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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耐材吸尘粉回收利用的

钢包铝镁耐火泥及其制备方法。以质量百分比

计，所述钢包铝镁耐火泥的原料组成包括：耐材

吸尘粉5.0％～90.0％，粒度为0.5～0.15mm的刚

玉细颗粒5.0％～30.0％，粒度为0.5～0.15mm的

电熔镁砂细颗粒2.0％～20.0％，刚玉微粉和/或

α型活性氧化铝微粉1 .0％～10 .0％，硅微粉

0 .5％～5 .0％，减水剂0 .1％～1 .5％，增塑剂

0.01％～1.0％，保存剂0.01％～1.0％。所述制

备方法包括：先将耐材吸尘粉加入到混碾机内，

然后加入减水剂、增塑剂、保存剂混合均匀后，再

加入其余原料，继续混合均匀，出料即得所述钢

包铝镁耐火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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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耐材吸尘粉回收利用的钢包铝镁耐火泥，其特征在于，以质量百分比计，原料组

成包括：

所述耐材吸尘粉为耐材原料破碎设备和/或耐材制品生产设备吸尘器清理出来的吸尘

粉，粒度在0.1mm以下，Al2O3+MgO的含量≥85.00wt％；

所述减水剂为聚磷酸盐、聚羧酸、分散氧化铝系高效减水剂中的一种或几种任意比例

的混合物；

所述增塑剂为羧甲基纤维素、黄糊精、羧甲基淀粉醚、淀粉中的一种或多种；

所述保存剂为草酸、柠檬酸、硼酸、木质素磺酸钙中的一种或多种；

所述钢包铝镁耐火泥的制备方法包括：先将耐材吸尘粉加入到混碾机内，然后加入减

水剂、增塑剂、保存剂混合均匀后，再加入其余原料，继续混合均匀，出料即得所述钢包铝镁

耐火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包铝镁耐火泥，其特征在于，所述耐材原料破碎设备包括各

种刚玉、矾土、氧化铝、尖晶石原料破碎设备；

所述耐材制品生产设备包括高铝质、刚玉质、刚玉尖晶石质产品生产设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包铝镁耐火泥，其特征在于，所述刚玉细颗粒为耐火材料所

用棕刚玉、白刚玉、板状刚玉中的一种或几种组合；

所述刚玉细颗粒中Al2O3含量≥95.00wt％。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包铝镁耐火泥，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熔镁砂细颗粒为电熔法

生产的镁砂，体积密度≥3.48g/cm3，MgO含量≥97.50wt％。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包铝镁耐火泥，其特征在于，所述刚玉微粉粒度≤0.045mm，

Al2O3含量≥98.50wt％。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包铝镁耐火泥，其特征在于，所述α型活性氧化铝微粉粒度

为0.5～10μm，Al2O3含量≥98.50wt％。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包铝镁耐火泥，其特征在于，所述硅微粉粒度≤1μm，SiO2含

量≥92.00wt％。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包铝镁耐火泥，其特征在于，所述减水剂为FS10、FS20、

FS60、三聚磷酸钠、六偏磷酸钠中的一种或多种混合物。

9.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钢包铝镁耐火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先将耐材吸尘粉加入到混碾机内，然后加入减水剂、增塑剂、保存剂混合均匀后，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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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余原料，继续混合均匀，出料即得所述钢包铝镁耐火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加入减水剂、增塑剂、保存剂后混合

时间为3～5min；

加入其余原料后混合时间为12～1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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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耐材吸尘粉回收利用的钢包铝镁耐火泥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耐火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耐材吸尘粉回收利用的钢包铝镁耐

火泥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炉外精炼与连铸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对洁净钢需求量的增加，炼钢技术设备

向大型化、高效化、连铸化以及对省力、节能、降耗的不断发展，对钢包冶炼条件要求越来越

高，对钢包用耐火材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钢包真空精炼是国内常见的、也是对钢包砖侵

蚀最严重的一种精炼方式，钢水在真空环境中进行精炼处理，抽真空过程中钢水对耐材侵

蚀尤为剧烈。砖砌钢包的筑砖缝可能产生排气通道，此时砖缝部位是最容易受到冲刷和侵

蚀的。从下线钢包砖残砖分析得出，钢包砖残厚最低部位是钢包砖的砖缝处，在精炼环境下

普通耐火泥浆承受钢水冲刷与钢渣侵蚀的效果更差，砖缝处残厚比钢包砖本体残厚低15‑

25mm左右。此外，普通耐火泥浆加水量大、施工砖缝厚薄不均，在高温下产生收缩，难以饱满

的填补砖缝，容易在砖缝处产生钢水的渗透夹钢。

[0003] 公开号为CN112500137A的专利说明书公开了一种钢包抗侵蚀镁质耐火泥浆及其

制备方法，钢包抗侵蚀镁质耐火泥浆，按照质量份数计算，其制备原料包括以下组分：电熔

镁砂40‑120份、氧化铝微粉1‑15份、氧化铬细粉0.5‑8份、氧化锆细粉0.5‑8份、碳化硅细粉

0.5‑8份、碳化硼细粉0.3‑4份、分散剂0.1‑2份、增黏剂0.1‑2份。混合料中加入占混合料总

重35％的水，该钢包抗侵蚀镁质耐火泥浆耐钢水冲刷与耐钢渣侵蚀的效果好，可解决钢包

在VOD精炼过程中砖缝部位残厚较低与夹钢的问题。

[0004] 公开号为CN112408954A的专利说明书公开了一种耐火泥浆，原料的重量份组成

为：刚玉细粉30～80；氧化铝微粉5～25；石英粉0～15；蓝晶石细粉0～15；粘土0～10；增塑

剂0～2；保存剂1～5；结合剂5～20。该耐火泥浆使用性能好，且能长期保存，现场施工方便。

[0005]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各耐材原料及厂家的生产场所都配置有除尘器，除尘器把

生产现场的粉尘收集、分离出来的。对于收集的吸尘粉，常规吸尘粉的处理方式是：

[0006] 1、由于吸尘粉粒度相对较细，吸水量大，保湿性差，粘性大，作为耐火材料中细粉

或微粉添加时，加入比例非常小，使用量非常有限。

[0007] 2、作为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对耐材原料浪费较大。

发明内容

[0008]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以及本领域存在的不足之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耐材吸尘粉回

收利用的钢包铝镁耐火泥，解决了耐火泥使用砖缝隐患问题，同时减少耐材企业将吸尘粉

作为固体废弃物排放的浪费。

[0009] 一种耐材吸尘粉回收利用的钢包铝镁耐火泥，以质量百分比计，原料组成包括：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13603466 A

4



[0010]

[0011] 所述耐材吸尘粉为耐材原料破碎设备和/或耐材制品生产设备吸尘器清理出来的

吸尘粉，粒度在0.1mm以下，Al2O3+MgO的含量≥85.00wt％；

[0012] 所述减水剂为聚磷酸盐、聚羧酸、分散氧化铝系高效减水剂中的一种或几种任意

比例的混合物；

[0013] 所述增塑剂为羧甲基纤维素、黄糊精、羧甲基淀粉醚、淀粉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4] 所述保存剂为草酸、柠檬酸、硼酸、木质素磺酸钙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5] 所述钢包铝镁耐火泥的制备方法包括：先将耐材吸尘粉加入到混碾机内，然后加

入减水剂、增塑剂、保存剂混合均匀后，再加入其余原料，继续混合均匀，出料即得所述钢包

铝镁耐火泥。

[0016]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各耐材原料及厂家的生产场所都配置有布袋除尘器，其工

作机理是含粉尘的尘烟气通过过滤材料，尘粒被过滤下来。过滤材料捕集粗粒粉尘主要靠

惯性碰撞作用，捕集细粒粉尘主要靠扩散和筛分作用。滤料的粉尘层也有一定的过滤作用。

[0017] 检测吸尘粉的粒度在0.1～3μm，该粒度在耐火材料中属于超细粉。吸尘粉具有颗

粒细，流动性好，分散性好，比表面大，反应活性高。利用吸尘粉的分散效果，可降低耐火泥

的施工用水量，提高耐火泥的施工性能。吸尘粉可以充填砌筑过程中的空隙、颗粒空隙，使

砌筑致密，提高砌筑结合的强度；吸尘粉的比表面积大，有较高的活性，便于烧结，配以合适

的数量，可增加固相结合，使材料能在较低的温度下形成陶瓷结合的机会增多，强度提高，

对材料抵抗钢水熔渣的冲刷和熔损有利，从而延长使用寿命，确保钢包运转安全。

[0018] 常规吸尘粉的处理方式是作为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对耐材原料浪费较大。由于吸

尘粉粒度相对较细，吸水量大，保湿性差，粘性大，常规产品在使用吸尘粉时，使用比例非常

小，本发明通过特定种类的减水剂、增塑剂和保存剂三者配合使用，并且在制备过程中先将

耐材吸尘粉与减水剂、增塑剂、保存剂混合均匀，从而实现可大比例添加吸尘粉(可高到

90wt％)用于转炉钢包铝镁耐火泥，进而利用吸尘粉的小粒度来提高耐火泥的粘性，减少了

固体废弃物的排放，提高耐材原料利用率，降低耐材成本。

[0019] 其次，由于吸尘粉粒度相对较细，所以反应活性大，高温条件下容易与镁砂发生铝

镁反应生成镁铝尖晶石，本发明通过添加电熔镁砂在高温条件下反应生成镁铝尖晶石来增

强耐火泥的强度、减弱钢水的渗透深度，提高耐火泥的抗渣性能。

[0020] 此外，常规耐火泥产品由于粒度较细，没有颗粒料作为火泥的支撑骨料，火泥砌筑

使用时存在厚薄不均现象，本发明通过特定粒径的刚玉和电熔镁砂细颗粒的添加，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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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筑时砖缝火泥厚度稳定，避免因砌筑火泥厚薄不均带来的安全隐患。

[0021] 因此，本发明提供的钢包铝镁耐火泥，制备方法操作简单容易实施，成本低廉，且

具有优异的施工性能、粘结强度、高温性能和抗侵蚀性能。

[0022] 所述耐材原料破碎设备包括各种刚玉、矾土、氧化铝、尖晶石原料破碎设备。

[0023] 所述耐材制品生产设备包括高铝质、刚玉质、刚玉尖晶石质产品生产设备。

[0024] 作为优选，所述的钢包铝镁耐火泥，所述刚玉细颗粒为耐火材料所用棕刚玉、白刚

玉、板状刚玉中的一种或几种组合。

[0025] 作为优选，所述的钢包铝镁耐火泥，所述刚玉细颗粒中Al2O3含量≥95.00wt％。

[0026] 作为优选，所述的钢包铝镁耐火泥，所述电熔镁砂细颗粒为电熔法生产的镁砂，体

积密度≥3.48g/cm3，MgO含量≥97.50wt％。

[0027] 作为优选，所述的钢包铝镁耐火泥，所述刚玉微粉粒度≤0.045mm，Al2O3含量≥

98.50wt％。

[0028] 作为优选，所述的钢包铝镁耐火泥，所述α型活性氧化铝微粉粒度为0.5～10μm，

Al2O3含量≥98.50wt％。

[0029] 作为优选，所述的钢包铝镁耐火泥，所述硅微粉粒度≤1μm，SiO 2含量≥

92.00wt％。

[0030] 作为优选，所述的钢包铝镁耐火泥，所述减水剂为FS10、FS20、FS60、三聚磷酸钠、

六偏磷酸钠中的一种或多种混合物。

[0031] 作为一个总的发明构思，本发明还提供了所述的钢包铝镁耐火泥的制备方法，包

括：先将耐材吸尘粉加入到混碾机内，然后加入减水剂、增塑剂、保存剂混合均匀后，再加入

其余原料，继续混合均匀，出料即得所述钢包铝镁耐火泥。

[0032] 作为优选，所述的制备方法，加入减水剂、增塑剂、保存剂后混合时间为3～5min。

[0033] 作为优选，所述的制备方法，加入其余原料后混合时间为12～15min。

[003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主要优点包括：本发明耐火泥可加入高达90wt％的吸尘

粉回收料，显著减少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减少耐材原料浪费，降低耐火泥的原料成本；同时

在耐火泥中加入特定粒度的刚玉和电熔镁砂细颗粒，确保耐火砖缝的火泥饱满、使用稳定、

砖缝可控，提高钢包周转安全性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

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下列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条件的操作方法，通常按照常规条

件，或按照制造厂商所建议的条件。

[0036] 实施例1

[0037] 按重量百分比计，原料组成包括：45 .0％的耐材吸尘粉(Al 2O 3的含量为≥

95.00wt％，粒度为0.1‑0mm)，30.0％的粒度为0.5‑0 .15mm板状刚玉细颗粒(Al2O3含量≥

95.00wt％)，14.0％的粒度为0.5‑0.15mm电熔镁砂细颗粒(体积密度≥3.48g/cm3，MgO含量

≥97.50wt％)，8％的粒度为≤0.045mm刚玉微粉(Al2O3含量≥98.50wt％)，1.5％的硅微粉

(粒度≤1μm，SiO2含量≥92.00wt％)，0.5％的减水剂六偏聚磷酸钠，0.5％的增塑剂羧甲基

纤维素，0.5％的保存剂柠檬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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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采用200型混碾机，一次混料250公斤。

[0039] 先将耐材吸尘粉加入到混碾机内，然后加入减水剂、增塑剂、保存剂混合3分钟后，

再加入其余原料，继续混合15分钟，出料包装成钢包铝镁耐火泥。

[0040] 检测耐火泥施工加水量为22.0wt％，检测110℃×24h粘结抗折强度2.2MPa，1500

℃×3h粘结抗折强度8.0MPa，耐火泥施工性能较好，可施工时间5小时以上。

[0041] 对比例1

[0042] 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原料组成中取消减水剂加入，其余均相同。检测耐火泥施

工加水量为32.0wt％，检测110℃×24h粘结抗折强度1.0MPa，1500℃×3h粘结抗折强度

3.0MPa，强度明显降低，同时耐火泥施工时料感稀，施工时砌筑砖缝中火泥不饱满，火泥使

用存在安全隐患。

[0043] 实施例2

[0044] 按重量百分比计，原料组成包括：75.0％的耐材吸尘粉(Al2O3的含量为≥87.00％，

MgO的含量为10.00wt％，粒度为0.1‑0mm)，10.0％的粒度为0.5‑0.15mm白刚玉细颗粒(Al2O3
含量≥95.00wt％)，5.5％的粒度为0.5‑0.15mm电熔镁砂细颗粒(体积密度≥3.48g/cm3，

MgO含量≥97.50wt％)，6％的粒度为≤0.045mm刚玉微粉(Al2O3含量≥98.50wt％)，2％的硅

微粉(粒度≤1μm，SiO2含量≥92.00wt％)，0.4％的减水剂三聚磷酸钠，0.4％的减水剂六偏

磷酸钠，0.2％的增塑剂羧甲基纤维素，0.1％的增塑剂淀粉，0.4％的保存剂柠檬酸。

[0045] 采用200型混碾机，一次混料250公斤。

[0046] 先将耐材吸尘粉加入到混碾机内，然后加入减水剂、增塑剂、保存剂混合4分钟后，

再加入其余原料，继续混合13分钟，出料包装成钢包铝镁耐火泥。

[0047] 检测耐火泥施工加水量为25.0wt％，检测110℃×24h粘结抗折强度2.8MPa，1500

℃×3h粘结抗折强度6.5MPa，耐火泥施工性能较好，可施工时间6小时以上。

[0048] 对比例2

[0049] 与实施例2的区别仅在于原料组成中取消增塑剂加入，其余均相同。检测耐火泥施

工加水量为26.0wt％，耐火泥施工过程中出现沉淀、分层现象，分层后的火泥呈现沙土状，

无粘性，无法施工。耐火泥使用存在安全隐患。

[0050] 实施例3

[0051] 按重量百分比计，原料组成包括：85.0％的耐材吸尘粉(Al2O3的含量为≥90.00％，

MgO的含量为5.00％，粒度为0.1‑0mm)，7.0％粒度为0.5‑0.15mm板状刚玉细颗粒(Al2O3含量

≥95.00wt％)，4.0％粒度为0.5‑0.15mm电熔镁砂细颗粒(体积密度≥3.48g/cm3，MgO含量

≥97.50wt％)，2％的粒度为≤0.045mm刚玉微粉(Al2O3含量≥98.50wt％)，1％的硅微粉(粒

度≤1μm，SiO2含量≥92.00wt％)，0.6％的减水剂聚羧酸，0.2％的增塑剂黄糊精，0.1％的

保存剂草酸，0.1％的保存剂柠檬酸。

[0052] 采用200型混碾机，一次混料250公斤。

[0053] 先将耐材吸尘粉加入到混碾机内，然后加入减水剂、增塑剂、保存剂混合5分钟后，

再加入其余原料，继续混合12分钟，出料包装成钢包铝镁耐火泥。

[0054] 检测耐火泥施工加水量为28.0wt％，检测110℃×24h粘结抗折强度3.2MPa，1500

℃×3h粘结抗折强度10.5MPa，耐火泥施工性能较好，可施工时间8小时以上。

[0055] 对比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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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与实施例3的区别仅在于原料组成中取消保存剂加入，其余均相同。检测耐火泥施

工加水量为28.0wt％，耐火泥可施工时间为0.5小时左右，现场施工过程中出现耐火泥硬化

现象，无法用于施工。

[0057] 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发明的上述描述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

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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