总量的15％；

[0064] α氧化铝微粉，粒度≤0.088mm，占总量的3％；

[0065] 红柱石，粒度≤3mm，占总量的5％。

[0066] 上述原料经称量、混合、以结合剂混炼后制成低导热抗剥落砖DDR-30的混合原料。

结合剂的加入量为上述混合粉体为基准的2％。

[0067] 将上述混合原料装入模具中，用压力机压制成砖坯，经110℃保温24小时干燥后在

隧道窑1325±25℃的温度下保温6小时烧制成低导热抗剥落砖DDR-30。

[0068] 实施例2

[0069] 所述的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由以下重量百分含量的原料制成：

[0070] 焦宝石细粉25％，煤矸石细粉55％，硅石细粉20％。

[0071] 以上述原料的总质量为100％计量，外加助烧剂的种类及质量用量如下：

[0072] 钾长石细粉2％，碳酸钾0.5％。

[0073] 所述的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的制备方法如下：

[0074] 将以上原料混合均匀后，用球磨机湿法混磨细度要求D90≤10μm，达到细度后放入

均化池均化，均化后的泥浆经喷雾造粒制成粒度为60目颗粒料，用压机压制成球，利用隧道

窑1525±25℃烧成，得到所述的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

[0075] 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由以下重量百分含量的原料制成：

[0076] 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粒度≤5mm，占总量的68％；

[0077] 结合粘土，粒度≤0.088mm，占总量的10％；

[0078] α氧化铝微粉，粒度≤0.088mm，占总量的12％；

[0079] 红柱石，粒度≤3mm，占总量的10％。

[0080] 上述原料经称量、混合、以结合剂混炼后制成低导热抗剥落砖DDR-45的混合原料。

结合剂的加入量为上述混合粉体为基准的1％。

[0081] 将上述混合原料装入模具中，用压力机压制成砖坯，经110℃保温24小时干燥后在

隧道窑1355±25℃的温度下保温8小时烧制成低导热抗剥落砖DDR-45。

[0082]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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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 所述的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由以下重量百分含量的原料制成：

[0084] 焦宝石细粉20％，煤矸石细粉45％，硅石细粉35％。

[0085] 以上述原料的总质量为100％计量，外加助烧剂的种类及质量用量如下：

[0086] 钾长石细粉1.5％，碳酸钾0.8％。

[0087] 所述的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的制备方法如下：

[0088] 将以上原料混合均匀后，用球磨机湿法混磨细度要求D90≤10μm，达到细度后放入

均化池均化，均化后的泥浆经喷雾造粒制成粒度为40目颗粒料，用成球盘滚制成球，利用竖

窑1525±25℃烧成，得到所述的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

[0089] 所述的低导热抗剥落砖，由以下重量百分含量的原料制成：

[0090] 合成的低导热耐碱原料，粒度≤5mm，占总量的50％；

[0091] 结合粘土，粒度≤0.088mm，占总量的5％；

[0092] α氧化铝微粉，粒度≤0.088mm，占总量的20％；

[0093] 红柱石，粒度≤3mm，占总量的25％。

[0094] 上述原料经称量、混合、以结合剂混炼后制成低导热抗剥落砖DDR-50的混合原料。

结合剂的加入量为上述混合粉体为基准的5％。

[0095] 将上述混合原料装入模具中，用压力机压制成砖坯，经110℃保温24小时干燥后在

隧道窑1375±25℃的温度下保温7小时烧制成低导热抗剥落砖DDR-50。

[0096] 对比例1

[0097] 所述的普通砖，由以下重量百分含量的原料制成：

[0098] M47莫来石原料，粒度≤5mm，占总量的50％；

[0099] 结合粘土，粒度≤0.088mm，占总量的5％；

[0100] α氧化铝微粉，粒度≤0.088mm，占总量的20％；

[0101] 红柱石，粒度≤3mm，占总量的25％。

[0102] 上述原料经称量、混合、以结合剂混炼后得到制成普通砖的混合原料。结合剂的加

入量为上述混合粉体为基准的5％。

[0103] 将上述混合原料装入模具中，用压力机压制成砖坯，经110℃保温24小时干燥后在

隧道窑1375±25℃的温度下保温7小时烧成得到普通砖。

[0104] 对上述3个实施例制得的低导热抗剥落砖，以及对比例1制得的普通砖进行了性能

测试，具体如下：

[0105] 表2本发明制备的低导热抗剥落砖及普通砖的理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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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

[0107] 通过表2可以得知，对比例1在同等工艺条件下制备的产品的性能，不如本发明制

备的产品的性能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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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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