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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及其

制备方法，包括如下原料制成：钠基膨润土、粉煤

灰、煤系高岭土和草木灰。本发明制备的添加剂，

不需要添加煤粉和陶土就可以完成造型，所述的

添加剂无毒、无味、无烟、无尘、洁净，降低了大气

粉尘污染，改善了空气质量，改善了生态环境，保

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通过本发明的添加剂

制成的型砂具有防粘砂效果，铸件表面光洁细

腻，具有较好的韧性。因没有煤粉燃烧产生的气

体，改善了型砂的透气性机理，减少了因透气性

产生的铸件缩松、缩孔、皮下气等废品，有效的提

高了铸件的成品率，内在质量也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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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原料制成：钠基膨润土、粉煤灰、煤

系高岭土和草木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其特征在于，按照重量份，包括如下原

料制成：钠基膨润土53-56重量份、粉煤灰20-22重量份、煤系高岭土11-15重量份和草木灰

9-13重量。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其特征在于，按照重量份，包括如下原

料制成：钠基膨润土54.5重量份、粉煤灰21重量份、煤系高岭土13重量份和草木灰11重量。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石英砂

2-3重量份。

5.根据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石英砂

2.5重量份。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石英砂的粒径为

40-100目。

7.根据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粉煤灰

的粒径为20-30μm。

8.一种权利要求1-7任意一项所述的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如下步骤：按照各原料的重量分别称取备用，将备用的各原料进行混合，搅拌均匀，得到

所述的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钠基膨

润土经过改性处理，具体改性方法如下：将钠基膨润土溶于水中，加入十六烷基三甲基氯化

铵和乙醇胺，在78-82℃进行反应15-17h，抽滤，得到改性钠基膨润土。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钠基膨润土

与水的质量比为1:14-16，十六烷基三甲基氯化铵和乙醇胺的质量比为1: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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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湿型砂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用型砂铸造生产的铸件占总铸件的80％，砂型铸造的造型材料在生产中占

有重要地位，直接影响铸造生产的能源消耗、环境污染，以及铸件的质量、生产效率和成本，

国内外广泛使用的煤粉粘土湿型砂，一般由原砂、粘结剂、煤粉添加物等与水混合而成，具

有一定的防粘砂效果和材料成本、生产效率高的优点，但其消耗量大、排放严重。

[0003] 为了避免铸件粘砂和夹砂类缺陷，在湿型砂中需要加入一定量的煤粉和陶土，煤

粉中的挥发份在高温条件下热解成一层碳膜涂覆在铸型-金属界面上，对金属起到物理的

屏障作用，同时它也不被铁水润湿，可阻止铁水的渗入，防止粘砂类缺陷的产生。煤粉的另

一个重要性质就是在500-600℃发生软化结焦，这种充填在砂砾孔隙之间的海绵状物质，可

以吸收石英砂在600℃左右发生的剧烈膨胀，从而减少由于型砂膨胀而产生的结疤缺陷，但

是煤粉通过高温的浇注时会燃烧，进而产生大量的烟雾导致大气污染，造成空气的污染，陶

土容易产生尘土飞扬，PM值不达标，也会造成空气中产生霾。

[0004] 鉴于以上原因，特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以上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及其

制备方法，所述的添加剂在铸件制造过程中，不会释放有害气体，降低了大气粉尘污染，改

善了空气质量，改善了生态环境，保障了人们群众的身体健康，为新型绿色环保材料，同时

还能有效解决铸件的粘砂、气孔、粘团、抛光效率等问题。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包括如下原料制成：钠基膨润土、粉煤灰、煤系高岭土

和草木灰。

[0008] 进一步的，按照重量份，包括如下原料制成：钠基膨润土53-56重量份、粉煤灰20-

22重量份、煤系高岭土11-15重量份和草木灰9-13重量。

[0009] 进一步的，按照重量份，包括如下原料制成：钠基膨润土54.5重量份、粉煤灰21重

量份、煤系高岭土13重量份和草木灰11重量。

[0010] 进一步的，还包括石英砂2-3重量份。

[0011] 进一步的，还包括石英砂2.5重量份。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的石英砂的粒径为40-100目。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的粉煤灰的粒径为20-30μm。

[0014] 一般，粉煤灰指从煤燃烧后的烟气中收捕下来的细灰，颗粒的粒径范围为0.5～

300μm。然而，粉煤灰是一个统称，并非一个内涵单一的具体概念。由于煤的灰量变化范围很

广，而且这一变化不仅发生在来自世界各地或同一地区不同煤层的煤中，甚至也发生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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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煤矿不同的部分的煤中。在显微镜下观察，粉煤灰是晶体、玻璃体及少量未燃炭组成的一

个复合结构的混合体。其中结晶体包括石英、莫来石、磁铁矿等；玻璃体包括光滑的球体形

玻璃体粒子、形状不规则孔隙少的小颗粒、疏松多孔且形状不规则的玻璃体球等；未燃炭多

呈疏松多孔形式。粉煤灰的物理性质包括密度、堆积密度、细度、比表面积、需水量等，这些

性质是化学成分及矿物组成的宏观反映。由于粉煤灰的组成波动范围很大，这就决定了其

物理性质的差异也很大。本发明选择特定粒径的粉煤灰，提高了型砂的抗拉强度，防止夹

砂，结疤等问题的出现。

[0015] 一种所述的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按照各原料的重量

分别称取备用，将备用的各原料进行混合，搅拌均匀，得到所述的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

[0016] 进一步的，所述的钠基膨润土经过改性处理，具体改性方法如下：将钠基膨润土溶

于水中，加入十六烷基三甲基氯化铵和乙醇胺，在78-82℃进行反应15-17h，抽滤，得到改性

钠基膨润土。

[0017] 进一步的，钠基膨润土与水的质量比为1:14-16，十六烷基三甲基氯化铵和乙醇胺

的质量比为1:1.8-2.2。

[0018] 其中，钠基膨润土的阳离子交换容量为100mmol/100g。

[0019] 本发明优选的方法，对钠基膨润土进行了改性处理，改性后的膨润土具有稳定的

性能，使得制备的型砂性能波动小，适应范围广，紧实度增加，解决了铸型凹坑、拐角、吊胎

等处的填不实的现象，同时防粘砂效果好，铸件表面光洁细腻。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1] (1)本发明制备的添加剂，不需要添加煤粉和陶土就可以完成造型，所述的添加剂

无毒、无味、无烟、无尘、洁净，降低了大气粉尘污染，改善了空气质量，改善了生态环境，保

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另外，改善了车间作业环境，将铸造工人从煤灰污染中解救出

来，可以大大减少疾病的发生；

[0022] (2)通过本发明的添加剂制成的型砂具有防粘砂效果，铸件表面光洁细腻，具有较

好的韧性，又有好的流动性，型砂柔而不粘，滑而不散，既能很好的解决铸型凹坑、拐角、吊

胎等处的填不实的现象，又能保持良好的成型性，对于起模性能的改善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此外，型砂材料性能稳定，水分敏感性小，性能波动小，适应范围广，可以有效的提高型砂的

热湿度，抗拉强度，减少热应压力，防止夹砂，结疤等问题的出现，因没有煤粉燃烧产生的气

体，改善了型砂的透气性机理，减少了因透气性产生的铸件缩松、缩孔、皮下气等废品，有效

的提高了铸件的成品率，内在质量也大幅提高；

[0023] (3)本发明的添加剂对钠基膨润土进行了改性处理，改性后的膨润土具有稳定的

性能，使得制备的型砂性能波动小，适应范围广，紧实度增加，防粘砂效果好，铸件表面光洁

细腻。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

详细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

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得到的所有

其它实施方式，都属于本发明所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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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实施例1

[0026] 本实施的一种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包括如下原料制成：钠基膨润土53kg、粉煤灰

20kg、煤系高岭土11kg和草木灰9kg，其中粉煤灰的粒径为20μm。

[0027] 本实施例的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按照各原料的重量

分别称取备用，将备用的各原料进行混合，搅拌均匀，得到所述的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

[0028] 实施例2

[0029] 本实施的一种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包括如下原料制成：钠基膨润土53kg、粉煤灰

20kg、煤系高岭土11kg和草木灰9kg，其中粉煤灰的粒径为30μm，石英砂的粒径为40-100目。

[0030] 本实施例的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按照各原料的重量

分别称取备用，将备用的各原料进行混合，搅拌均匀，得到所述的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

[0031] 实施例3

[0032] 本实施的一种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包括如下原料制成：钠基膨润土53kg、粉煤灰

20kg、煤系高岭土11kg、草木灰9kg和石英砂2.5kg，其中粉煤灰的粒径为25μm，石英砂的粒

径为40-100目。

[0033] 本实施例的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按照各原料的重量

分别称取备用，将备用的各原料进行混合，搅拌均匀，得到所述的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其

中，所述的钠基膨润土经过改性处理，具体改性方法如下：将钠基膨润土溶于水中，加入十

六烷基三甲基氯化铵和乙醇胺，在80℃进行反应16h，钠基膨润土与水的质量比为1:15，十

六烷基三甲基氯化铵和乙醇胺的质量比为1:2，钠基膨润土的阳离子交换容量为100mmol/

100g，抽滤，得到改性钠基膨润土。

[0034] 实施例4

[0035] 本实施的一种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包括如下原料制成：钠基膨润土56kg、粉煤灰

22kg、煤系高岭土15kg、草木灰11kg和石英砂2kg，其中粉煤灰的粒径为22μm，石英砂的粒径

为40-100目。

[0036] 本实施例的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按照各原料的重量

分别称取备用，将备用的各原料进行混合，搅拌均匀，得到所述的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其

中，所述的钠基膨润土经过改性处理，具体改性方法如下：将钠基膨润土溶于水中，加入十

六烷基三甲基氯化铵和乙醇胺，在78℃进行反应15h，钠基膨润土与水的质量比为1:14，十

六烷基三甲基氯化铵和乙醇胺的质量比为1:1 .8，钠基膨润土的阳离子交换容量为

100mmol/100g，抽滤，得到改性钠基膨润土。

[0037] 实施例5

[0038] 本实施的一种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包括如下原料制成：钠基膨润土54kg、粉煤灰

21.5kg、煤系高岭土14kg、草木灰10kg和石英砂3kg，其中粉煤灰的粒径为28μm，石英砂的粒

径为40-100目。

[0039] 本实施例的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按照各原料的重量

分别称取备用，将备用的各原料进行混合，搅拌均匀，得到所述的粘土湿型砂用添加剂；其

中，所述的钠基膨润土经过改性处理，具体改性方法如下：将钠基膨润土溶于水中，加入十

六烷基三甲基氯化铵和乙醇胺，在82℃进行反应17h，钠基膨润土与水的质量比为1:16，十

六烷基三甲基氯化铵和乙醇胺的质量比为1:2 .2，钠基膨润土的阳离子交换容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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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mol/100g，抽滤，得到改性钠基膨润土。

[0040] 试验例1

[0041] 分别将实施例1-5制备的添加剂制成型砂，按照原砂88.5kg，添加剂5.5和水4.5制

备型砂，检测型砂排气筒排放的气体中颗粒物(检测方法重量法GB/T16157-1996)、氮氧化

物(检测方法定电位电解法HJ693-2014)、一氧化碳(检测方法定电位电解法【国家环保总局

(第四版增补版2003第五篇/第四章/十一/二)】)、二氧化硫(检测方法定电位电解法HJ/

T57-2000)、汞及其他化合物(检测方法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国家环保总局(第四版增补版

2003第五篇/第三章/七/二】)、烟气黑度的测定(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法HJ/T398-2007)，结果

见表1。

[0042] 表1

[0043]

[0044] 通过表1可以看出，利用本发明的添加剂制备的型砂无毒、无味、无烟、无尘、洁净，

降低了大气粉尘污染，改善了空气质量，改善了生态环境。

[0045] 试验例2

[0046] 考察粉煤灰粒径对型砂性能的影响，采用实施例3制备的添加剂制成型砂，按照原

砂88.5kg，添加剂5.5和水4.5制备型砂，只改变粉煤灰的粒径，结果见表2。

[0047]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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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粉煤灰粒径(μm) 15 18 20 25 30 32 35

常温抗拉强度(kPa) 16.3 18.4 23.8 24.0 23.5 18.8 15.6

[0049] 从表2可以看出，粉煤灰的粒径大小对型砂的常温抗拉强度具有较大的影响，采用

本发明的粒径下的抗拉强度较大，这是由于粒径的大小决定了粉煤灰的物理性质差异很

大，在特定的粒径下，粉煤灰的活性最大，制备的型砂的抗拉强度较大。

[0050] 本发明人也对其他实施例做了上述试验，结果基本一致，由于篇幅有限，不再一一

列举。

[0051] 试验例3

[0052] 分别将实施例1-5制备的分别将实施例1-5制备的添加剂制成型砂，按照原砂

88.5kg，添加剂5.5和水4.5制备型砂，检测型砂的性能结果如表3所示。

[0053] 表3

[0054]

样品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实施例5

紧实度(％) 37.2 37.8 45.6 46.7 45.3

[0055] 从表3可以看出，实施例1-2制备的型砂比实施例3-5制备的型砂的紧实度低，这是

由于实施例3-5中对钠基膨润土进行了改性处理，改性后的膨润土具有稳定的性能，使得制

备的型砂性能波动小，适应范围广，紧实度增加，解决了铸型凹坑、拐角、吊胎等处的填不实

的现象，同时防粘砂效果好，铸件表面光洁细腻。

[005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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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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