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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后含碳耐火材料的再利用研究现状

曹雨桐 马北越 付高峰 唐艳东 任鑫明 ( 东北大学冶金学院，沈阳 110819)

摘 要: 对用后含碳耐火材料再利用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并介绍了研究成果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含碳耐火材料

的再利用不仅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还能保护环境，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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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status of recycling of carbon-containing refractories after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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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recycling status of carbon-containing refractories after use is summarized，

and som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recycling of magnesia-carbon refractories，alumina-magnesia-carbon
refractories，alumina-carbon refractories and alumina-silicon carbide-carbon refractories after use are
mainly introduced． The recycling of carbon-containing refractories after use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roduction cost，but als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bring some economic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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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用后耐火材料是冶金、化工、陶瓷、玻璃等工业

作为炉衬材料使用后被拆卸的固体废料。随着钢铁

工业的蓬勃发展，耐火材料用量也显著增加。因此，

便会产生大量的用后耐火材料。然而这些用后耐火

材料只有极少数可以再生利用，其余大量的用后耐

火材料都被当作工业垃圾掩埋或降级使用。由于用

后含碳耐火材料量日益增多，需要购买大量的土地

进行堆积或掩埋，浪费资源，所以研究用后含碳耐火

材料的回收利用，具有重要经济效益和社会意义。
本文总结了近年来用后含碳耐火材料再利用技术取

得的新进展，以期为我国用后含碳耐火材料再利用

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2 用后含碳耐火材料再利用现状

2． 1 用后镁碳耐火材料再利用

镁碳耐火材料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镁 ( MgO) 和

碳( C) 。其中 w( MgO) = 60%～ 90%，w( C) = 10%～
40%。镁碳耐火材料的抗热震性、抗渣铁侵蚀性良

好，所以被广泛地用在钢包、转炉、电炉、精炼炉等

冶金容器中。在炼钢厂淘汰下的耐火材料中，镁碳

类耐火材料占六成左右。如果能回收镁碳耐火材料

中的有益部分并进行再生利用，那么不仅能减少固

废排放量，还能节约镁砂、石墨等矿物资源。需要说

明的是，目前新发展起来的低碳镁碳耐火材料中含

碳量为 5%甚至更低，但其生产量及用量较少，产生

的用后低碳镁碳耐火材料也少，故本文没有单独介

绍其再利用技术。
用后镁碳耐火材料经过筛选、剔除变质层、水化

处理等工艺流程可以制备镁碳再生料。镁碳再生料

可以按比例( 5%～ 20% ) 加入到新的镁碳耐火材料

中制备出合格的镁碳产品。可将用后镁碳耐火材料

直接加到溅渣护炉料中，也可以作为镁碳类耐火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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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镁碳耐火材料的生产原料。
毛艳丽等［1］分析了钢厂用后镁碳耐火材料再

生利用的前景，认为用后镁碳耐火材料再生利用的

途径有很多种，可用其再生制备新镁碳砖、优质的中

间包干式振动料和环保钢包喷补料等，进而实现用

后镁碳耐火材料的高附加值利用。
丁双双等［2］对国内废镁碳耐火材料的回收利

用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最高效的废镁碳砖再

利用的方式就是将废镁碳砖水化、二次破碎、碾压后

生产再生镁碳砖。并且，这种再利用方式可以节省

成本，降低能耗。
田守信等［3］对用后镁碳砖进行了研究，以用后

的废镁碳砖为原料，经过分选、除渣、破碎、除铁、均
质和水化等工艺制备了再生镁碳砖。当用后镁碳砖

添加量达到 97% 时，再生出的镁碳砖性能优异，并

且再生镁碳砖与新镁碳砖的使用效果及性能指标基

本一致。
张国栋等［4］利用钢包渣线用后镁碳砖为原料，

制备出了再生渣线镁碳砖。此外，还研究了再生镁

碳砖的强度、抗氧化性和致密度受再生料用量和混

和料质量的影响。发现增加回收料添加量和混料

量，新生镁碳砖的体积密度、高温抗折强度、抗氧化

性和常温耐压强度均减小，显气孔率增大; 当回收料

添加量为 60%时，再生镁碳砖的性能符合行业标准

的要求。
冯慧俊等［5］以宝钢用后转炉钢包镁碳砖制得

的二次颗粒料为原料，配入适量新原料。经过成型、
热处理等工艺，制备出镁碳制品。新镁碳砖的使用

性能和使用寿命均达到了宝钢正常使用镁碳砖的水

平。
姚金甫等［6］以钢包用后镁碳耐火材料的再生

料作为主要原料，普通烧结镁砂，结合剂和辅助结合

剂为辅料，生产新型钢包喷补料。研究发现，提高用

后镁碳砖加入量，制得的喷补料气孔率较高，强度较

低。但钢包喷补料的抗渣性能显著提高。当配以

20%用后镁碳砖的再生喷补料进行喷补修复时，附

着率较高，且耐久性优于目前使用的钢包喷补料。
洪建国等［7］利用钢包用后镁碳砖和轻烧镁砂

粉制备了溅渣护炉改质剂，当用后镁碳砖再生料添

加量达到 40%时，改质剂中的 C 含量≥6%，溅渣护

炉改质剂达到了预期的使用效果，具有良好的成球

性能，并且改质剂料球强度符合使用要求。
江群英［8］申请了一项涂抹料的专利，当镁碳砖

再生料加入量在 80% 左右，可替代传统的涂抹料，

其质量稳定，不受再生料假颗粒的影响。郑凯等［9］

申请了一项中间包镁碳干式料的专利，3 ～ 1 mm、1 ～
0． 3 mm 粒度镁碳砖再生料加入量为 65%～ 82% 时，

制得的中间包工作层内衬具有优异的抗冲刷性和抗

侵蚀性。
宝钢用转炉和钢包渣线砖为原料生产再生镁碳

砖，制备出的再生镁碳砖中废砖的加入比例最高可

达 80%，再生镁碳砖的各项性能指标均接近黑色冶

金行业标准的 A 级水平［10］。淮钢回收再利用用后

镁碳耐火材料［11］，以一定的比例加入到钢包填充料

里。其抗渣性能优良，显示出了良好的使用效果。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用后耐火材料的回收再利用，

提高了经济效益。
2． 2 用后铝镁碳耐火材料再利用

铝镁碳耐火材料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铝( Al2O3 ) 、
氧化镁( MgO) 和碳 ( C) 。其中，w ( Al2 O3 ) = 60%～
69%，w( MgO) = 7%～14%，w( C) = 5%～12%。铝镁

碳耐火材料具有优良的抗渣铁侵蚀性、抗热震性及

导热性。为提高铝镁碳耐火材料的抗氧化性能，在

生产配料时需要加入适当添加剂，如铝粉、硅粉、硅

铁粉、碳化硅粉等。铝镁碳耐火材料广泛应用于转

炉炉衬、超高功率电炉炉衬、钢包衬和炉外精炼炉

衬，因此会产生大量的用后铝镁碳耐火材料。如果

这些用后的铝镁碳耐火材料能有效的利用，可以解

决环境污染问题，节约生产相关耐火材料的成本，提

高企业经济效益。
在生产铝镁碳砖时，可向其中加入适量的用后

铝镁碳砖粉末，也可将用后铝镁碳耐火材料破碎成

细粉，制备同材质的耐火泥，用于砌筑铝镁碳耐火材

料; 将用后钢包拆下的废弃铝镁碳耐火材料去除残

渣及废钢，经过破碎和筛分等处理工艺，制成再生

料，并将其作为原料添加到高炉泡泥中; 可用铝镁碳

再生料制备铁水罐浇注料等。
郑海忠等［12］以用后铝镁碳耐火材料、高铝矾土

熟料、电熔镁砂细粉和石墨为原料，成功制备出再生

铝镁碳耐火材料。其体积密度为 2． 90 g /cm3，显气

孔率为 8%，常温耐压强度为 71． 2 MPa。再生的铝

镁碳耐火材料具有优良的抗氧化性和抗渣性能，而

且与高档铝镁碳制品相比，其使用性能均接近或超

过高档铝镁碳耐火材料。
赵云松等［13］以转炉和钢包用后镁碳砖及铝镁

碳砖再生料、电熔镁砂、石墨、特级矾土、热固性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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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原料，生产出性能优良的再生镁碳砖和铝镁碳

砖。当再生镁碳料添加量为 68%和 50%，且再生铝

镁碳料添加量为 65%和 40%时，生产出的含碳钢包

砖与不加再生料的同规格产品具有同等或相近的理

化性能指标，工业使用效果较好。
孙枫等［14］研究了用后镁铝碳再生料添加量对

再生铝镁碳砖性能的影响。采用处理后的再生料作

为制备再生砖的主要原料，特级矾土、复合料及外加

剂等作为基质。发现用后铝镁碳耐火材料采用一定

的碾磨工艺，可以制得再生颗粒料。当再生颗粒料

的添加量为 75%时，制得的再生铝镁碳耐火材料的

性能指标符合企业标准要求。
邓良奎［15］以用后铝镁碳砖、碳化硅和棕刚玉为

原料，酚醛树脂为结合剂，成功制备出中小高炉出铁

沟用 Al2O3－MgAl2O4－SiC －C 质捣打料，并讨论了用

后铝镁碳砖添加量对材料的物理性能及抗渣性能的

影响。发现增加用后铝镁碳砖的添加量，会提高材

料的抗渣性，但物理性能明显降低。当用后铝镁碳砖

添加量为 60% 时，材料具有优异的抗渣性能。邓良

奎在文中还报道了宝钢对用后铝镁碳耐火材料再生

研究工作，由超过 90% 的用后铝镁碳耐火材料研制

出再生铝镁碳耐火材料的性能为: w( A12O3 ) /% =
69%，w( MgO) /% = 14%，w( C) /% = 8． 5%，体积密

度为 3． 01 g /cm3，显气孔率为 8． 7%，耐压强度为

44 MPa。武钢由用后铝镁碳耐火材料的再生料生

产 Al2O3－MgO－C 内衬，将铝镁碳内衬在 1 300 t 混

铁炉上使用，其抗侵蚀性能优良［16］。安钢将钢包用

后铝镁浇注料加工成一定粒度的颗粒料，按 20% 的

比例将其加入新料中制成新浇注料［17］。首钢利用

经处理后的钢包用后铝镁碳砖替代铝镁自流浇注料

的部分原料制备再生铝镁质自流浇注料［18］。发现添

加一定量的用后耐火材料的铝镁质自流浇注料的性

能达到甚至超过了由纯原料制备的耐火材料的性能。
2． 3 用后铝碳耐火材料再利用

铝碳耐火材料是以 Al2O3 和 C 为主要成分的含

碳耐火材料。其中，w( Al2O3 ) = 88%～ 97%，w( C) =
3%～12%。铝碳耐火材料可分为不烧铝碳耐火材

料和烧成铝碳耐火材料，前者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性

和抗氧化钠基渣的侵蚀性能，被广泛用于高炉和铁

水包等铁水预处理设备中; 后者具有高强度及优异

的抗侵蚀和抗热震性能，在连铸滑板砖、长水口、浸
入式水口和整体塞棒等得以大量应用。

马明锴等［19］对炼钢用铝碳质耐火材料的回收

利用进行了研究，将铝碳质再生料替代高铝矾土添

加到铁沟捣打料中，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较为理想。
不仅提高了铁沟料的使用性能，增加了通铁量，而且

还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刘芳等采用用后铝碳耐

火材料的再生料替代高铝料制备了铁沟捣打料。
田琳等［20］以用后铝碳滑板砖制备再生料，向铁

沟料中加入再生料，详细研究了铝碳再生料对铁沟料

性能的影响。发现加入铝碳滑板再生料的 Al2 O3－
SiC－C 质铁沟浇注料性能优异。

周云鹏等［21］利用铝碳滑板再生料、石墨、刚玉

和碳化硅为主要原料，酚醛树脂为结合剂，向铝碳化

硅碳材料中加入铝碳再生混合料。研究发现，由于

再生料加入量的增加，再生出的铝碳化硅碳材料的

体积密度及强度下降，显气孔率略有提高，抗氧化性

也相应降低。当再生料的加入量达到 70%，可以制

备出性能优良的铝碳化硅碳材料。
岳昌盛等［22］以用后铝碳滑板砖和硅砖或黏土

砖为主要原料，1 550 ℃和 1 600 ℃下保温 4 h 均可

以合成莫来石材料，且莫来石材料的抗折强度达到

65 MPa。
济南钢铁总公司将炼钢厂用后的塞棒、座砖、滑

板、水口等铝碳质耐火材料回收，用于制备高炉铁沟

捣打料，将这些用后废料替代高铝钒土，在钢铁生产

过程中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改善了铁沟料的使

用性能，延长了铁渣沟的使用寿命，降低了铁沟料维

修次数和工人的施工强度。
2． 4 用后铝碳化硅碳耐火材料再利用

铝碳化硅碳耐火材料是以 Al2O3、SiC 和 C 为主

要成分的含碳耐火材料。其中，w ( Al2 O3 )≥65%，

w( Al2O3 ) ≥6． 5%，w ( C) = 3% ～ 6%。铝碳化硅碳

耐火材料具有优异的耐蚀性、抗冲击性。因此，常常

作为铁水预处理用耐火材料，被用在混铁罐、混铁车

上等。
用后铝碳化硅碳耐火材料，通过拣选、破碎、粉

磨和除铁等生产工艺后，可作为铝碳砖原料、冶金辅

料的原材料以及浇注料的颗粒原料使用。破碎后的

颗粒料经过筛选也可用于生产 Al2O3－SiC－C 不定形

耐火材料，如: 高炉炉前渣沟浇注料、渣铁沟沟盖和

渣沟捣打料等。
朱善合等［23］以用后铝碳化硅滑板再生料为主

要原材料，制备了铁水罐罐底垫补料。此罐底垫补

料生产成本较低。通过实际生产应用，在仅进行 2
次垫补的条件下，取得了罐底工作衬与脱硫铁水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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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部位使用寿命匹配的目标，从而减少了脱硫铁

水罐的维护工作量，降低了维护成本。
欧阳德刚等［24］以鱼雷罐用后铝碳化硅碳砖再

生料为主要原料，普通矾土水泥、软质黏土和 α －
Al2O3 微粉为复合结合剂，硅酸盐水泥为促凝剂，三

聚磷酸钠与六偏磷酸钠为复合减水剂，用后硅酸铝

纤维再生料为防爆剂，研制出铁水罐维护用罐沿浇

注料、粘渣隔离喷涂料和罐底垫补料。将其用在钢

铁生产过程中，可以降低铁水罐维护量与维护成本，

同时 比 普 通 高 铝 砖 铁 水 罐 的 使 用 寿 命 提 高 了

260 次。
宝钢对用后铝碳化硅碳耐火材料经过工艺处

理，制成再生铁水包砖。研究发现: 可将 Al2 O3－
SiC－C 再生料替代一次原料制备出再生 Al2 O3－
SiC－C 砖，其理化指标符合行业标准要求。武汉钢

铁公司利用铝碳化硅碳耐火材料的再生料生产的新

型材料具有较好的产品指标和使用寿命，可以使鱼

雷罐衬砖寿命提高到 100 多次，铁水包寿命提高了

400 多次。

3 结语

含碳耐火材料以其优异的耐高温、抗侵蚀性和

抗热震性，广泛地应用在钢铁冶金等行业中，将产生

大量的用后含碳耐火材料。用后含碳耐火材料作为

一种工业固体废弃物，严重危害自然环境，但其也是

可再利用的二次资源，应使其得到高效利用。未来

耐火材料工业生产必将朝着低成本、低能耗和低污

染的方向发展。用后含碳耐火材料的有效处理与利

用，既可以实现耐火材料行业的绿色发展，也能实现

二次资源的循环利用，符合现代工业发展理念。如

上所述，用后含碳耐火材料通过粉碎、拣选、分类、除
铁等工艺处理后，制备再生料，进而生产出使用性能

优良的定型耐火材料和不定形耐火材料。对用后含

碳耐火材料再利用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给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并可节约国家稀缺的

矿产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也会减少堆放用地，具有

一定的社会效益。用后含碳耐火材料的再利用虽然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再生利用率不高。如何

更加高效、更加合理的使用这些用后耐火材料是我

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需要科研工作者与企业进一

步加强合作，深入研究，通过对用后含碳耐火材料的

高效资源化利用，实现废料零排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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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c) 示出了渗透层区域放大后的背散射电

子像。和原质层相比，渗透层内部存在裂缝，可以检

测到大量的元素 Fe 和 Ca 的存在。结合热力学分析

认为，点 5 为钙镁橄榄石或镁橄榄石 Mg2SiO4、方镁

石等; 点 6 为方镁石; 点 7 为方钙石、方镁石和硅酸

二钙等。从显微结构及能谱分析结果可知，挡渣墙

原质层内部存在的气孔经高温钢水冲击和熔渣渗透

造成裂纹进一步扩展。其中，熔渣中的 2CaO·SiO2

会与 基 质 中 2MgO·SiO2 反 应，生 成 钙 镁 橄 榄 石

( CaO·MgO·SiO2，1 490 ℃ ) 或镁蔷薇辉石( 3CaO·
MgO·2SiO2，1 570 ℃ ) 等低熔点相，从而加速对挡渣

墙的熔蚀，见式( 2) 和( 3) 。熔渣进入耐火材料导致

渗透层和原质层成分不同，形成大量裂纹，裂纹长度

大于2 mm，见图 9 ( c ) ，加剧挡渣墙的熔蚀及开裂

损毁。
2CaO·SiO2 +2MgO·SiO2→2( CaO·MgO·SiO2 )

( 2)

3( 2CaO·SiO2 ) + SiO2 + 2MgO→2 ( 3CaO·MgO·
2SiO2 ) ( 3)

4 结论

( 1) 挡渣墙经 1 100 ℃ 烧成后试样的强度较

低，显气孔率较高。而 1 500 ℃ 烧成后试样充分烧

结，耐压强度增大，试样的结构致密度提高。
( 2) 镁质挡渣墙预制件的气孔及裂纹对挡渣墙

强度、抗热震性能及抗渣渗透性能影响显著。钢水

和熔渣沿中间包挡渣墙的气孔和裂纹渗透，在侵蚀

层、渗透层中镁橄榄石和熔渣反应生成低熔点的钙

镁橄榄石和镁蔷薇辉石等。熔渣进入耐火材料导致

渗透层和原质层成分不同，热胀冷缩不一致，导致生

成大量裂纹，加剧挡渣墙的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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