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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及应用。一种高

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其组成包括:炉体（1），所

述的炉体（1）内的外圆设置有9根均匀分布的料

柱（2），所述的炉体（1）内的中间部位设置3根中

心料柱（3），所述的料柱（2）包裹在圆筒形外加热

器（4）内，所述的炉体（1）的底部设置3个辅助加

热器（5），所述的辅助加热器（5）作用于所述的中

心料柱（3）。本发明用于生产刹车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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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其组成包括:炉体(1)，其特征是:所述的炉体(1)内的

外圆设置有9根均匀分布的料柱(2)，所述的炉体(1)内的中间部位设置3根中心料柱(3)，所

述的料柱(2)包裹在圆筒形外加热器(4)内，所述的炉体(1)的底部设置3个辅助加热器(5)，

所述的辅助加热器(5)作用于所述的中心料柱(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的圆筒形外加热

器(4)分布在所述的炉体(1)内的上部、中部、下部，所述的圆筒形外加热器(4)与所述的辅

助加热器(5)均由数根石墨管沿圆周均匀分布，形成一个三角形接法鼠笼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的炉体(1)的顶

部设置有上炉盖(6)，所述的上炉盖(6)上设置12个料柱抽气口(7)和12个进气口(8)，所述

的料柱抽气口(7)与所述的料柱(2)和所述的中心料柱(3)相对应，所述的进气口(8)与所述

的料柱(2)和所述的中心料柱(3)相对应，所述的进气口(8)连接压力传感器(9)，所述的料

柱抽气口(7)连接智能控制蝶阀(10)。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的炉体(1)的底

部设置有12个料柱口(11)，所述的料柱口(11)与所述的料柱抽气口(7)一一同轴对应。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的炉体(1)为立

式双层夹套水冷圆筒式结构，由下炉底(12)、下筒节(13)、上筒节(14)和上炉盖(6)组成；所

述的下筒节(13)与所述的上筒节(14)之间通过法兰盘(15)连接，所述的炉体(1)内径为

4.2m，所述的下筒节(13)与所述的上筒节(14)均设置4个上热电偶测温口(19)，所述的法兰

盘(15)之间装有O型密封圈，所述的炉体(1)包括外壳体、夹层(22)、内壳体(23)，所述的夹

层(22)位于所述的外壳体与所述的内壳体(23)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的料柱口(11)的

直径为780mm，所述的料柱口(11)对应安装料柱料台(16)，所述的料柱料台(16)的中心设置

一个充气气路(24)，所述的充气气路(24)内充有氮气和丙烯气。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其特征是:辅助加热器(5)连接

水冷电极(17)，所述的水冷电极(17)连接所述的圆筒形外加热器(4)，所述的炉体(1)的底

部设置有6个热电偶测温口(18)。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的下炉底(12)、

连接碳毡保温层(20)，所述的碳毡保温层(20)为软碳毡，软碳毡卷筒后固定在一个金属外

框骨架(21)上，并用碳绳和碳螺杆连接固定。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的炉体(1)材料

为Q235碳钢材质，所述的法兰盘(15)材料为碳钢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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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及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及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碳陶刹车盘优异的性能目前广泛用于高速列车、汽车和飞机上的刹

[0003] 车材料；

[0004] 主要是粉末冶金和C/C 复合材料；然而，粉末冶金刹车材料存在高温容

[0005] 易粘结、摩擦性能衰退、高温强度下降显著、抗热震能力差、使用寿命短等

[0006] 缺点；与传统金属及半金属刹车材料相比，C/SiC其具有密度低、强度高、摩

[0007] 擦性能稳定、摩擦量制动比大、耐高温、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因此，  刹车材

[0008] 料在高速列车、汽车、飞机等领域具广阔应用前景。目前已在保时捷911、奥

[0009] 迪A8L、法拉利等高档汽车上得以应用但其C/C材料生产周期长约600h及

[0010] 生产成本高等问题，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及应用。

[0011] 目前在国内生产C/C刹车材料的生产设备主要是以真空感应炉为主，因只有外坩

埚发热国内最大直径1600mm高2000mm均温区±20℃，有效利用空间受均温区直径影响，大

批量低成本生产成为行业内主要瓶颈。

发明内容

[0012]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提高了碳刹车盘的生产效率，降低了其生产成本，稳定

生产质量，延长了使用寿命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及应用。

[0013] 上述的目的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实现：

[0014] 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其组成包括:炉体（1），所述的炉体（1）内的外圆设置

有9根均匀分布的料柱（2），所述的炉体（1）内的中间部位设置3根中心料柱（3），所述的料柱

（2）包裹在圆筒形外加热器（4）内，所述的炉体（1）的底部设置3个辅助加热器（5），所述的辅

助加热器（5）作用于所述的中心料柱（3）。

[0015] 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所述的圆筒形外加热器（4）分布在所述的炉

体（1）内的上部、中部、下部，所述的圆筒形外加热器（4）与所述的辅助加热器（5）均由数根

石墨管沿圆周均匀分布，形成一个三角形接法鼠笼结构。

[0016] 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所述的炉体（1）的顶部设置有上炉盖（6），所

述的上炉盖（6）上设置12  个料柱抽气口（7）和12个进气口（8），所述的料柱抽气口（7）与所

述的料柱（2）和所述的中心料柱（3）相对应，所述的进气口（8）与所述的料柱（2）和所述的中

心料柱（3）相对应，所述的进气口（8）连接压力传感器（9），所述的料柱抽气口（7）连接智能

控制蝶阀（10）。

[0017] 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所述的炉体（1）的底部设置有12个料柱口

（11），所述的料柱口（11）与所述的料柱抽气口（7）一一同轴对应。

[0018] 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所述的炉体（1）为立式双层夹套水冷圆筒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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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由下炉底（12）、下筒节（13）、上筒节（14）和上炉盖（6）组成；所述的下筒节（13）与所述

的上筒节（14）之间通过法兰盘（15）连接，所述的炉体（1）内径为4.2m，所述的下筒节（13）与

所述的上筒节（14）均设置4  个上热电偶测温口（19），所述的法兰盘（15）之间装有O型密封

圈，所述的炉体（1）包括外壳体、夹层（22）、内壳体（23），所述的夹层（22）位于所述的外壳体

与所述的内壳体（23）之间。

[0019] 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所述的料柱口（11）的直径为780mm，所述的料

柱口（11）对应安装料柱料台（16），所述的料柱料台（16）的中心设置一个充气气路（24），所

述的充气气路（24）内充有氮气和丙烯气。

[0020] 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辅助加热器（5）连接水冷电极（17），所述的水

冷电极（17）连接所述的圆筒形外加热器（4），所述的炉体（1）的底部设置有6个热电偶测温

口（18）。

[0021] 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所述的下炉底（12）、所述的下筒节（13）、所述

的上筒节（14）、所述的上炉盖（6）均连接碳毡保温层（20），所述的碳毡保温层（20）为软碳

毡，软碳毡卷筒后固定在一个金属外框骨架（21）上，并用碳绳和碳碳螺杆连接固定。

[0022] 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所述的炉体（1）材料为Q235  碳钢材质，所述

的法兰盘（15）材料为碳钢材质。

[0023] 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的应用，本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用于生产刹车盘。

[0024] 有益效果：

[0025] 1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采用立式圆筒形结构，装出料方式采用下开

盖，升降式装取料；装料方式采用多料柱结构共12  个石墨料柱；加热方式采用外加热压差

法，结合内辅助加热器加热；设备抽真空系统由3  套独立的真空过滤系统组成。设备设计以

“人”为指导理念，突出设备操作的安全性、机械操作的可靠性和电气控制系统的精确性的

一种对刹车盘材料进行渗透的设备，以提高碳刹车盘的生产效率，降低其生产成本，稳定生

产质量，提高使用寿命。

[0026]   2.现有的炉膛尺寸越大温度的均匀性会越差，因真空炉热量主要是以热辐射为

主，当外圈发热体辐射外9个料柱后内部三个料柱无法收到发热体直接辐射，本发明采用辅

助加热系统对3个中间料柱进行热辐射，达到中间料柱在加热器包围的状态下，保证炉内均

温性。

[0027] 3.目前国内还没有实现炉内12个料柱进出口压力可在一个炉腔内单独调控的装

置，本发明在上炉盖上设置12  个料柱抽气口和12个进气口，12进气口处分别安装12个压力

传感器检测进气压力，料柱抽气口处为保证每根料柱压力单独调控，在料柱抽气口处安装

12个智能控制蝶阀控制每个料柱的出气速度来调整料柱内压力，12  个料柱抽气口与炉底

12  个料柱口分别同轴对应。

[0028] 4.本发明装载量大，控制精度高、均温性可达到±8℃以内，并可以单料柱通过调

节各室进排气压力达到快速、稳定沉积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

[0029]   5.普通沉积炉生产数量与本发明产品数量，

[0030] 产能对比：

[0031]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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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350刹车盘料柱数量 产品数量

1600mm感应炉 9 585

本炉型 36 2340

[0033] 沉积速率对比：

[0034] 表2

[0035]

  350刹车盘料柱数量 生产时间

1600mm感应炉 9 600

本炉型 36 400

[0036] 单件产品成本对比（元）：

[0037] 表3

[0038]

  350刹车盘料柱数量 用电量，用气

1600mm感应炉 9 650

本炉型 36 180

[0039] 通过表1-3数据可知，由本发明生产的产品沉积速率提高30%以上单件成本降低

72%生产产量提高4倍，为后期碳陶刹车盘的广泛推广提供了先天形式。

附图说明

[0040] 附图1是本产品的结构示意图。

[0041] 附图2是本产品的外观俯视图。

[0042] 附图3是本产品的外观主视图。

[0043] 附图4是本产品的炉体与圆筒形外加热器、辅助加热器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

[0045] 实施例1：

[0046] 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其组成包括:炉体1，所述的炉体1内的外圆设置有9

根均匀分布的料柱2，所述的炉体1内的中间部位设置3根中心料柱3，所述的料柱2包裹在圆

筒形外加热器4内，所述的炉体1的底部设置3个辅助加热器5，所述的辅助加热器5作用于所

述的中心料柱3。

[0047] 辅助加热器共三个，布置在炉底上，目的是为了提高料柱之间的受热均匀性。

[0048] 实施例2:

[0049] 实施例1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所述的圆筒形外加热器4分布在所述

的炉体1内的上部、中部、下部，所述的圆筒形外加热器4与所述的辅助加热器5均由数根石

墨管沿圆周均匀分布，形成一个三角形接法鼠笼结构。

[0050]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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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实施例2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所述的炉体1的顶部设置有上炉盖6，

所述的上炉盖6上设置12  个料柱抽气口7和12个进气口8，所述的料柱抽气口7与所述的料

柱2和所述的中心料柱3相对应，所述的进气口8与所述的料柱2和所述的中心料柱3相对应，

所述的进气口8连接压力传感器9，所述的料柱抽气口7连接智能控制蝶阀10。

[0052] 实施例4:

[0053] 实施例3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所述的炉体1的底部设置有12个料柱

口11，所述的料柱口11与所述的料柱抽气口7一一同轴对应。

[0054] 实施例5:

[0055]   实施例3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所述的炉体1为立式双层夹套水冷

圆筒式结构，由下炉底12、下筒节13、上筒节14和上炉盖6组成；所述的下筒节13与所述的上

筒节14之间通过法兰盘15连接，所述的炉体1内径为4.2m，所述的下筒节13与所述的上筒节

14均设置4  个上热电偶测温口19，所述的法兰盘15之间装有O型密封圈，所述的炉体1包括

外壳体、夹层22、内壳体23，所述的夹层22位于所述的外壳体与所述的内壳体23之间。

[0056] 实施例6:

[0057] 实施例4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所述的料柱口11的直径为780mm，所

述的料柱口11对应安装料柱料台16，所述的料柱料台16的中心设置一个充气气路24，所述

的充气气路24内充有氮气和丙烯气。

[0058] 实施例7:

[0059] 实施例1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辅助加热器5连接水冷电极17，所述

的水冷电极17连接所述的圆筒形外加热器4，所述的炉体1的底部设置有6个热电偶测温口

18。

[0060] 实施例3:

[0061] 实施例1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所述的下炉底12、所述的下筒节13、

所述的上筒节14、所述的上炉盖6均连接碳毡保温层20，所述的碳毡保温层20为软碳毡，软

碳毡卷筒后固定在一个金属外框骨架21上，并用碳绳和碳碳螺杆连接固定。

[0062] 实施例9:

[0063]   实施例5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的炉体1材料为Q235 

碳钢材质，所述的法兰盘15材料为碳钢材质。

[0064] 实施例10:

[0065] 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的应用，本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用于生产刹车盘。

[0066] 实施例11:

[0067] 上述实施例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  设备加热采用电阻加热方式，加

热器采用石墨电阻制作而成。加热器包含主加热器和辅助加热器两种。主加热器布置在设

备炉体上，是一个圆筒形外加热器，加热器纵向分成上、中、下3  个独立的加热器，每个加热

器采用数根石墨管沿圆周均匀分布，形成一个三角形接法鼠笼结构加热器。辅助加热器共

三个，布置在炉底上，目的是为了提高炉体内温度的均匀性。

[0068] 炉体内  进气口压力高，出气口压力低这样在料柱内与真空管道外形成压力差，进

行沉积碳。

[0069] 实施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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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上述实施例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刹车盘生产设备，一种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保证均

温区温度稳定性，进出气压力控制精准可单独调结，包括步骤如下：

[0071] 1）设备型号炉膛尺寸(mm)CVD-70000L  Φ4000×5600 料柱尺寸料柱数量

[0072] Φ800×4800  12  个

[0073] 2) 设计最高温度：1300℃，长期工作温度：800~1100℃；

[0074] 3)  加热元件：石墨；

[0075] 4)  加热器布置：外加热器+中心辅助加热器（参加附图4）；

[0076] 5)  配置总功率：1550~1800kw；

[0077] 6)  装卸料方式：炉底升降出料；

[0078] 7)  控温精度：升温过程±2℃，保温过程±1℃均温区温度±10℃；

[0079] 8)  控温方式：外加热器3 段控温+内辅助加热器3 段控温，6 区独立控温；

[0080] 9)  炉内气氛：天燃气、丙烷、丙烯、氮气等气体；

[0081] 10) 冷却速度：采用风冷外循环方式加速减温；

[0082] 11) 设备外形尺寸：16000*14000*15000mm(长*宽*高)；

[008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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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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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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