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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论

煤气化技术用耐火材料及发展趋势 李红霞，孙红刚 （２－８１）
!!!!!!!!!!!!!!!!!!!!!!

□　研究开发

添加Ｅｒ２Ｏ３及煅烧温度对固相反应制备ＣａＴｉＯ３材料的影响 安　迪，罗旭东，刘鹏程，谢志鹏，李　婷（１－１）
!!!

水浸泡养护对铝酸钙水泥水化行为影响的研究 曹　壮，王　坤，张孝春，张三华，肖家志（１－６）
!!!!!!!!

ＭｇＯ在Ａｌ２Ｏ３－ＳｉＣ－Ｃ－Ｓｉ－Ａｌ体系中的高温反应 张利新，张金成，徐恩霞，廖绍虎，刘新红（１－１０）
!!!!!!!!

添加Ａｌ２Ｏ３－ＭＡ复合微粉对铝镁质浇注料性能的影响 周渝豪，张丹洋，江　念，陈　帆，员文杰（１－１４）
!!!!!

煤熔渣对镁铝尖晶石质耐火材料的侵蚀机制 曹雨后，李红霞，徐恩霞，王　刚（１－１９）
!!!!!!!!!!!!

五种耐火材料的抗飞灰侵蚀对比试验 耿可明，王　祺，张永治，王　晗，冯志源（１－２３）
!!!!!!!!!!!!

电炉钛渣对不同耐火材料侵蚀的热力学计算 吕晓东，黄　润，钱　星，刘鹏胜，张金柱（１－２７）
!!!!!!!!!

添加ＺｒＯ２或Ｙ２Ｏ３对氧化镁高温真空稳定性的影响 刘　洋，李志坚，吴　锋，刘　剑（１－３１）
!!!!!!!!!

水冷壁式粉煤气化炉炉衬温度场数值模拟研究 李红霞，韦　，杨文刚，刘国齐，马天飞，秦红彬（２－８９）
!!!!!

纺丝液参数对静电纺丝制备莫来石纳米纤维的影响

季文玲，呼世磊，崔　邁，魏恒勇，魏颖娜，王合洋，卜景龙，王　鹏，龙吉华，高亚男，马　良（２－９３）
!!!!!!!!

致密耐火浇注料抗爆裂性评价方法的研究 杨旭静，王战民，曹喜营，刘　巍，陈建军（２－９９）
!!!!!!!!!!

陶瓷纤维增强堇青石质陶瓷材料的研究 秦梦黎，王玺堂，王周福，马　妍，刘　浩（２－１０４）
!!!!!!!!!!!

添加ＴｉＯ２对反应烧结制备ＳｉＡｌＯＮ的影响 王妍月，刘　新，曲殿利，郭玉香，彭晓文（２－１０９）
!!!!!!!!!!

刚玉质低水泥浇注料气孔结构参数与透气度的关系研究 陈建军，王战民，曹喜营，刘　巍（２－１１４）
!!!!!!!

基质组成对熔铝池用浇注料抗侵蚀性能的影响 孙　璇，刘永杰，孙杰瞡（２－１１８）
!!!!!!!!!!!!!!

不同造孔剂对方镁石－镁橄榄石隔热材料性能的影响 孙晓婷，田　琳，陈树江，李国华（２－１２２）
!!!!!!!!!

添加剂对合成ＣＡ６性能和显微结构的影响 朱浩辰，陈树江，李国华，田　琳（２－１２６）
!!!!!!!!!!!!!

ＭｇＯ浆体的动态流变特性研究 段红娟，薛安当，范苏晓，黄　亮，张海军，张少伟，王智明，廖世彪（３－１６１）
!!!!!!

钨钼烧结炉用氧化锆制品损毁形式及机制分析 耿可明，孙红刚，谭清华，吕诗宏，闫双志（３－１６５）
!!!!!!!!

电纺制备氧化锆空心微球的工艺研究

康　剑，季文玲，卜景龙，陈　尧，魏恒勇，吕东风，崔　邁，陈越军，魏颖娜，龚立鹏，刘　盼（３－１７０）
!!!!!!!!

轻烧氧化镁活性对镁砂烧结性能及显微结构的影响 郭玉香，彭　强，曲殿利，姚　焯，王春新，杨雨静（３－１７６）
!!!

烧结法和烧失法制备镁质多孔原料 高慧楠，陈树江，李国华，韩　露（３－１８０）
!!!!!!!!!!!!!!!!

钢渣碱度对镁碳砖侵蚀速率的影响 史幸福，刘国彦，王世界，王　斌，吕桂英，马成良，候会峰，王俊超（３－１８４）
!!!!

ＭｇＡｌＯＮ－ＭｇＡｌ２Ｏ４复合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黄俊伟，李红霞，徐恩霞，王　刚（３－１８８）
!!!!!!!!!!!

不同晶型ＺｒＯ２纳米粉对氧化镁陶瓷烧结和抗热震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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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鹏，吴　锋，李红林，董　理，牛　颖，薛宗伟（３－１９２）
!!!!!!!!!!!!!!!!!!!!!!!

煅烧温度对聚合物模板法制备ＳｉＣ－Ａｌ２Ｏ３多孔陶瓷性能的影响
任鑫明，马北越，张亚然，李东旭，于景坤，刘国齐，李红霞（３－１９６）

!!!!!!!!!!!!!!!!!!!!

石墨表面Ｓｉ－ＳｉＣ－ＺｒＢ２抗氧化复合涂层的制备及性能表征 姜　岩，冯　东，茹红强，曹一伟（４－２４０）
!!!!!!

铝酸钙水泥水化产物对铝酸钙水泥水化的影响 李　烨，刘　坤，张佩雄，丁达飞，尚学军，陈留刚，叶国田（４－２４６）
!!

ＺｒＯ２微粉加入量对刚玉－尖晶石浇注料性能的影响 连伟康，唐冰杰，魏军从，徐　亮，王义龙，涂军波（４－２５０）
!!!

不同粒度莫来石球形骨料对Ａｌ２Ｏ３－ＳｉＯ２浇注料性能的影响 刘鹏程，于仁红，马亚西，董高峰，董红芹（４－２５６）
!!!

添加Ｖ２Ｏ５对ＳｉＣ－Ａｌ２Ｏ３泡沫陶瓷性能的影响
任鑫明，马北越，张亚然，李东旭，李世明，于景坤，刘国齐，李红霞（４－２６１）

!!!!!!!!!!!!!!!!!

电磁场下熔渣和熔钢对镁铝尖晶石质耐火材料的侵蚀和渗透行为

李世明，马北越，赵世贤，钱　凡，杨文刚，刘国齐，李红霞，任鑫明，于景坤（４－２６５）
!!!!!!!!!!!!!!

不同含铝微粉对原位莫来石结合ＳｉＣ多孔陶瓷膜支撑体性能的影响
罗志勇，刘开琪，韩　伟，敖雯青，肖丽俊（５－３２１）

!!!!!!!!!!!!!!!!!!!!!!!!!!

发泡法－溶胶凝胶成型工艺制备莫来石晶须 王龙庆，冯　涛，王　刚，董宾宾，袁　波，张　琪（５－３２６）
!!!!!!!

Ｆｅ２Ｏ３和Ａｌ２Ｏ３促进ＭｇＯ烧结的机制研究 薛宝达，刘东方，刘文凯，马向东（５－３３０）
!!!!!!!!!!!!!

刚玉质浇注料气孔孔径与透气度灰色关联度分析 陈建军，王战民，曹喜营，刘　巍（５－３３４）
!!!!!!!!!!

钛铝酸钙加入量对出铁沟浇注料抗氧化性的影响 姜　晟，聂建华，邱文冬，梁永和，崔秀君，许久林（５－３３８）
!!!!

再生铬刚玉骨料对刚玉－尖晶石浇注料性能及显微结构的影响 赵瑞霞，李纪伟，毕振勇，郜桥刚（５－３４２）
!!!!!

焦宝石基结构梯度耐火材料的设计及热应力分析 刘　巍，曹喜营，冯海霞，陈建军（５－３４７）
!!!!!!!!!!

高能球磨预处理工业氧化铝对制备亚微米αＡｌ２Ｏ３形貌的影响
朱玲玲，刘洛强，张　星，李红霞，丁达飞，叶国田（６－４０１）

!!!!!!!!!!!!!!!!!!!!!!!

结合剂对氧化铝体系长水口内衬材料结构与性能的影响

田响宇，尚心莲，李红霞，王新福，刘国齐，杨文刚，于建宾，钱　凡（６－４０６）
!!!!!!!!!!!!!!!!!

水冷壁式粉煤气化炉炉衬应力场数值模拟研究 韦　，杨文刚，秦红彬，郭小军，李红霞（６－４１２）
!!!!!!!!

Ｓｉ２Ｎ２Ｏ对ＭｇＯ－ＭＡ不烧砖性能的影响 彭学峰，曾，建，郁书中，聂建华，崔任渠，蔡　玮，梁永和（６－４１７）
!!!!!!

引入不同粒度红柱石对Ａｌ２Ｏ３－ＳｉＣ－Ｃ浇注料性能的影响
田学坤，丁达飞，张佩雄，廖桂华，ＦｌｏｒｉａｎＡｈｏｕａｎｔｏ，叶国田（６－４２２）

!!!!!!!!!!!!!!!!!!!!

镁橄榄石前驱体溶胶结合电熔镁砂基耐火材料基质的烧结性能 侯庆冬，罗旭东，谢志鹏，李　振（６－４２６）
!!!!

纳米ＭｇＯ添加量对Ａｌ２Ｏ３－ＺｒＯ２材料烧结性能的影响 郭会师，黄宇翔，李文凤，桂阳海，孙雨安（６－４３０）
!!!!!

三种ＣａＯ－ＭｇＯ料与锆英石的反应烧结性能研究 张　欣，王玺堂，王周福，刘　浩，马　妍（６－４３４）
!!!!!!!!

烧结气氛对碳化硼水选废料制备耐火材料性能的影响

董开朝，高帅波，崔晓华，李　盼，李　欣，王　帅，姜胜南，魏冬卉，邢鹏飞（６－４３８）
!!!!!!!!!!!!!!

□　开发应用

宝钢湛江钢铁高炉系统耐火材料的配置与应用 敖爱国，梁利生，贾海宁（１－３５）
!!!!!!!!!!!!!!

添加Ｙ２Ｏ３对ＣａＦ２陶瓷烧结和抗水化性的影响 马　翔，黄德信，粘洪强，夏金峰（１－４０）
!!!!!!!!!!!

转炉出钢口镁质修补料的研制与应用 徐　勇，邹国荣，赵　贵，邓良奎，沈　钢（１－４４）
!!!!!!!!!!!!

骨料粒度级配对Ａｌ２Ｏ３－ＳｉＣ自流浇注料流动性和流变特性的影响 望伊涛，王亚娟，秦　岩（１－４８）
!!!!!!

添加硼镁矿对镁碳砖高温性能的影响 戴晨晨（１－５２）
!!!!!!!!!!!!!!!!!!!!!!!!

烧结尖晶石细粉加入量对刚玉－尖晶石浇注料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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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梅，李朝云，王团收，任　林，刘　丽，张　盛（１－５６）
!!!!!!!!!!!!!!!!!!!!!!!

蓝晶石基莫来石粒度对硅莫砖性能的影响 宋信钊，叶方保，石　凯，郑建立，曹　伟（１－６０）
!!!!!!!!!!

耐火材料成型模具的气体碳氮共渗 王　祺（１－６３）
!!!!!!!!!!!!!!!!!!!!!!!!!

高炉主沟自流浇注料的研制与应用 李新健，林先桥，全坤朋，刘忠江（１－６６）
!!!!!!!!!!!!!!!!

焦炉蓄热室格子砖损毁原因分析及问题探讨 徐国涛，盛军波，刘　黎，冯　强，陈胜春，张洪雷，杨　帆（２－１２９）
!!!

不同添加剂对镁碳质水口材料性能的影响 闫广周，钱　凡，杨文刚，刘国齐（２－１３６）
!!!!!!!!!!!!!

基于废旧镁碳砖的转炉热态修补料的研制与应用 彭学峰，王　洛，齐书祥，刘自民，饶　磊（２－１４０）
!!!!!!!

树脂复配ＳｉＯ２微粉对镁质中间包轻质涂料力学性能和流变性能的影响
陈昌平，张厚兴，王文学，宋世锋，杨利朋（２－１４４）

!!!!!!!!!!!!!!!!!!!!!!!!!!

增强剂ＳＤ－ＳＥＥＤ对Ａｌ２Ｏ３－ＳｉＣ－Ｃ铁沟料性能的影响 王鑫惠，熊　飞，岳卫东（２－１４８）
!!!!!!!!!!!

不定形耐火材料自动配料系统的改造及应用 张冠伟，翟国华，王　鹏，牛欲晓（２－１５１）
!!!!!!!!!!!!

添加铝铬渣对刚玉－尖晶石浇注料性能的影响 张小旭，梁永和，朱逾倩，曹　杨（３－１９９）
!!!!!!!!!!!!

添加电熔稳定氧化锆对镁白云石砖性能的影响 曹俊庆，闫利军，郑连营，杨晓峰，辛庆辉（３－２０３）
!!!!!!!!

研磨设备和工艺参数对氧化锆粉体粒度的影响 甘学贤，田　野，宋秀梅，刘　娜，代洪友（３－２０５）
!!!!!!!!

单斜氧化锆加入量对方镁石－尖晶石材料性能的影响 杨　威，韩兵强，鄢　文，魏耀武，李　楠（３－２０９）
!!!!!!

水化方式对微晶菱镁矿制备高纯氢氧化镁的影响 李志勋，冯润棠，田晓利，金　汝（３－２１３）
!!!!!!!!!!

ＳｉＯ２微粉加入量对铝镁质湿法喷补料性能的影响 沈明科，魏国平，薛军柱，何　波（３－２１７）
!!!!!!!!!!

煅烧温度对用Ｂ４Ｃ水选废料制备Ｂ４Ｃ材料性能的影响
李　盼，邢鹏飞，李　欣，王敬强，都兴红，高　波，王　帅（３－２２１）

!!!!!!!!!!!!!!!!!!!!

海外炼铁工程项目耐火材料的采购管理 王　强（３－２２５）
!!!!!!!!!!!!!!!!!!!!!!!

定形耐火制品的检验与验收 郭腾飞，高倩钰，王秀芳（３－２２８）
!!!!!!!!!!!!!!!!!!!!!!

高固含量氧化锆水系料浆的制备 李莎莎，李　林，贺智勇，敖雯青，彭小艳（４－２６８）
!!!!!!!!!!!!!!

颗粒级配对低碳镁碳砖性能的影响 王建栋，祝洪喜，邓承继，马天飞（４－２７３）
!!!!!!!!!!!!!!!!

活性Ａｌ２Ｏ３微粉种类对刚玉－尖晶石透气砖浇注料性能的影响
张丹洋，江　念，李春雪，郜剑英，ＢｒｕｎｏＴｏｕｚｏ，员文杰（４－２７６）

!!!!!!!!!!!!!!!!!!!!!

还原铝铬渣作为耐火原料取代白刚玉的可行性研究 李晨晨，梁永和，聂建华，程　峰，尹玉成，乔　婉（４－２８０）
!!!

轻烧ＭｇＯ粉加入量对镁铁铝复合尖晶石合成的影响 王彦惠，陈树江，李国华，田　琳（４－２８４）
!!!!!!!!

分散剂及氧化铝微粉对钢包用Ａｌ２Ｏ３－ＭｇＯ浇注料施工性能的影响
王庆恒，李远兵，魏　昊，徐娜娜，李淑静（４－２８８）

!!!!!!!!!!!!!!!!!!!!!!!!!!

超分散剂在制备αＡｌ２Ｏ３悬浮浆料中的应用研究 吴　彤，叶建东（４－２９２）
!!!!!!!!!!!!!!!!

引入碳纤维对低碳镁碳砖性能的影响 高　华，罗　明（４－２９６）
!!!!!!!!!!!!!!!!!!!!!

发泡法制备轻质莫来石结合氧化铝空心球制品的性能研究

陈　阔，吕艳华，袁　波，王　刚，曹喜营，曹迎楠，韩建遷（５－３５４）
!!!!!!!!!!!!!!!!!!!!

转炉出铜沟用新型环保浇注料的研制 李晨晨，王凌云，梁永和，秦文超，李喜定（５－３５８）
!!!!!!!!!!!!

ＭｏＳｉ２－ＳｉＣ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抗热震性能研究 刘　云，常　
!

，万龙刚，黄志刚，李　杰，王文武（５－３６２）
!!!!!

ＭｏＳｉ２－ＳｉＣ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抗氧化性研究 雷乃旭，王文武，万龙刚，吴吉光（５－３６５）
!!!!!!!!!!!!

引入镁砂对矾土基刚玉－莫来石均质料性能的影响 安建成，葛铁柱，李向威，钟香崇 （５－３６８）
!!!!!!!!!

ＣａｒｂｏｒｅｓＰ加入量对镁碳砖性能的影响 曾立民，卓　雄，陶　进（５－３７２）
!!!!!!!!!!!!!!!!!!

炭黑Ｎ９９０加入量对Ａｌ２Ｏ３－ＳｉＣ－Ｃ出铁沟浇注料性能的影响 郭绍彬，秦红彬，韦　，张海燕（５－３７５）
!!!!!

水煤浆气化炉工作衬关键部位的设计优化 孙　欣（５－３７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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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结晶ＳｉＣ陶瓷支撑体的制备及性能 梁鹏鹏，吴吉光，陈红伟，袁　波，万龙刚（６－４４２）
!!!!!!!!!!!!

熔融喷吹法试生产蓝晶石耐火纤维 方　胜，董　文，李远兵，崔晓军，张豪枫（６－４４６）
!!!!!!!!!!!!!

秸秆灰渣制备多孔莫来石陶瓷 蒋金海，李　琦，陈　艳，钱烽烽，付启新，郭　伟（６－４５０）
!!!!!!!!!!!!

添加ＮＨ４Ｆ对固相烧结制备镁铝尖晶石粉体的影响 唐冰杰，魏军从，李金雨，连伟康，蔡贺然，涂军波（６－４５５）
!!!

太阳能级多晶硅切割废料的ＨＦ酸洗除杂工艺研究
崔晓华，姜胜男，董开朝，金　星，赵　静，邢鹏飞，都兴红（６－４５９）

!!!!!!!!!!!!!!!!!!!!

ＺｒＯ２陶瓷坯体的凝胶注模工艺研究 李莎莎，李　林，敖雯青，贺智勇，彭小艳（６－４６３）
!!!!!!!!!!!!!

免烧ＳｉＣ材料的抗冰晶石侵蚀性研究 李　刚，曹会彦，刘　臻（６－４６７）
!!!!!!!!!!!!!!!!!!

□　综合评述

钛－陶复合材料的研究进展 任鑫明，马北越，于景坤，刘国齐，李红霞（１－６８）
!!!!!!!!!!!!!!!!!

易氧化材料的应力－氧化研究进展 陈晓雨，文钰斌，陈　浩，顾　强，刘新红，贾全利（１－７５）
!!!!!!!!!!!

高温黏结剂的研究进展 陈　洋，樊国栋，丁　军，邓承继，祝洪喜，余　超，冷光辉（２－１５４）
!!!!!!!!!!!!

ＩＳＯ及我国不定形耐火材料试验方法综述 高倩钰，王燕妮，张彦杰，王秀芳（２－１５８）
!!!!!!!!!!!!!

炼钢用滑动水口材质体系的演变 石　凯，夏　熠（３－２３０）
!!!!!!!!!!!!!!!!!!!!!!!

高温釉在耐火材料中的应用 朱惠良，徐晓阳，沈力飞，桑绍柏，李亚伟（３－２３７）
!!!!!!!!!!!!!!!!

３Ｄ打印技术在耐火预制件中的应用展望 毛利民，胡晨曦，杨海云，刘继旺，何泽洪，卿晓斌，蔡中开（４－３００）
!!!!

高分子塑料催化裂解制备碳纳米管的研究进展 郑扬帆，王军凯，李赛赛，宋健波，张海军（４－３０４）
!!!!!!!!

耐火材料用新型涂层改性方法的研究进展 张艳利，王海梅，王　冠，贾全利（４－３１０）
!!!!!!!!!!!!!

第６０届Ａａｃｈｅｎ国际耐火材料会议论文选读 高振昕（５－３８２）
!!!!!!!!!!!!!!!!!!!!!

连铸中间包用干式振动料的研究进展 徐　勇（５－３８９）
!!!!!!!!!!!!!!!!!!!!!!!!

工业废渣制备多孔陶瓷的研究进展 任鑫明，马北越，李世明，张亚然，于景坤，刘国齐，李红霞（５－３９６）
!!!!!!!

转炉维护用耐火材料的应用技术及展望 高　华（６－４７０）
!!!!!!!!!!!!!!!!!!!!!!!

有机泡沫浸渍法制备多孔结构陶瓷研究现状

陈若愚，黑大千，汪瑜凡，周倩波，刘欣雅，肖七巧，冯阳春，贾文宝（６－４７５）
!!!!!!!!!!!!!!!!!

□　标准·检测

平行热线热导率试验方法在耐火材料的应用和发展 张亚静，朱惠良，王燕妮，高建荣，蔚晓敏，谭丽华（４－３１５）
!!!

不定形耐火材料的取样与验收 李龙飞，高倩钰，郭腾飞，王秀芳（４－３１９）
!!!!!!!!!!!!!!!!!!

□　综合信息
“第十六届全国耐火材料青年学术报告会”征文通知（１－９）；减压条件下滑板砖工作面损伤的加剧（１－３４）；２０１７年全国耐火材

料行业运行情况及特点（２－８８）；关于召开“第十六届全国耐火材料青年学术报告会”的通知（２－１２５）；“第十六届全国耐火材料

青年学术报告会”成功召开（３－２２７）；关于 “ＣＲＩ２０１８国际耐火材料学术会议”的征文通知（３－２４０）；关于召开“２０１８国际耐火

材料学术会议（ＣＲＩ２０１８）”的通知（４－２７２）；《耐火材料》杂志２０１９年征订启事（５－３２５）；《耐火材料》连续８次入编《中文核心期

刊要目总览》（５－３５７）；“２０１９年全国耐火原料学术交流会”通知（６－４１１）；唯“ＳＣＩ”论可以休矣！（６－４１６）；《耐火材料》杂志

２０１９年征订启事（６－４５４）

卷　　终

—４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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