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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连续制备颗粒增强金属基

复合材料的方法及装置，利用上引连铸工艺，将

金属液温度降至液相线以上30℃以内，通过加料

装置向金属液中稳定加入陶瓷颗粒粉末，使陶瓷

颗粒均匀分布在具有一定粘稠度的金属基体中，

快速凝固成型后制备出陶瓷颗粒分布均匀、能连

续生产的颗粒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本发明通过

在上引连铸过程中添加陶瓷颗粒，既能简化复合

材料的制备过程，又能避免添加陶瓷颗粒进入金

属液后所造成的缺陷，并且能通过添加添加陶瓷

颗粒促进金属液的凝固成型，细化基材的晶粒尺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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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连续制备颗粒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金属液基体的制备：对金属液原料及合金进行熔炼，将熔炼到相应出炉温度的金属

液倒入保温炉（1）中进行保温，并且控制成型温度；

（2）金属液基体的冷却：通过上引连铸工艺将金属液牵引到引流管（10）中，在设有结晶

器Ⅰ（3）的位置将温度降至液相线温度以上10~30℃，使金属液能在接触陶瓷颗粒时部分形

核，固定陶瓷颗粒的位置；

（3）陶瓷颗粒的注入：通过加料装置（4）持续稳定地注入陶瓷颗粒，使陶瓷颗粒均匀的

分布于在金属液中；

（4）复合材料的成型：将混合金属液继续牵引到设有结晶器Ⅱ（6）的位置，通过结晶器

Ⅱ（6）将均匀分布陶瓷颗粒的金属液进行快速冷却，从而制成连续的金属基复合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连续制备颗粒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金属基体为

钢基或铜基；陶瓷颗粒为碳化钨、碳化硅、碳化硼、碳化钛、硼化钛、氮化硅、氧化铝、氧化锆、

锆刚玉的一种或任意比多种，陶瓷颗粒的粒径为0.1~5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连续制备颗粒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1）中出炉温度为液相线温度以上50~150℃，成型温度为液相线温度以上30~10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连续制备颗粒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上引连

铸工艺的牵引速度为5-500mm/min。

5.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所用装置，包括上引连铸装置，所述上引连铸装置包括保温炉

（1）、温度计（2）、速度控制装置（7）、位置控制装置（8）、液面控制装置（9）、引锭杆（10），保温

炉（1）上方设有引流管（10）,  引锭杆（10）位于引流管（10）内部，引流管（10）的末端设有速

度控制装置（7）和位置控制装置（8），保温炉（1）上设有温度计（2）和液面控制装置（9），其特

征在于：还包括结晶器Ⅰ（3）、加料装置（4）、结晶器Ⅱ（6），结晶器Ⅰ（3）、结晶器Ⅱ（6）从下到

上依次设置在引流管（10）的外面，结晶器Ⅰ（3）与结晶器Ⅱ（6）之间设有一个或多个加料装

置（4），加料装置（4）固定在引流管（10）上并与引流管（10）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装置，其特征在于：加料装置包括输料管道（5）和输料泵，输料管

道（5）内设有多个相互平行的输料通道，随着长度增加输料通道内壁呈粗细交替状变化，输

料通道最细位置的内径为0.01~1mm，输料通道最粗位置的内径为最细位置内径的1.5~2.5

倍，输料泵的一端与输料管道（5）连通，使物料在输料泵的作用下在输料管道（5）中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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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连续制备颗粒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的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连续制备颗粒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的方法和装备，应用于复合材

料的连续铸造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颗粒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兼具各组元材料的优点，能充分发挥各组成材料的

协同作用，使得其具有高比强度和高比模量、尺寸稳定性好、耐磨性好等特点，被广泛应用

于矿山、水泥、建材等工业领域。目前常见的颗粒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方法为粉末冶金法、

挤压铸造法、喷射沉积法、搅拌混合技术、电渣重熔技术、机械合金化技术等。其中粉末冶金

法是通过复合粉末成型、烧结的方法制备复合材料，一般制备小尺寸零件，且制备成本高，

内部组织易出现组织不均匀现象，孔洞率较大，必须对复合材料进行二次塑性加工。挤压铸

造法是在凝固过程中对液态金属施加压力，改善陶瓷颗粒与金属液间的润湿性，但预成型

体对产品的质量影响很大，模具造价较高，且无法连续铸造。喷射沉积法采用流化床获得增

强颗粒与惰性气体的混合二相流体，然后喷入雾化基体合金液滴的流束中，与合金液同时

沉积获得铸锭。该方法工艺周期短，成型速度快，但是存在设备昂贵、孔隙率高、原材料损失

大等缺点。搅拌混合技术通过对金属熔体进行强烈搅拌，同时投入陶瓷颗粒，使其均匀分布

于金属熔体中，然后直接浇铸成型。该方法工艺简单、设备投资少，便于规模化生产，但是陶

瓷颗粒体积分数一般不超过20%，颗粒的分布很难实现均匀化，且在搅拌过程中易卷入气孔

造成缺陷。电渣重熔技术是在重熔过程中加入增强相颗粒，形成复合材料。电渣重熔制品表

面光洁，组织致密，但是只能适用于表层复合材料。机械合金化技术通过高能球磨机长时间

研磨，是硬质颗粒嵌入金属颗粒中，得到复合粉末，但后压紧、成型、烧结，此方法制备的复

合粉末在烧结过程中会出现增强相的偏聚，影响复合材料的性能。

[0003] 综合以上方法可以看出，上述方法没有一种可以制备陶瓷颗粒分布均匀，能连续

生产，成本低廉，成型质量优异的颗粒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所以设计一种设备简单，成型

质量高，连续制备颗粒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的方法及设备迫在眉睫。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现有的制备工艺及设备问题，本发明旨在实现颗粒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

的连续制备方法，并且有效降低制备成本，减少成型缺陷，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连续制备颗粒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的方法，该方法利用金属液在快凝固时通

过加料装置向铸件内稳定添加陶瓷颗粒，陶瓷颗粒在上升的金属液中保持相对静止，使陶

瓷颗粒均匀分布在具有一定粘稠度的金属基体中；并且外加的陶瓷颗粒能促进金属凝固过

程中的形核，能细化铸件晶粒，提高铸件的强度；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金属液基体的制备：对金属液原料及合金进行熔炼，将熔炼到相应出炉温度的金属

液倒入保温炉1中进行保温，并且控制成型温度。

[0006] （2）金属液基体的冷却：通过上引连铸工艺将金属液牵引到引流管10中，在设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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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器Ⅰ3的位置将温度降至液相线温度以上10~30℃，使金属液能在接触陶瓷颗粒时部分形

核，固定陶瓷颗粒的位置。

[0007] （3）陶瓷颗粒的注入：通过加料装置4持续稳定地注入陶瓷颗粒，使陶瓷颗粒均匀

的分布于在金属液中。

[0008] （4）复合材料的成型：将混合金属液继续牵引到设有结晶器Ⅱ6的位置，通过结晶

器Ⅱ6将均匀分布陶瓷颗粒的金属液进行快速冷却，从而制成连续的金属基复合材料。

[0009] 本发明所述金属基体为钢基或铜基；陶瓷颗粒为碳化钨、碳化硅、碳化硼、碳化钛、

硼化钛、氮化硅、氧化铝、氧化锆、锆刚玉的一种或任意比多种，陶瓷颗粒的粒径为0.1~5mm。

[0010] 本发明步骤（1）中出炉温度为液相线温度以上50~150℃，成型温度为液相线温度

以上30~100℃。

[0011] 本发明所述所述上引连铸工艺的牵引速度为5-500mm/min。

[0012]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所述方法所用装置，包括上引连铸装置，所述上引连

铸装置为现有装置包括保温炉1、温度计2、速度控制装置7、位置控制装置8、液面控制装置

9、引锭杆10，保温炉1上方设有引流管10,  引锭杆10位于引流管10内部，引流管10的末端设

有速度控制装置7和位置控制装置8，保温炉1上设有温度计2和液面控制装置9，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结晶器Ⅰ3、加料装置4、结晶器Ⅱ6，结晶器Ⅰ3、结晶器Ⅱ6从下到上依次设置在引

流管10的外面，结晶器Ⅰ3与结晶器Ⅱ6之间设有一个或多个加料装置4，加料装置4固定在引

流管10上并与引流管10连通。

[0013] 本发明所述加料装置4可以为常规装置，能够持续稳定地注入陶瓷颗粒即可，优选

的，本发明所述加料装置4包括输料管道5和输料泵，输料管道5内设有多个相互平行的输料

通道，随着长度增加输料通道内壁呈粗细交替状变化，输料通道最细位置的内径为0.01~
1mm，输料通道最粗位置的内径为最细位置内径的1.5~2.5倍，输料泵的一端与输料管道5连

通，使物料在输料泵的作用下在输料管道5中移动。通过输料管道5控制陶瓷颗粒的尺寸，防

止金属液进入粉末推送装置中。

[0014] 本发明所述输料管道5的工作原理为：加料装置的输料管道内壁面随着长度增加

呈现起伏状变化，物料在输料泵的作用下在输料管道中移动，并且在粗细交替状变化的输

料管道中，多次在最小横截面处受到挤压并且破碎，进而控制物料的颗粒尺寸。除此之外，

加料装置具有相应的防止金属液回流的功能，即粗细交替状的最大横截面处及附近区域，

因相较于其他区域体积更大，对回流金属液的容纳作用更大，故对回流金属液有缓冲作用，

相应地，沿着金属液的回流方向，物料的颗粒尺寸越来越大，重量越来越大，并且在输料泵

的外力作用下，回流金属液的回流趋势再次被显著降低，从而实现防止金属液回流的功能。

[0015] 本发明所述方法中注入陶瓷颗粒的速度通过预成型复合材料的成分要求以及成

型速度相互配合来确定；通过改变引流管10内径大小及形状，可将复合材料的形状制成圆

柱、棱柱、方形或其他形状。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1）本发明通过连续加入陶瓷颗粒，配合上引连铸技术实现复合材料的连续铸造成型，

并且改变结晶器的内径大小及形状能够实现不同尺寸复合材料的连续成型。

[0017] （2）在凝固过程前短时间内加入陶瓷颗粒能够更有效的减少陶瓷颗粒在液态金属

的时间，从而减少陶瓷颗粒在基体中的分层聚集，使陶瓷颗粒的分布更加均匀、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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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3）本发明提供的加料方法不用在金属液中搅拌混合，能够消除混合过程中产生

的气泡，减少由气体混入基材而造成的铸造缺陷。

[0019] （4）加入的陶瓷颗粒能增加基体的形核数目，细化晶粒，提高基体性能。

[0020] （5）加料装置中破碎机能控制陶瓷颗粒的尺寸，防止金属液进入粉末推送装置中。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连铸设备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破碎机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开始上引状态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破碎机连接示意图。

[0022] 1-保温炉；2-温度计；3-结晶器Ⅰ；4-粉末推送装置；5-破碎机；6-结晶器Ⅱ；7-速度

控制装置；8-位置控制装置；9-液面控制装置；10-引锭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更好的理解本发明，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实施例只用于解

释本发明，不会对本发明构成任何的限定。

[0024] 本发明实施例所述方法所用装置是在现有上引连铸装置基础上改进得到的，所述

上引连铸装置包括保温炉1、温度计2、速度控制装置7、位置控制装置8、液面控制装置9、引

锭杆10，保温炉1上方设有引流管10,  引锭杆10位于引流管10内部，引流管10的末端设有速

度控制装置7和位置控制装置8，保温炉1上设有温度计2和液面控制装置9，还包括结晶器Ⅰ

3、加料装置4、结晶器Ⅱ6，结晶器Ⅰ3、结晶器Ⅱ6从下到上依次设置在引流管10的外面，结晶

器Ⅰ3与结晶器Ⅱ6之间设有一个或多个加料装置4，加料装置4固定在引流管10上并与引流

管10连通，如图1~4所示。

[0025]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加料装置4包括输料管道5和输料泵，输料管道5内设有多个

相互平行的输料通道，随着长度增加输料通道内壁呈粗细交替状变化，输料通道最细位置

的内径为0.05mm(根据对颗粒尺寸大小的实际需要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内径尺寸)，输料通道

最粗位置的内径为最细位置内径的2倍，输料泵的一端与输料管道5连通，使物料在输料泵

的作用下在输料管道5中移动；通过输料管道5控制陶瓷颗粒的尺寸，防止金属液进入粉末

推送装置中，如图4所示。

[0026] 实施例1

一种连续制备Al2O3颗粒增强钢基复合材料的方法，选用基材为45钢，陶瓷颗粒为20-

50目Al2O3陶瓷颗粒，选用加料口左右对称放置，内径为5mm，破碎机内径最小处为0.28mm；其

中45钢具有较高的强度和硬度，且有利于二次加工；Al2O3陶瓷颗粒具有高硬度和良好的经

济适用性。

[0027] 本实施例所述复合材料衬板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对45钢进行熔炼，将熔炼到1550℃的钢液倒入保温炉中进行保温，并且控制其温度

为1530-1550℃。

[0028] （2）通过上引连铸工艺（牵引速度为340mm/min）将45钢金属液牵引到引流管10中，

在设有结晶器Ⅰ3的位置将温度降至1515℃，使钢液能在接触陶瓷颗粒时部分形核，固定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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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颗粒的位置。

[0029] （3）在加料装置持续稳定地注入Al2O3陶瓷颗粒，使Al2O3陶瓷颗粒均匀的分布于在

钢液中。

[0030] （4）通过结晶器Ⅱ6将具有均匀分布陶瓷颗粒的45钢液进行快速冷却，使含有Al2O3

陶瓷颗粒的45钢液快速凝固成型，从而制成连续的Al2O3增强45钢基复合材料。

[0031] 实施例2

一种连续制备SiC颗粒增强铜基复合材料的方法，选用基材为紫铜，陶瓷颗粒为80-100

目SiC陶瓷颗粒，选用加料口呈十字交叉对称放置，内径为4mm，破碎机内径最小处为

0.14mm。紫铜在保温炉中保温时，在铜液液面加入木碳和鳞片石墨覆盖以隔绝氧气，对铜液

脱氧。

[0032] 本实施例所述复合材料衬板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对紫铜进行熔炼，将熔炼到1150℃的铜液倒入保温炉中进行保温，并且控制其温度

为1130-1150℃。

[0033] （2）通过上引连铸工艺（牵引速度为300mm/min）将将铜液通结晶器Ⅰ3先降温至

1100℃，使铜液能在接触陶瓷颗粒时部分形核，固定陶瓷颗粒的位置。

[0034] （3）在加料装置持续稳定地注入SiC陶瓷颗粒，使SiC陶瓷颗粒均匀的分布于在金

属液中。

[0035] （4）通过结晶器Ⅱ6将具有均匀分布陶瓷颗粒的金属液进行快速冷却，使含有SiC

陶瓷颗粒的铜液快速凝固成型，从而制成连续的SiC增强铜基复合材料。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9382492 A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109382492 A

7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109382492 A

8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109382492 A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