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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压铸用高导热铝合金制备设备

及其制备方法，该高导热铝合金，各个配料组分

含量为：硅7.0~11.5％；镁0.15~0.65％；铁0.10‑

0 .65％；锰≤0 .15％；铜≤1 .5％；硼0 .01~
0 .05％；钛0.01~0 .05％；铬0.05~0 .25％；锌≤

0.03％；其余为铝；镁含量、钛含量及十倍的硼含

量的总和区间为0.3%‑0.8%之间，即0.3%≤Mg%+5

×Ti%+10×B%≤0.8%；该高导热铝合金其取样导

热系数大于180W/m•K，强塑积>1000MPa%；本发明

设计合理、结构紧凑且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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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压铸用高导热铝合金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首先，将配料在各个上料在加热熔炉（9）中加热到熔融态；然后，熔融态的配料

通过配料输出管（10）从豁口滴入到定量存储罐（12）中；其次，当定量存储罐（12）中配料到

达设定重量后，定量存储罐（12）在定量支架（11）摆动为头重脚轻，熔融态配料从进料上开

口（13）下流到对应工位电加热炉（7）中；再次，根据设定温度，对各个工位的电加热炉（7）加

热至设定条件，在定量存储罐（12）的搅拌釜对其搅拌；紧接着，在下出料工位（22）将配置好

的配料输出；

步骤二，首先，驱动轴（29）驱动偏心轴（28）在吊装孔（27）中转动，带动倾斜底部网框

（30）在分装加热炉（25）中晃动，从而对分装加热炉（25）内熔融配件进行搅拌，同时避免杂

物堵塞网孔；然后，伸缩杆驱动偏心轴（28）与吊装孔（27）分离，同时，吊耳（31）将存在大于

网孔的杂物的倾斜底部网框（30）取出；其次，对分装加热炉（25）进行静置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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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汽车的压铸高导热铝合金制作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用于汽车的压铸高导热铝合金制作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高压铸造成型技术是铝及铝合金材料铸件最为常用的成型方法之一，广泛的应用

于汽车，通讯，能源，消费电子等行业。通常来说，压力铸造铝合金部件具有结构复杂，薄壁

轻量化，易回收等优点。如今，随着新能源和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大型结构和功能一

体化要求对先进材料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以往的铝合金材料设计，是在高强度与高塑性之

间平衡的二维优化，即强度和塑性的乘积最大化，简称强塑积最大化。由于一些压铸铝合金

部件，特别是通讯和新能源汽车的散热部件需求激增，又增加了导热方面的要求，需要提供

一个强度，塑性和导热率的三维优化体系，同时还要兼顾大型复杂结构件的超高流动性和

凝固特性等工艺方面的要求，需要对压铸铝合金材料进行重新设计。因此，需要从材料设计

和熔炼制备工艺相结合，大幅度提到铸件产品的机械性能和导热性能。

[0003] 目前，普通压铸铝合金以AlSi9Cu3和ADC12为例，导热系数为100～120W/m•K左右，

铸态屈服强度在130‑150MPa之间，延伸率在3%以内（强塑积小于500MPa%）。虽然传统压铸材

料的成形性较好，但是不能有效满足电子、电气、通讯、机电等结构部件在服役过程中因元

器件等发热过大的现象。普通压铸铝合金不能很好的解决上述结构功能一体化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总的来说是提供一种压铸用高导热铝合金制备设备

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是为了解决上述不足，从合金的组分设计开始，采用热力学计算的方

法，优化强化相和阻碍散热的固溶原子和析出相的体积分数，同时根据实验结果优化材料

的流动和凝固特性。提供一种合金流动性好、机械性能优异、导热系数高耐腐蚀性良好的压

铸用高导热铝合金及其制备方法。母案CN202010856218.2  压铸用高导热铝合金制备设备

及其制备方法；申请号CN202010856218.2；申请日20200824。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压铸用高导热铝合金制备方法，该高导热铝合金，各个配料组分含量为：硅

7.0～11.5％；镁0.15～0.65％；铁0.10‑0.65％；锰≤0.15％；铜≤1.5％；硼0.01～0.05％；

钛0.01～0.05％；铬0.05～0.25％；锌≤0.03％；其余为铝；镁含量、钛含量及十倍的硼含量

的总和区间为0.3%‑0.8%之间，即0.3%≤Mg%+5×Ti%+10×B%≤0.8%；该高导热铝合金其取

样导热系数大于180W/m•K，强塑积>  1000MPa%；

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根据成分配料；其各个配料组分含量为：硅7.0～11.5％；镁0.15～0.65％；铁

0.10‑0 .65％；锰≤0.15％；铜≤1 .5％；硼0.01～0 .05％；钛0.01～0 .05％；铬0.05～

0.25％；锌≤0.03％；其余为铝；镁含量、钛含量及十倍的硼含量的总和区间为0.3%‑0.8%之

间，即0.3%≤Mg%+5×Ti%+10×B%≤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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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将配好的纯度铝合金锭加入熔炉中保温在T1，T1的范围760℃‑780℃；

S3，加入纯硅熔炼熔炼后保持温度在T2，T2的范围720℃‑740℃；

S4，加入铝锰中间合金、铝铬中间合金和铝钛中间合金熔炼熔炼后降温，保持T3，

T3的范围680℃‑700℃，时间大于30分钟（t4‑t3）；

S5，加入镁熔炼熔炼后，升温到T2，T2的范围720℃‑740℃；

S6，加入铝硼中间合金熔炼熔炼后升温，保持在T1，T1的范围760℃‑780℃；

S7，首先，搅拌铝合金液5‑15分钟使成分均匀；然后，除渣静置30‑60分钟（t6‑t5）

取样化验；

S8，根据化验结果调整各元素成分含量直至达到要求的范围；

S9，精炼除气，将精炼剂通过氮气吹入铝合金液底部进行精炼除气直至精炼完毕。

[0006]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在步骤S1与S3中，合金化元素硅为高纯工业硅，纯度高于99.5%，高纯铝合金锭为

A00或者纯度为99.8%的纯铝锭；

熔炉为电阻炉感应炉或反射炉  。

[0007] 借助于制备设备；  制备设备包括熔炉部和/或除杂部。

[0008] 一种压铸用高导热铝合金制备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首先，将配料在各个上料在加热熔炉中加热到熔融态；然后，熔融态的配

料通过配料输出管从豁口滴入到定量存储罐中；其次，当定量存储罐中配料到达设定重量

后，定量存储罐在定量支架摆动为头重脚轻，熔融态配料从进料上开口下流到对应工位电

加热炉中；再次，根据设定温度，对各个工位的电加热炉加热至设定条件，在定量存储罐的

搅拌釜对其搅拌；紧接着，在下出料工位将配置好的配料输出；

步骤二，首先，驱动轴驱动偏心轴在吊装孔中转动，带动倾斜底部网框在分装加热

炉中晃动，从而对分装加热炉内熔融配件进行搅拌，同时避免杂物堵塞网孔；然后，伸缩杆

驱动偏心轴与吊装孔分离，同时，吊耳将存在大于网孔的杂物的倾斜底部网框取出；其次，

对分装加热炉进行静置加热。

[0009] 一种压铸用高导热铝合金制备设备，包括熔炉部和/或除杂部。

[0010]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在端铰接轴上铰接有悬挂架，在悬挂架下端两侧设置有导向长槽，在导向长槽中

设置有悬挂轴，在悬挂轴之间安装有电加热炉，在电加热炉一侧设置有拨动臂；

在旋转中心架上分布有第一配料工位、第二配料工位、第三配料工位、第N配料工

位及下出料工位；

第一配料工位、第二配料工位、第三配料工位、第N配料工位用于对应的配料的上

料部；下出料工位位于旋转中心架下方；

上料部包括预加热熔炉，用于将配料加热至熔融态；在预加热熔炉下端输出口设

置有带有加热丝的配料输出管，在配料输出管下端设置有定量支架，在定量支架上通过铰

接轴铰接有定量存储罐的中前部，在定量存储罐的进料上开口上部具有豁口，该豁口对应

配料输出管的下出口且具有截止阀；

在定量存储罐上设置有配重件，根据所加入配料重量配置对应重量的配重件；

当定量存储罐空载的时候，定量存储罐头轻脚重；当配料输出管加入定量存储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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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熔融液态的配料，当配料加入重量达到所设重量后，定量存储罐在定量支架摆动为头重

脚轻，熔融态配料从进料上开口下流到电加热炉中；

在定量存储罐上设置有定量加热线圈，在定量支架的铰接轴上套装有与定量加热

线圈连接的定量电滑环，在定量支架上设置有与定量电滑环接触的端子；

在下出料工位进入侧设置有导向斜板，导向斜板用于与拨动臂接触，在加热熔炉

下降的过程，拨动臂在导向斜板上滑动，使得定量存储罐向下倾翻出料；

在下出料工位设置有加热熔炉，加热熔炉具有下排料口；

除杂部，包括位于下出料工位下方的分装加热炉，在分装加热炉中设置有带有起

吊耳的倾斜底部网框；在倾斜底部网框上方设置有支耳座，在支耳座上设置有吊装孔，在吊

装孔上活动有由振动电机的驱动轴通过伸缩杆驱动的偏心轴；

偏心轴在吊装孔中转动，带动倾斜底部网框在分装加热炉中晃动。

[0011]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是：本发明的导热系数大于160W./m.K高、且压铸性

能耐腐蚀性良好且机械加工性能好及原材料成本低等优点可广泛用于电子电气通讯机电

行业可有效解决电子电气通讯机电行业存在的许多工作时因元器件等发热而影响工作的

现象对降低生产成本有很好的作用。

[0012] 本发明通过调整合金成分和熔炼过程的中间合金添加顺序，及温度和保持时间的

调节，保证了压铸铝合金具有铸态条件下的高导热系数（大于180W/m•K），强塑积超过

1000MPa%，而且压铸性能和耐腐蚀性良好，有效地解决了结构功能一体化压铸件的问题。

本发明设计合理、成本低廉、结实耐用、安全可靠、操作简单、省时省力、节约资金、

结构紧凑且使用方便。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图2是本发明的温度控制曲线图；

图3是本发明的加热使用结构示意图。

[0014] 图4是本发明的熔融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是本发明的静置结构示意图。

[0016] 图6是本发明的网框结构示意图。

其中：  1、旋转中心架；2、加长臂；3、端铰接轴；4、悬挂架；5、导向长槽；6、悬挂轴；

7、电加热炉；8、拨动臂；9、预加热熔炉；10、配料输出管；11、定量支架；12、定量存储罐；13、

进料上开口；14、配重件；15、导向斜板；16、定量加热线圈；17、定量电滑环；18、第一配料工

位；19、第二配料工位；20、第三配料工位；21、第N配料工位；22、下出料工位；23、加热熔炉；

24、下排料口；25、分装加热炉；26、支耳座；27、吊装孔；28、偏心轴；29、驱动轴；30、倾斜底部

网框；31、起吊耳。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如图1‑6所示，本实施例的压铸用高导热铝合金制备方法，该高导热铝合金，各个

配料组分含量为：硅7.0～11 .5％；镁0.15～0.65％；铁0.10‑0 .65％；锰≤0.15％；铜≤

1.5％；硼0.01～0.05％；钛0.01～0.05％；铬0.05～0.25％；锌≤0.03％；其余为铝；镁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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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钛含量及十倍的硼含量的总和区间为0.3%‑0.8%之间，即0.3%≤Mg%+5×Ti%+10×B%≤

0.8%；该高导热铝合金其取样导热系数大于180W/m•K，强塑积>  1000MPa%；

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根据成分配料；其各个配料组分含量为：硅7.0～11.5％；镁0.15～0.65％；铁

0.10‑0 .65％；锰≤0.15％；铜≤1 .5％；硼0.01～0 .05％；钛0.01～0 .05％；铬0.05～

0.25％；锌≤0.03％；其余为铝；镁含量、钛含量及十倍的硼含量的总和区间为0.3%‑0.8%之

间，即0.3%≤Mg%+5×Ti%+10×B%≤0.8%；

S2，将配好的纯度铝合金锭加入熔炉中保温在T1，T1的范围760℃‑780℃；

S3，加入纯硅熔炼熔炼后保持温度在T2，T2的范围720℃‑740℃；

S4，加入铝锰中间合金、铝铬中间合金和铝钛中间合金熔炼熔炼后降温，保持T3，

T3的范围680℃‑700℃，时间大于30分钟（t4‑t3）；

S5，加入镁熔炼熔炼后，升温到T2，T2的范围720℃‑740℃；

S6，加入铝硼中间合金熔炼熔炼后升温，保持在T1，T1的范围760℃‑780℃；

S7，首先，搅拌铝合金液5‑15分钟使成分均匀；然后，除渣静置30‑60分钟（t6‑t5）

取样化验；

S8，根据化验结果调整各元素成分含量直至达到要求的范围；

S9，精炼除气，将精炼剂通过氮气吹入铝合金液底部进行精炼除气直至精炼完毕。

[0018] 在步骤S1与S3中，合金化元素硅为高纯工业硅，纯度高于99.5%，高纯铝合金锭为

A00或者纯度为99.8%的纯铝锭；

熔炉为电阻炉感应炉或反射炉  。

[0019] 借助于制备设备；  制备设备包括熔炉部和/或除杂部。

[0020] 本实施例的压铸用高导热铝合金制备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针对S1‑S6，步骤一，首先，将配料在各个上料在加热熔炉9中加热到熔融态；然后，

熔融态的配料通过配料输出管10从豁口滴入到定量存储罐12中；其次，当定量存储罐12中

配料到达设定重量后，定量存储罐12在定量支架11摆动为头重脚轻，熔融态配料从进料上

开口13下流到对应工位电加热炉7中；再次，根据设定温度，对各个工位的电加热炉7加热至

设定条件，在定量存储罐12的搅拌釜对其搅拌；紧接着，在下出料工位22将配置好的配料输

出；

针对S7中  ，步骤二，首先，驱动轴29驱动偏心轴28在吊装孔27中转动，带动倾斜底

部网框30在分装加热炉25中晃动，从而对分装加热炉25内熔融配件进行搅拌，同时避免杂

物堵塞网孔；然后，伸缩杆驱动偏心轴28与吊装孔27分离，同时，吊耳31将存在大于网孔的

杂物的倾斜底部网框30取出；其次，对分装加热炉25进行静置加热。

[0021] 本实施例的压铸用高导热铝合金制备设备，包括熔炉部和/或除杂部。

[0022] 在端铰接轴3上铰接有悬挂架4，在悬挂架4下端两侧设置有导向长槽5，在导向长

槽5中设置有悬挂轴6，在悬挂轴6之间安装有电加热炉7，在电加热炉7一侧设置有拨动臂8；

在旋转中心架1上分布有第一配料工位18、第二配料工位19、第三配料工位20、第N

配料工位21及下出料工位22；

第一配料工位18、第二配料工位19、第三配料工位20、第N配料工位21用于对应的

配料的上料部；下出料工位22位于旋转中心架1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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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料部包括预加热熔炉9，用于将配料加热至熔融态；在预加热熔炉9下端输出口

设置有带有加热丝的配料输出管10，在配料输出管10下端设置有定量支架11，在定量支架

11上通过铰接轴铰接有定量存储罐12的中前部，在定量存储罐12的进料上开口13上部具有

豁口，该豁口对应配料输出管10的下出口且具有截止阀；

在定量存储罐12上设置有配重件14，根据所加入配料重量配置对应重量的配重件

14；

当定量存储罐12空载的时候，定量存储罐12头轻脚重；当配料输出管10加入定量

存储罐12的熔融液态的配料，当配料加入重量达到所设重量后，定量存储罐12在定量支架

11摆动为头重脚轻，熔融态配料从进料上开口13下流到电加热炉7中；

在定量存储罐12上设置有定量加热线圈16，在定量支架11的铰接轴上套装有与定

量加热线圈16连接的定量电滑环17，在定量支架11上设置有与定量电滑环17接触的端子；

在下出料工位22进入侧设置有导向斜板15，导向斜板15用于与拨动臂8接触，在加

热熔炉23下降的过程，拨动臂8在导向斜板15上滑动，使得定量存储罐12向下倾翻出料；

在下出料工位22设置有加热熔炉23，加热熔炉23具有下排料口24；

除杂部，包括位于下出料工位22下方的分装加热炉25，在分装加热炉25中设置有

带有起吊耳31的倾斜底部网框30；在倾斜底部网框30上方设置有支耳座26，在支耳座26上

设置有吊装孔27，在吊装孔27上活动有由振动电机的驱动轴29通过伸缩杆驱动的偏心轴

28；

偏心轴28在吊装孔27中转动，带动倾斜底部网框30在分装加热炉25中晃动。

[0023] 实施例1

准备如下组分：硅：7.5％；镁0.3%5％；铁：0.3%5％；锰：0.3%5％；铜：0.05％；硼：

0.013%；钛：0.02%；铬：0.25%；锌：0.02％；其余为铝；Mg%+5Ti%+10×B%=0.58%＜0.8%

如图1所示，将上述材料按如下步骤：

(1)根据成分配料；

(2)将配好的纯度铝合金锭加入熔炉中保温在T1(760℃)；

(3)加入纯硅熔炼熔炼后保持温度在T2(740℃)；

(4)加入铝锰中间合金、铝铬中间合金和铝钛中间合金熔炼熔炼后降温，保持T3

(700℃)，时间60分钟(t4‑t3)；

(5)加入镁熔炼熔炼后，升温到T2(720℃)；

(6)加入铝硼中间合金熔炼熔炼后升温，保持在T1(77℃)；

(7)搅拌铝合金液5‑15分钟使成分均匀然后除渣静置45分钟(t6‑t5)取样化验；

(8)根据化验结果调整各元素成分含量直至达到要求的范围；

(9)精炼除气将精炼剂通过氮气吹入铝合金液底部进行精炼除气直至精炼完毕。

[0024] 实施例1所获得的高导热高强韧铝合金的导热率为182W/m•K，屈服强度145MPa，延

伸率8.5%，强塑积1232.5MPa%  >  1000MPa%  ；

实施例2

准备如下组分：硅：9.5％；镁0 .28％；铁：0.45％；锰：0.45％；铜：0.25％；硼：

0.018%；钛：0.03%；铬：0.25%；锌：0.02％；其余为铝；Mg%+5Ti%+10×B%=0.61%＜0.8%；

如图1所示，将上述材料按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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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成分配料；

(2)将配好的纯度铝合金锭加入熔炉中保温在T1(770℃)；

(3)加入纯硅熔炼熔炼后保持温度在T2(730℃)；

(4)加入铝锰中间合金、铝铬中间合金和铝钛中间合金熔炼熔炼后降温，保持T3

(690℃)，时间45分钟(t4‑t3)；

(5)加入镁熔炼熔炼后，升温到T2(720℃)；

(6)加入铝硼中间合金熔炼熔炼后升温，保持在T1(780℃)；

(7)搅拌铝合金液5‑15分钟使成分均匀然后除渣静置60分钟(t6‑t5)取样化验；

(8)根据化验结果调整各元素成分含量直至达到要求的范围；

(9)精炼除气将精炼剂通过氮气吹入铝合金液底部进行精炼除气直至精炼完毕。

[0025] 所获得的高导热高强韧铝合金的导热率为187W/m•K，屈服强度132MPa，延伸率

9.5%，强塑积1254MPa%  >  1000MPa%；

实施例3准备如下组分：硅：8.5％；镁0.48％；铁：0.25％；锰：0.55％；铜：0.25％；

硼：0.025%；钛：0.01%；铬：0.20%；锌：0.03％；其余为铝；Mg%+5Ti%+10×B%=0.78%＜0.8%

如图1所示，将上述材料按如下步骤：

(1)根据成分配料；

(2)将配好的纯度铝合金锭加入熔炉中保温在T1(760℃)；

(3)加入纯硅熔炼熔炼后保持温度在T2(720℃)；

(4)加入铝锰中间合金、铝铬中间合金和铝钛中间合金熔炼熔炼后降温，保持T3

(690℃)，时间45分钟(t4‑t3)；

(5)加入镁熔炼熔炼后，升温到T2(720℃)；

(6)加入铝硼中间合金熔炼熔炼后升温，保持在T1(770℃)；

(7)搅拌铝合金液5‑15分钟使成分均匀然后除渣静置60分钟(t6‑t5)取样化验；

(8)根据化验结果调整各元素成分含量直至达到要求的范围；

(9)精炼除气将精炼剂通过氮气吹入铝合金液底部进行精炼除气直至精炼完毕。

[0026] 实施例3所获得的高导热高强韧铝合金的导热率为185W/m•K，屈服强度165MPa，延

伸率6.4%，强塑积1256MPa%  >  1000MPa%。

[0027] 实施例4，准备如下组分：硅：7％；镁0.15％；铁：0.1％；锰：0.01％；铜：0.01％；硼：

0.05%；钛：0.01%；铬：0.05%；锌：0.01％；其余为铝；

T1(760℃)；T2(720℃)；  T3(680℃)，  Mg%+5Ti%+10×B%=0.5%＜0.8%；

所获得的高导热高强韧铝合金的导热率为192W/m•K，屈服强度148MPa，延伸率

8.7%，强塑积1210MPa%  >  1000MPa%  ；

实施例5，准备如下组分：硅：11.5％；镁0.45％；铁：0.65％；锰：0.15％；铜：1.5％；

硼：0.01%；钛：0.01%；铬：0.25%；锌：0.03％；其余为铝；

Mg%+5Ti%+10×B%=0.6%＜0.8%  ；

T1(760℃)；T2(720℃)；  T3(680℃)，

所获得的高导热高强韧铝合金的导热率为188W/m•K，屈服强度135MPa，延伸率

8.1%，强塑积1278MPa%  >  1000MPa%  ；

实施例6，准备如下组分：硅：11.5％；镁0.15％；铁：0.65％；锰：0.14％；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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硼：0.01%；钛：0.05%；铬：0.25%；锌：0.03％；其余为铝；

Mg%+5Ti%+10×B%=0.7%＜0.8%；

T1(780℃)；T2(740℃)；  T3(700℃)。

[0028] 所获得的高导热高强韧铝合金的导热率为190W/m•K，屈服强度151MPa，延伸率

8.9%，强塑积1278MPa%  >  1000MPa%  。

[0029] 本发明通过旋转中心架1实现各个工序的衔接，加长臂2从而扩展空间，实现对各

个工位的兼容，端铰接轴3为短轴结构，从而避开中间，而不沾染熔融配料，悬挂架4实现悬

挂，导向长槽5从而实现兼容从而减少轴承等部件。同样保证了灵活转动，长槽上优选有开

口。从而方便拆装，悬挂轴6，电加热炉7，实现了分装加热，将整个划分为若干单个，从而满

足不同区域的加热，降低能耗，拨动臂8上可以带有滚轮，以降低摩擦力，预加热熔炉9实现

对各个配料的单独加热为熔融态，从而避免固体加入等待变为熔融态的时间，配料输出管

10实现精确输出，定量支架11为支撑，定量存储罐12利用重力与配重件14实现称量，当罐中

熔融态配料大于设定重量，罐体的进料上开口13下摆送料，利用豁口进料，导向斜板15与拨

动臂8使得电加热炉7逐渐倾倒，从而使得熔融液流出，定量加热线圈16实现持续加热，定量

电滑环17实现在摆动中与端子接触通电，第一配料工位18，第二配料工位19，第三配料工位

20，第N配料工位21可以根据配料来增减，下出料工位22实现输出，加热熔炉23实现持续加

热，下排料口24实现加热，分装加热炉25实现保温加热，支耳座26实现悬挂，吊装孔27与偏

心轴28配合实现了倾斜底部网框30在分装加热炉25的晃动搅拌与分离，从而将大颗粒杂质

的存留，起吊耳31实现了吊装，驱动轴29实现偏心驱动，通过伸缩杆实现分离，本发明通过

上下分布，从而利用热气上升原理，对各个工位件进行热辐射与热对流。将整体加热分为单

个加热，提高效率，节能。维修与拆卸方便。

[0030] 本发明充分描述是为了更加清楚的公开，而对于现有技术就不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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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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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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