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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航空精密铸造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高温合金涡轮的精密铸造工艺。本发明的

高温合金涡轮的精密铸造工艺包括以下步骤：零

件模具设计制造、陶瓷芯制备、型壳浆料的制备、

零件型壳的制备、型壳的脱蜡、型壳的预焙烧和

零件的浇注，其中，所述零件模具采用底注式设

计来保证蜡模整体冲型。本发明零件内腔采用陶

瓷型芯填充，陶瓷芯为表面涂覆有铝酸钴的铝基

陶瓷，铝酸钴涂覆在陶瓷芯表面能有效地减少零

件内腔表面的缩松，成功地解决了传统铸造工艺

铸件内腔存在的氧化和缩松问题，同时高孔隙率

能够保证陶瓷芯浇注后可以用高压水枪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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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温合金涡轮的精密铸造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零件模具设计制造：根据待加工的零件制作零件蜡模模具；

（2）陶瓷芯制备：根据待加工的零件制作陶瓷芯；

（3）型壳浆料的制备：面层浆料以(2~2.5):(10~10 .5):(0 .8~1)的重量比将快干硅溶

胶、锆英粉、铝酸钴粉混合均匀；背层浆料以1:（1.4~1 .5）的比例将硅溶胶、莫来粉混合均

匀；

（4）零件型壳的制备：将陶瓷芯放入零件蜡模模具内，充入填充蜡，压制成零件蜡模，将

零件蜡模浸入步骤（3）所述面层浆料和背层浆料旋转后取出，使零件蜡模获得均匀的涂层；

使用不同粒径的型砂均匀淋在蜡模上，重复以上操作若干次，直至获得零件型壳；

（5）型壳的脱蜡：将零件型壳放入脱蜡釜，在170~180℃的温度和0.8~1.0Mpa的压力下

将蜡模脱去；

（6）型壳的预焙烧：将零件型壳放入焙烧炉，在950~1000℃焙烧，将残余蜡和零件型壳

的水分除掉；

（7）零件的浇注：将零件型壳预热至1150±15℃，保温4~8h以上；对合金进行精炼，精炼

后将合金在1540±15℃的温度下真空浇注零件型壳内，得到带浇道的零件，最后切割打磨，

得到所需形状的工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温合金涡轮的精密铸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

面层浆料的粘度为45~70s
-1，pH值为8.5~10；背层浆料的粘度为15~25s

-1，pH值为8.5~1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温合金涡轮的精密铸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陶

瓷芯中氧化铝的质量分数满足99%≤w氧化铝<100%，同时陶瓷芯的孔隙率为50%以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温合金涡轮的精密铸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4）所述蜡

模面层砂的粒径为120目，第2~8层为背层，第2层的粒径为60~80目；第3层的粒径为30~60

目，其余5层的粒径为16~30目。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温合金涡轮的精密铸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陶瓷芯能够

利用高压水枪去除，解决了传统铝基陶瓷芯难清理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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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温合金涡轮的精密铸造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航空精密铸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温合金涡轮的精密铸造工

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民用航空业的逐步发展，航空发动机作为民用飞机上最为关键的部件要求也

越来越高。镍基高温合金是航空发动机的主要材料，因其复杂严苛的使用环境，高温合金零

件一般都有较为复杂的内腔结构。现有技术生产的零件在零件内腔极易产生缩松。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高温合金

涡轮的精密铸造工艺。本发明制备工艺所用陶瓷芯为一种氧化铝、氧化镁、铝酸钴复合材

料，其能有效地降低零件内腔表面的缩松，模壳浆料采用硅溶胶、耐火粉、铝酸钴等混合浆

料，有利于零件表面的快速冷却，保证零件表面平整度。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高温合金涡轮的精密铸造

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1）零件模具设计制造：根据待加工的零件制作零件蜡模模具；

（2）陶瓷芯制备：根据待加工的零件制作陶瓷芯；

（3）型壳浆料的制备：面层浆料以(2~2.5):(10~10.5):(0.8~1)的重量比将快干硅溶

胶、锆英粉、铝酸钴粉混合均匀；背层浆料以1:（1.4~1 .5）的比例将硅溶胶、莫来粉混合均

匀；

（4）零件型壳的制备：将陶瓷芯放入零件蜡模模具内，充入填充蜡，压制成零件蜡模，将

零件蜡模浸入步骤（3）所述面层浆料和背层浆料旋转后取出，使零件蜡模获得均匀的涂层；

使用不同粒径的型砂均匀淋在蜡模上，重复以上操作若干次，直至获得零件型壳；

（5）型壳的脱蜡：将零件型壳放入脱蜡釜，在170~180℃的温度和0.8~1.0Mpa的压力下

将蜡模脱去；

（6）型壳的预焙烧：将零件型壳放入焙烧炉，在950~1000℃焙烧，将残余蜡和零件型壳

的水分除掉；

（7）零件的浇注：将零件型壳预热至1150±15℃，保温4~8h以上；对合金进行精炼，精炼

后将合金在1540±15℃的温度下真空浇注零件型壳内，得到带浇道的零件，最后切割打磨，

得到所需形状的工件。

[0005] 步骤（3）中所述面层浆料的粘度为45~70s
-1，pH值为8.5~10；背层浆料的粘度为15~

25s-1，pH值为8.5~10。

[0006] 步骤（2）所述陶瓷芯中氧化铝的质量分数满足99%≤w氧化铝<100%，同时陶瓷芯的孔

隙率为50%以上。

[0007] 步骤（4）所述蜡模面层砂的粒径为120目，第2~8层为背层，第2层的粒径为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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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第3层的粒径为30~60目，其余5层的粒径为16~30目。

[0008] 所述陶瓷芯能够利用高压水枪去除，解决了传统铝基陶瓷芯难清理的难题。

[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由于高温合金涡轮类铸件复杂的内腔结构，本发明的零件内腔采用陶瓷型芯填充，陶

瓷芯为表面涂覆有铝酸钴的铝基陶瓷，铝酸钴涂覆在陶瓷芯表面能有效地减少零件内腔表

面的缩松，成功地解决了传统铸造工艺铸件内腔存在的氧化和缩松问题，同时高孔隙率能

够保证陶瓷芯浇注后可以用高压水枪除去。

[0010] 本发明的型壳浆料采用硅溶胶、耐火粉、铝酸钴等混合浆料，有利于零件表面的快

速冷却，保证零件表面平整度，本发明的制备工艺可以应用于其他高温合金零件的铸造。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涡轮零件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涡轮零件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涡轮零件的A-A视图。

[0014]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1零件模具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1零件模具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1零件模具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1水溶芯模具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8是本发明实施例1水溶芯模具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9是本发明实施例1水溶芯模具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10是本发明实施例1陶瓷芯模具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11是本发明实施例1陶瓷芯模具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12是本发明实施例1陶瓷芯模具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3] 下面通过具体的实施方式和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1

一种高温合金涡轮的精密铸造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1）零件模具设计制造：零件蜡模模具采用底注式设计来保证蜡模整体充型，模具材料

为锻铝6061，模具整体为箱体结构，由40个活块组合而成，制备得到图1~3所示模具；

（2）陶瓷芯制备：由于零件内腔的复杂结构，零件内腔采用陶瓷型芯填充，陶瓷芯为铝

基陶瓷，表面涂覆铝酸钴以减少零件表面缩松，其中氧化铝的质量分数为99.5%，铝酸钴

0.5%，制备得到图10~12所示模具；

（3）型壳浆料的制备：面层浆料以2:10:1的重量比将快干硅溶胶、锆英粉、铝酸钴粉混

合，并搅拌24h直至浆料混合均匀；背层浆料以1:1.5的重量比将硅溶胶、莫来粉混合，并搅

拌8小时；其中，面层浆料的粘度为46s-1，pH值为9.5；背层浆料的粘度为18s-1，pH值为9.5；

（4）零件型壳的制备：将陶瓷芯放入零件蜡模模具，充入填充蜡压制成型零件蜡模，将

零件蜡模先后浸入步骤（3）所述背层浆料和面层浆料中，旋转5s后取出，获得均匀涂层，使

用不同粒径的型砂均匀淋在蜡模上，面层制作两层，背层制作六层，获得零件型壳；面层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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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20目，过渡层（第2层）60目；第3层30目，其余5层全部是30目砂；

（5）型壳的脱蜡：将型壳放入脱蜡釜，在175℃和0.85Mpa的条件下将蜡模脱去；

（6）型壳的预焙烧：将型壳放入焙烧炉，在1000℃焙烧1h，将残余蜡烧净，同时将型壳水

分烧去，增加模壳高温强度；

（7）零件的浇注：将零件型壳预热至1150℃，保温5h，对合金进行精炼，精炼后将合金在

1540℃温度下真空浇注得到带浇道零件，最后切割打磨，得到如附图1所示涡轮，零件整体

壁厚为1.4mm。

[0025] 实施例2

一种高温合金涡轮的精密铸造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1）零件模具设计制造：零件蜡模模具采用底注式设计来保证蜡模整体充型，模具材料

为锻铝6061，模具整体为箱体结构，由40个活块组合而成；

（2）陶瓷芯制备：由于零件内腔的复杂结构，零件内腔采用陶瓷型芯填充，陶瓷芯为铝

基陶瓷，表面涂覆铝酸钴以减少零件表面缩松，其中氧化铝的质量分数为99%，铝酸钴1%，制

备得到模具；

（3）型壳浆料的制备：面层浆料以2.5:10.5:0.8的重量比将快干硅溶胶、锆英粉、铝酸

钴粉混合，并搅拌24h直至浆料混合均匀；背层浆料以1:1 .4的重量比将硅溶胶、莫来粉混

合，并搅拌8小时；其中，面层浆料的粘度为70s-1，pH值为8.5；背层浆料的粘度为25s-1，pH值

为8.5；

（4）零件型壳的制备：将陶瓷芯放入零件蜡模模具，充入填充蜡压制成型零件蜡模，将

零件蜡模先后浸入步骤（3）所述背层浆料和面层浆料中，旋转5s后取出，获得均匀涂层，使

用不同粒径的型砂均匀淋在蜡模上，面层制作两层，背层制作六层，获得零件型壳；面层砂

为120目，过渡层（第2层）80目；第3层60目，其余5层全部是16目砂；

（5）型壳的脱蜡：将型壳放入脱蜡釜，在180℃和1.0Mpa的条件下将蜡模脱去；

（6）型壳的预焙烧：将型壳放入焙烧炉，在950℃焙烧1h，将残余蜡烧净，同时将型壳水

分烧去，增加模壳高温强度；

（7）零件的浇注：将零件型壳预热至1165℃，保温4h，对合金进行精炼，精炼后将合金在

1555℃温度下真空浇注得到带浇道零件，最后切割打磨，得到涡轮，零件整体壁厚为1.4mm。

[0026] 实施例3

一种高温合金涡轮的精密铸造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1）零件模具设计制造：零件蜡模模具采用底注式设计来保证蜡模整体充型，模具材料

为锻铝6061，模具整体为箱体结构，由40个活块组合而成；

（2）陶瓷芯制备：由于零件内腔的复杂结构，零件内腔采用陶瓷型芯填充，陶瓷芯为铝

基陶瓷，表面涂覆铝酸钴以减少零件表面缩松，其中氧化铝的质量分数为99%，铝酸钴1%，制

备得到模具；

（3）型壳浆料的制备：面层浆料以2.5:10:1的重量比将快干硅溶胶、锆英粉、铝酸钴粉

混合，并搅拌24h直至浆料混合均匀；背层浆料以1:1.5的重量比将硅溶胶、莫来粉混合，并

搅拌8小时；其中，面层浆料的粘度为60s-1，pH值为10；背层浆料的粘度为20s-1，pH值为10；

（4）零件型壳的制备：将陶瓷芯放入零件蜡模模具，充入填充蜡压制成型零件蜡模，将

零件蜡模先后浸入步骤（3）所述背层浆料和面层浆料中，旋转5s后取出，获得均匀涂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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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粒径的型砂均匀淋在蜡模上，面层制作两层，背层制作六层，获得零件型壳；面层砂

为120目，过渡层（第2层）70目；第3层45目，其余5层全部是25目砂；

（5）型壳的脱蜡：将型壳放入脱蜡釜，在180℃和0.8Mpa的条件下将蜡模脱去；

（6）型壳的预焙烧：将型壳放入焙烧炉，在975℃焙烧1h，将残余蜡烧净，同时将型壳水

分烧去，增加模壳高温强度；

（7）零件的浇注：将零件型壳预热至1135℃，保温8h，对合金进行精炼，精炼后将合金在

1525℃温度下真空浇注得到带浇道零件，最后切割打磨，得到涡轮，零件整体壁厚为1.4mm。

[002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在本

发明的发明构思下，利用本发明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变换，或直接/间接运用在其他

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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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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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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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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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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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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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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