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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关于精冶源
企业简介

企业文化

企业荣誉



公司简介

关于我们

　　北京精冶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总部
位于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2014年在新三板挂
牌上市（股票代码：831091）。公司是集耐火材料的研发、
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已成功为日
照钢铁、沙钢集团、河北钢铁集团、首钢集团、天津钢铁、
山东钢铁集团、九江线材、崇利制钢等大型钢铁企业提供
产品和服务。公司人才济济，拥有雄厚的科研力量，与北
京科技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北理工大学及国内冶
金科研机构保持着密切联系。目前公司已取得7项发明专利，
14项实用新型专利。
　　2017年，公司调整发展战略，在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
区成立子公司——精冶源新材料河北有限公司。子公司的
成立补足了精冶源的生产短板，精冶源进入了新的发展阶
段。

Company profile



企业文化

    自2004年成立以来，精冶源公司领导带领全体员工稳扎稳打，同时不断开
拓进取，锐意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成为耐材行业的后起之秀。

企业愿景

成为耐材行业内的一流企业

企业使命

为客户提供更好服务，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给员工提供更大舞台。

企业价值观

诚信、专业、合作、创新



企业荣誉

年度钢厂推荐中国炼铁耐材“一级优秀供应商“

2013年

“高炉长寿高效生产所用耐磨料及压入料”获河南省建材行业技术革新一等
奖

2015年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节能环保型高炉长寿在线修补新技术及应用方案”通过工信部鉴定

2017年

精冶源产品荣获冶金工业科学技术成果评价认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19年



第二章

炉缸及风口区
整体浇注

研发历程

产品优势

理化指标

从业业绩

施工流程



研发历程

2020年
精冶源塑性相碳砖浇注料

取得国家发明专利证书

2019年
精冶源塑性相碳砖浇注料成功应用于四平
现代钢铁、山西中阳钢铁、天津铁厂……

2011年
精冶源炉缸浇注产品与服务成

功应用于天津钢铁

2009年
精冶源开始炉缸浇注产品研发



产品优势

抗侵蚀性好

强度高，导热性好。抗氧化

性、抗碱性能优良

浇注整体性好

材料均质，工艺简单，工期短。

造价较低

能最大程度保留残余合格碳砖，

针对局部严重侵蚀碳砖采用高

导热浇注料修复。比传统的砌

砖工艺施工时间短、工艺简单、

操作难度小、无需定制碳砖，

综合成本更低。

导热性能优良

该产品的导热系数在高温时

远优于传统碳砖，无脆化现

象。可以避免炉缸冷却壁与

碳砖间的“气隙”现象，导

热性能优良，从而实现高炉

长寿。

炉缸及风
口区浇注



理化指标

指标

化学成分(%) 体积密度
（g/cm3）

耐压强度（Mpa） 线变化率
(%)

Al2O3 SiC C 110℃×24h 110℃×24h 1450℃×3h 1450℃×3
h

炉缸料 ≥60 ≥10 适量 ≥3.0 ≥50 ≥80 0~0.5

风口料 ≥60 ≥10 —— ≥3.0 ≥50 ≥80 0~0.5



理化指标



施工流程

一
清理炉缸及风口区域 三

支设模板
二

修复碳砖层侵蚀严重部位

四
整体浇注



施工流程

五
常温养护

七
升温烘烤

六
拆模

八
复产



炉缸及风口区域整体浇注业绩

时间 客户名称 高炉炉容（立方）
2011年 天津钢铁 2000

2012年 天津钢铁 3200

2015年 天津钢铁 3200/2000

2016年 天津铁厂 2800

2016年 吉林建龙 1080

2017年 天津物产瑞翔 3200/2000

2018年 天津物产瑞恒 2800/750

2018年 四平现代 450

2018年 天津物产瑞翔 3200

2019年 中阳钢铁 1280

2019年 首钢京唐 5500

2019年 四平现代 450

2019年 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1186

2020年 天津铁厂 750

2020年 山西建邦集团 420



塑性相碳砖浇注料业绩

时间 客户名称 高炉炉容（立方）

2019年 四平现代钢铁有限公司 450

2019年 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 1280

2019年 天津铁厂 750（2#、4#）

2019年 峰峰合信钢铁有限公司 630

2020年 天津铁厂 7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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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法喷涂
技术概述

技术优势

应用范围

从业业绩
理化指标



技术概述

– 喷涂料现已成为许多工业炉窑炉衬使用的一种最重要的不定形耐火材料。

– 冷态下可用于构筑和修补炉衬以及涂覆成保护层；热态下修补炉衬。

– 与传统半干法喷涂相比，可获得高密实度和高强度喷涂层。

– 湿法喷涂是喷涂技术的重大突破，它克服了半干法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具有水料混合均

匀、反弹率低、喷涂层结构致密、使用寿命长、更环保等优点，是一项对行业有重大影响

的技术革新。



技术概述

l 2018年6月天钢
3200高炉喷涂

l 2018年3月淮钢
机械手热喷



技术优势

有效修复高炉炉衬，形成良好的操作炉
型，有利于高炉快速恢复及达产创效。

喷涂后炉墙平整、光滑

喷涂料致密、均匀，骨料颗粒径可达
8mm，具有高耐磨性、高抗铁渣侵蚀
性，在炉身上部使用寿命可达18个月，
综合效益可观。

使用寿命可达18个月
喷涂料反弹率低，能够保证耐材的
有效利用并大幅减少清理工作量。

反弹率极低

作业过程不产生粉尘，并可灵活选
择机械遥控与人工喷涂，在常温态
和高温态下均可施工。

施工条件友好

高炉内衬
湿法喷涂



应用范围



理化指标

使用部位 炉身下部 炉身上部 烧结烟道 烟囱

牌号 JYY-1 JYY-2 JYY-3 JYY-4

体积密度 110℃×24h ≥2.8 ≥2.5 ≥2.4 ≥2.2

化学成分

Al2O3(%) ≥40 ≥60 ≥40 ≥60

SiO2(%) ≥15 ≥25 ≥30 ≥15

SiC+Si3N4(%) ＞15 —— —— ——

Fe2O3(%) *＜1 —— —— ——

CaO(%) *＜1 —— —— ——

加水量（%） 5±0.5 8±0.5 8±0.5 8±0.5

耐压强度（MPa）

110℃×24h ＞100 40 40 40

1000℃×3h ＞100 40 40 40

1450℃×3h ＞100 50 50 50

线变化率（%）

1000℃×3h -0.01
-0.02

(800℃)

-0.04

（600℃）

-0.10

（600℃）

1450℃×3h +0.02
-0.08

（1200℃）

-0.12

（800℃）

-0.18

（800℃）



高炉内衬湿法喷涂业绩
时间 客户名称 高炉炉容（立方）
2014年1月 唐山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 450

2015年1月 江苏沙钢集团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480、580

2015年4月 迁安市九江线材有限责任公司 1080

2015年11月 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00

2016年1月 天津铁厂 2800、450

2017年4月 长治市潞新钢铁有限公司 650

2017年5月 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200

2018年2月 四平现代钢铁有限公司 450

2018年3月 江苏沙钢集团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480

2018年3月 崇利制钢有限公司 420

2018年3月 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200

2018年11月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5500

2019年4月 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 1280

2019年4月 四平现代钢铁有限公司 450

2019年9月 山西建龙钢铁有限公司 1680

2019年12月 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1186

2020年2月 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580

2020年3月 天津铁厂 750

2020年4月 山西建邦钢铁集团 420



第四章

大修项目展示
中阳钢铁1#高炉抢修工程项目

北方某大型高炉年修工程项目



中阳钢铁1#高炉抢修工程项目

    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位于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是国家级大型钢铁企业。
2018年年底，北京精冶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签订合
同，承包中阳钢铁炼铁二厂1#高炉抢修工程。2019年4月17日，工程圆满完工，

精冶源成功打造全国首座整炉无碳砖高炉。

炉容

1280m³

项目内容

放残铁、冷却壁及炉壳更换、炉缸、
风口带整体浇注及风口以上区域喷涂



l放残铁

中阳钢铁1#高炉抢修工程项目



l清理炉底、炉缸

炉底碳砖破损情况

中阳钢铁1#高炉抢修工程项目



l清理炉底、炉缸

高炉冷却壁破损情况

中阳钢铁1#高炉抢修工程项目



l扒炉

中阳钢铁1#高炉抢修工程项目



l安装热电偶

中阳钢铁1#高炉抢修工程项目



l更换冷却壁

中阳钢铁1#高炉抢修工程项目



l炉底浇注塑性相
碳砖浇注料

中阳钢铁1#高炉抢修工程项目



l环碳浇注塑性相
碳砖浇注料

中阳钢铁1#高炉抢修工程项目



l塑性相碳砖浇注
料浇注结束后预
留铁口

中阳钢铁1#高炉抢修工程项目



l铁口浇注

中阳钢铁1#高炉抢修工程项目



l浇注刚玉
浇注料

中阳钢铁1#高炉抢修工程项目



l炉喉、炉身、
炉腰、炉腹
喷涂

中阳钢铁1#高炉抢修工程项目



精冶源董事长左亮珠先生在中阳钢铁1#高炉开炉仪式上致辞。

中阳钢铁1#高炉抢修工程项目



2019年4月18日上午中阳钢铁1#高炉抢修工程结束后成功出铁。

中阳钢铁1#高炉抢修工程项目



中阳钢铁1#高炉抢修工程项目

一年后炉缸侧壁侵蚀数据

热电偶排布 r1(mm) r2(mm) T1(℃) T2(℃)

第八层（10515mm） 5290 4890 74 277

第七层（9477 mm） 5290 4890 154 396

第六层（8349 mm） 5340 4690 239 569

第五层（7400 mm） 5190 4640 114 381

一年各层热电偶温度数据

热电偶排布 re(侵蚀点内径：mm)(侵蚀量：mm)

第八层（10515 mm） 4002（2）

第七层（9477 mm） 3827.5（262.5）

第六层（8349 mm） 3731.9（166.9）

第五层（7400 mm） 3814.9（249.9）

一年各层热电偶温度数据算的侵蚀量

北京精冶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阳钢铁1#高炉抢修工程项目

一年后炉底侵蚀数据

北京精冶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由条件：中心点,y5=6709mm,T5=791℃，y6=5616mm,T6=475℃,Te=1150℃,
K3=7.5(W/m.℃)(刚玉碳化硅浇注料），K3=15(W/m.℃)，求得各段的单位热流量：

  Q65=（T5-T6)×K2/（y5-y6)

  Qe5=（Te-T5)×K3/（ye-y5)

由热流量相等
解得:ye=7330mm,侵蚀量为70mm.



中阳钢铁1#高炉抢修工程项目

（1）  该浇注料应用一年后，中阳钢铁1号高炉炉

缸炉侧侵蚀量最大在炉侧炉底的交界处为260mm。

文献记载，一代炉役达到20.9年的千叶6号高炉，

最初3年内，侵蚀速度达到了50mm/月，芬兰的

罗德罗基1号、2号高炉具有相似特点[6]。目前，

采用塑性相浇注料大修的中阳钢铁1号高炉，其

炉缸侵蚀速度为21mm/月，远远低于上述速度，

能够满足高炉长寿需求。

（2）  该浇注料应用一年后，中阳钢铁1号高炉

炉底侵蚀量最大为70mm。该高炉炉缸侵蚀量

较小，高炉生产生铁能力大大提高。

一年后侵蚀数据分析

上图文献来源为“项钟庸. 国外高炉炉缸长寿技术研究[J]. 中国冶金, 2013, 23(7):1-10.”

北京精冶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方某大型高炉年修工程项目

    北方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是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钢铁联合企业，多
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先后莅临该公司视察调研，指导工作。其高炉建设体现了
世界先进技术理念，是高效、低耗、长寿、清洁的巨型现代化高炉。精冶源凭
借优异的产品性能、先进的技术水平和丰富的大型高炉修整经验，与其多次合
作。这个项目是精冶源产品和技术成功应用于世界级巨型高炉的具体实例。

炉容

5500m³

项目内容

炉底炉缸浇注、炉腹炉腰炉身喷涂、
灌浆、炉帽及导出管修复。

绝对工期

10天



北方某大型高炉年修工程项目

l陶瓷垫浇注



北方某大型高炉年修工程项目

l陶瓷壁浇注



北方某大型高炉年修工程项目

l炉腹喷涂



北方某大型高炉年修工程项目

l炉身喷涂



北方某大型高炉年修工程项目

l炉帽和导出管修复



2019年7月31日，北方某大型高炉年修后成功出铁。

北方某大型高炉年修工程项目



联系我们
13911536486

jyy_mail@126.com

www.jyy01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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