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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电磁搅拌与自主搅拌的铝青铜连
铸炉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电磁搅拌与自主搅
拌的铝青铜连铸炉，
涉及连铸技术领域。基于电
磁搅拌与自主搅拌的铝青铜连铸炉，
包括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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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搅拌器、炉体上部的超声波发生器、
高温石
墨传导机构。
所述电磁搅拌器固定安装在炉体的
前方出熔体处。
超声波发生器安装在炉体的顶部
并把能量传递至顶部的石墨套端部。
基于电磁搅
拌与自主搅拌的铝青铜连铸炉，
在凝固时通过电
磁搅拌细化、均匀组织，
在熔化端通过超声波去
除形成的密度较轻的杂质，
可生产杂质含量低、
氧含量少、
组织均匀的高质量铸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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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基于电磁搅拌与自主搅拌的铝青铜连铸炉，
包括机体(1)、
电磁搅拌器(5)、
驱动
电机(6)、
锥形螺旋条(7)、
波纹管(8)和捕集机构(9)，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磁搅拌器(5)固定
安装在机体(1)顶部的右侧，
且电磁搅拌器(5)的输出端贯穿机体(1)的顶部并延伸至机体
(1)内靠近机体(1)的内右壁，
驱动电机(6)固定安装在机体(1)底部的中部，
锥形螺旋条(7)
底环内后壁的中部通过连接杆连接在驱动电机(6)的输出轴上，
且锥形螺旋条(7)的圆心与
驱动电机(6)输出轴的圆心重合，
波纹管(8)的底端固定连接在锥形螺旋条(7)顶环的左侧，
锥形螺旋条(7)的内部呈中空状，
捕集机构(9)的后端等距连接在锥形螺旋条(7)斜边的正
面，
且锥形螺旋条(7)除去顶环和底环的每一环的内后壁中部均固定安装有捕集机构(9)；
所述捕集机构(9)包括筒体(901)、
连通管(902)、
流量控制片(903)、
连通筒(904)、
通孔
(905)、
限位片(906)、
连接管(907)、
复位弹簧(908)、
分支管(909)、
簧形螺旋条(910)和捕集
件(911) ，
筒体(901)的后端固定连接在锥形螺旋条(7)上，
连通管(902)的后端贯穿筒体
(901)的后端并与锥形螺旋条(7)的内腔连通，
流量控制片(903)嵌装在连通管(902)的内腔
后部，
连通筒(904)的后端套接在连通管(902)的前端上，
且连通筒(904)内壁的中部与连通
管(902)的前端紧密贴合，
通孔(905)分别开设在连通管(902)前端的上下两侧并与连通管
(902)的内腔连通，
限位片(906)的背面固定连接在连通筒(904)的前端，
连接管(907)的后
端插接在限位片(906)内并与连通筒(904)的内腔连通，
且连接管(907)的前端贯穿筒体
(901)的前端，
复位弹簧(908)的前后两端分别固定连接在筒体(901)的内壁前侧和限位片
(906)的正面，
分支管(909)的数量为四个，
且四个分支管(909)相近的一端等距插接在连接
管(907)前端的侧表面内并与连接管(907)的内腔连通，
四个分支管(909)相远的一端等距
与簧形螺旋条(910)靠近连接管(907)的一环的内壁四侧固定连接，
且四个分支管(909)的
内腔均与簧形螺旋条(910)的内腔连通，
捕集件(911)分别固定连接在簧形螺旋条(910)每
一环的上下两侧；
所述捕集件(911)包括固定块(9111)、捕集槽(9112)、配合槽(9113)、连通口(9114)和
活动片(9115) ，
捕集槽(9112)与配合槽(9113)对称开设在固定块(9111)的左右两侧，
且捕
集槽(9112)与配合槽(9113)的内腔呈对称倒梯形，
捕集槽(9112)与配合槽(9113)的相对一
侧通过连通口(9114)的前后两端相互连通，
且连通口(9114)开设在固定块(9111)的内腔中
部，
活动片(9115)的底部铰装在捕集槽(9112)内底部的前侧。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电磁搅拌与自主搅拌的铝青铜连铸炉，
其特征在于：
所述机体(1)还包括进料管(2)、
进水管(3)和排料管(4)，
进料管(2)的右端呈向下弯折状贯
穿机体(1)内左壁的顶部，
进水管(3)通过轴承活动连接在机体(1)顶部的中部并与机体(1)
的内腔连通，
排料管(4)纵向穿插在机体(1)底部的左侧并与机体(1)的内腔连通，
且排料管
(4)位于机体(1)外侧的一端上固定安装有排料阀，
进水管(3)左侧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波纹
管(8)的顶端并与波纹管(8)的内腔连通。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电磁搅拌与自主搅拌的铝青铜连铸炉，
其特征在于：
所述驱动电机(6)搅拌铜液时输出轴的转向为顺时针转动，
且驱动电机(6)具体为正反转电
机。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电磁搅拌与自主搅拌的铝青铜连铸炉，
其特征在于：
所述活动片(9115)的底部通过销轴铰接在捕集槽(9112)内底部的前侧，
且销轴插接在捕集
槽(9112)内的一端上套接有扭转弹簧，
扭转弹簧的两端分别插接在捕集槽(9112)的内壁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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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片(9115)的底部内，
活动片(9115)在扭转弹簧作用力下与固定块(9111)的底部呈垂直
状。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电磁搅拌与自主搅拌的铝青铜连铸炉，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复位弹簧(908)的弹力大于连通筒(904)、
限位片(906)与连接管(907)的重力和，
且连
通筒(904)的内腔呈前窄后宽状，
连通筒(904)的侧表面和限位片(906)的侧表面均与筒体
(901)的内壁滑动连接。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电磁搅拌与自主搅拌的铝青铜连铸炉，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磁搅拌器(5)的输出端位于锥形螺旋条(7)的右侧，
且电磁搅拌器(5)输出端的底部
与锥形螺旋条(7)的底部位于同一水平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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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电磁搅拌与自主搅拌的铝青铜连铸炉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连铸技术领域，
具体为一种基于电磁搅拌与自主搅拌的铝青铜连铸
炉。
背景技术
[0002] 连铸技术在当代钢铁工业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相较于传统工艺，
其具
有简化生产工序、提高金属的收得率、节约能量消耗、减少劳动力和铸坯质量好等效果。作
为提高钢材生产率的辅助手段，
电磁搅拌率先应用于钢铁的连铸工艺，
通过电磁搅拌技术
可以大幅度提高钢的清洁度，
减小皮下气孔，
扩大铸坯的等轴晶区，
降低成分偏析和过热
度，
同时电磁搅拌也适用于铝青铜。
[0003] 在利用电磁对铝青铜液进行搅拌时 ，
其中析出的杂质与铜渣呈悬浮状位于铜液
内，
在铜液密度的影响下杂质与铜渣并不能够自行上浮至液表，
虽然通过电磁搅拌能够去
除较多的杂质与铜渣，
但并不能够充分消耗或分解铜液内的杂质与铜渣，
因此需要对铜液
内悬浮的杂质与铜渣进行收集处理以保证坯材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0004] 如中国授权专利公开号为(CN 206862111 U)的一种真空自耗电极电弧熔炼炉，
包
括坩埚、
控制箱、
电极升降机构、
电极杆、
电极夹头、
自耗电极、炉壳、抽真空机构以及水冷却
机构，
通过底部电磁搅拌器与侧壁电磁搅拌器实现自搅拌与排除杂质，
该熔炼炉在利用电
磁搅拌除杂后不能够对悬浮在金属熔体内的杂质进行收集处理。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电磁搅拌与自主搅拌的铝青铜连铸炉，
该基
于电磁搅拌与自主搅拌的铝青铜连铸炉在电磁搅拌过程中对悬浮状态的杂质与铜渣进行
收集以保证坯材的质量进一步提高。
[0006] 为实现以上目的，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一种基于电磁搅拌与自主
搅拌的铝青铜连铸炉，
包括机体、
电磁搅拌器、
驱动电机、锥形螺旋条、波纹管和捕集机构，
所述电磁搅拌器固定安装在机体顶部的右侧，
且电磁搅拌器的输出端贯穿机体的顶部并延
伸至机体内靠近机体的内右壁，
驱动电机固定安装在机体底部的中部，
锥形螺旋条底环内
后壁的中部通过连接杆连接在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上，
且锥形螺旋条的圆心与驱动电机输出
轴的圆心重合，
波纹管的底端固定连接在锥形螺旋条顶环的左侧，
锥形螺旋条的内部呈中
空状，
捕集机构的后端等距连接在锥形螺旋条斜边的正面，
且锥形螺旋条除去顶环和底环
的每一环的内后壁中部均固定安装有捕集机构。
[0007] 所述捕集机构包括筒体、
连通管、
流量控制片、
连通筒、
通孔、
限位片、
连接管、
复位
弹簧、
分支管、簧形螺旋条和捕集件，
筒体的后端固定连接在锥形螺旋条上，
连通管的后端
贯穿筒体的后端并与锥形螺旋条的内腔连通，
流量控制片嵌装在连通管的内腔后部，
连通
筒的后端套接在连通管的前端上，
且连通筒内壁的中部与连通管的前端紧密贴合，
通孔分
别开设在连通管前端的上下两侧并与连通管的内腔连通，
限位片的背面固定连接在连通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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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端，
连接管的后端插接在限位片内并与连通筒的内腔连通，
且连接管的前端贯穿筒体
的前端，
复位弹簧的前后两端分别固定连接在筒体的内壁前侧和限位片的正面，
分支管的
数量为四个，
且四个分支管相近的一端等距插接在连接管前端的侧表面内并与连接管的内
腔连通，
四个分支管相远的一端等距与簧形螺旋条靠近连接管的一环的内壁四侧固定连
接，
且四个分支管的内腔均与簧形螺旋条的内腔连通，
捕集件分别固定连接在簧形螺旋条
每一环的上下两侧。
[0008] 所述捕集件包括固定块、
捕集槽、配合槽、连通口和活动片，
捕集槽与配合槽对称
开设在固定块的左右两侧，
且捕集槽与配合槽的内腔呈对称倒梯形，
捕集槽与配合槽的相
对一侧通过连通口的前后两端相互连通，
且连通口开设在固定块的内腔中部，
活动片的底
部铰装在捕集槽内底部的前侧。
[0009] 优选的，
所述机体还包括进料管、
进水管和排料管，
进料管的右端呈向下弯折状贯
穿机体内左壁的顶部，
进水管通过轴承活动连接在机体顶部的中部并与机体的内腔连通，
排料管纵向穿插在机体底部的左侧并与机体的内腔连通，
且排料管位于机体外侧的一端上
固定安装有排料阀，
进水管左侧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波纹管的顶端并与波纹管的内腔连通。
[0010] 优选的，
所述驱动电机搅拌铜液时输出轴的转向为顺时针转动，
且驱动电机具体
为正反转电机。
[0011] 优选的，
所述活动片的底部通过销轴铰接在捕集槽内底部的前侧，
且销轴插接在
捕集槽内的一端上套接有扭转弹簧，
扭转弹簧的两端分别插接在捕集槽的内壁和活动片的
底部内，
活动片在扭转弹簧作用力下与固定块的底部呈垂直状。
[0012] 优选的，
所述复位弹簧的弹力大于连通筒、
限位片与连接管的重力和，
且连通筒的
内腔呈前窄后宽状，
连通筒的侧表面和限位片的侧表面均与筒体的内壁滑动连接。
[0013] 优选的，
所述电磁搅拌器的输出端位于锥形螺旋条的右侧，
且电磁搅拌器输出端
的底部与锥形螺旋条的底部位于同一水平线上。
[0014]
相较于现有技术：
[001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电磁搅拌与自主搅拌的铝青铜连铸炉。
具备以下
[0016] 有益效果：
[0017]
(1)、
该基于电磁搅拌与自主搅拌的铝青铜连铸炉，
通过驱动电机驱动锥形螺旋条
旋转，
并通过锥形螺旋条形状的特殊设计，
使得机体内的铜液中形成方向朝上的螺旋涡流，
从而能够将电磁搅拌器运作过程中在铜液内析出的杂质逐渐上浮，
并通过锥形螺旋条与电
磁搅拌器位置相近的配合设置，
从而能够在电磁搅拌器运作推动铜液转动时配合锥形螺旋
条转动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
增强了铜液的整体密度，
使得铜液搅拌后能够达到直接铸造
并切割的标准。
[0018]
(2)、
该基于电磁搅拌与自主搅拌的铝青铜连铸炉，
通过在锥形螺旋条斜边的正面
以及内后壁的中部安装捕集机构，
从而能够在锥形螺旋条转动使得铜液中部形成涡流时，
通过捕集机构对杂质进行捕集，
并通过安装位置的特殊设计，
能够使得每个捕集机构分别
位于机体内的不同水平线上，
同时捕集机构的转动半径覆盖了锥形螺旋条的转动半径，
进
一步保证了捕集机构对铜液内析出杂质的捕集效果，
确保了后续产品质量。
[0019]
(3)、该基于电磁搅拌与自主搅拌的铝青铜连铸炉，
在锥形螺旋条转动时，
由于筒
体与锥形螺旋条连接，
因此连通筒在离心力作用下被甩至筒体内腔远离连通管的一侧，
外
5

CN 109622906 A

说

明

书

3/6 页

接水源经由进水管和锥形螺旋条的内腔排入连通管内，
并通过通孔排入连通筒内，
从而经
由连接管与分支管将水流排入簧形螺旋条内使其膨胀，
从而提高了簧形螺旋条的转动半
径，
使得锥形螺旋条的形状不会影响到捕集机构的正常捕集。
[0020]
(4)、
该基于电磁搅拌与自主搅拌的铝青铜连铸炉，
通过对铜液搅拌时驱动电机输
出端的转动方向为顺时针，
并配合固定块内捕集槽的开设位置，
从而能够在固定块转动过
程中将杂质收集至捕集槽内，
同时通过设置活动片，
在固定件顺时针转动时基于铜液对活
动片的冲击力，
使得活动片贴近捕集槽的内底壁，
避免了其影响到捕集槽正常收集杂质的
情况出现，
同时在铜液完成搅拌时关闭驱动电机并经由排料管排出，
活动片在扭转弹簧作
用力下复位并对捕集槽内的杂质进行阻拦防止其随铜液一同排出，
待铜液完全排出，
通过
进料管向机体内灌水至淹没锥形螺旋条，
并通过驱动电机反转，
使得水体经由配合槽收集
并经由连通口排入捕集槽内，
从而将杂质从捕集槽内冲出，
并通过活动片的活动安装方式
使其在受到水流冲击力时向固定块外转动，
避免了阻挡到杂质正常排出的情况出现。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捕集机构右侧的剖视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捕集件正面的剖视图。
[0024] 图中：
1机体、
2进料管、
3进水管、
4排料管、
5电磁搅拌器、
6驱动电机、
7锥形螺旋条、
8波纹管、9捕集机构、901筒体、902连通管、903流量控制片、904连通筒、905通孔、906限位
片、907连接管、908复位弹簧、909分支管、910簧形螺旋条、911捕集件、9111固定块、9112捕
集槽、
9113配合槽、
9114连通口、
9115活动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请参阅图1-3，
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一种基于电磁搅拌与自主搅拌的铝青铜
连铸炉，
包括机体1、
电磁搅拌器5、
驱动电机6、锥形螺旋条7、波纹管8和捕集机构9，
电磁搅
拌器5固定安装在机体1顶部的右侧，
且电磁搅拌器5的输出端贯穿机体1的顶部并延伸至机
体1内靠近机体1的内右壁，
驱动电机6固定安装在机体1底部的中部，
锥形螺旋条7底环内后
壁的中部通过连接杆连接在驱动电机6的输出轴上，
且锥形螺旋条7的圆心与驱动电机6输
出轴的圆心重合，
驱动电机6搅拌铜液时输出轴的转向为顺时针转动，
且驱动电机6具体为
正反转电机，
波纹管8的底端固定连接在锥形螺旋条7顶环的左侧，
锥形螺旋条7的内部呈中
空状，
捕集机构9的后端等距连接在锥形螺旋条7斜边的正面，
且锥形螺旋条7除去顶环和底
环的每一环的内后壁中部均固定安装有捕集机构9，
电磁搅拌器5的输出端位于锥形螺旋条
7的右侧，
且电磁搅拌器5输出端的底部与锥形螺旋条7的底部位于同一水平线上，
通过驱动
电机6驱动锥形螺旋条7旋转，
并通过锥形螺旋条7形状的特殊设计，
使得机体1内的铜液中
形成方向朝上的螺旋涡流，
从而能够将电磁搅拌器5运作过程中在铜液内析出的杂质逐渐
上浮，
并通过锥形螺旋条7与电磁搅拌器5位置相近的配合设置，
从而能够在电磁搅拌器5运
作推动铜液转动时配合锥形螺旋条7转动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
增强了铜液的整体密度，
使
得铜液搅拌后能够达到直接铸造并切割的标准，
铝青铜在熔炼时的温度为一千至一千两百
度，
锥形螺旋条7的材质为纯铁，
熔点在一千五百度，
因此在工作过程中并不会受到铝青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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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高温的影响。
[0026] 机体1还包括进料管2、
进水管3和排料管4，
进料管2的右端呈向下弯折状贯穿机体
1内左壁的顶部，
进水管3通过轴承活动连接在机体1顶部的中部并与机体1的内腔连通，
排
料管4纵向穿插在机体1底部的左侧并与机体1的内腔连通，
且排料管4位于机体1外侧的一
端上固定安装有排料阀，
进水管3左侧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波纹管8的顶端并与波纹管8的内
腔连通。
[0027] 捕集机构9包括筒体901、
连通管902、
流量控制片903、
连通筒904、
通孔905、
限位片
906、
连接管907、
复位弹簧908、
分支管909、
簧形螺旋条910和捕集件911，
筒体901的后端固
定连接在锥形螺旋条7上，
连通管902的后端贯穿筒体901的后端并与锥形螺旋条7的内腔连
通，
流量控制片903嵌装在连通管902的内腔后部，
流量控制片903连内开设有贯穿自身前后
两侧的透水孔，
且水平高度越低的捕集机构9内的流量控制片903内的透水孔孔径越小，
从
而能够避免位于锥形螺旋条7下半部的捕集机构9转动半径过大导致与电磁搅拌器5输出端
发生碰撞的情况出现，
通筒904的后端套接在连通管902的前端上，
且连通筒904内壁的中部
与连通管902的前端紧密贴合，
通孔905分别开设在连通管902前端的上下两侧并与连通管
902的内腔连通，
限位片906的背面固定连接在连通筒904的前端，
连接管907的后端插接在
限位片906内并与连通筒904的内腔连通，
且连接管907的前端贯穿筒体901的前端，
分支管
909的数量为四个，
且四个分支管909相近的一端等距插接在连接管907前端的侧表面内并
与连接管907的内腔连通，
四个分支管909相远的一端等距与簧形螺旋条910靠近连接管907
的一环的内壁四侧固定连接，
且四个分支管909的内腔均与簧形螺旋条910的内腔连通，
捕
集件911分别固定连接在簧形螺旋条910每一环的上下两侧，
在锥形螺旋条7转动时，
由于筒
体901与锥形螺旋条7连接，
因此连通筒904在离心力作用下被甩至筒体901内腔远离连通管
902的一侧，
外接水源经由进水管3和锥形螺旋条7的内腔排入连通管902内，
并通过通孔905
排入连通筒904内，
从而经由连接管907与分支管909将水流排入簧形螺旋条910内使其膨
胀，
从而提高了簧形螺旋条910的转动半径，
使得锥形螺旋条7的形状不会影响到捕集机构9
的正常捕集，
簧形螺旋条910的材料为易形变且耐高温材料，
复位弹簧908的弹力大于连通
筒904、
限位片906与连接管907的重力和，
且连通筒904的内腔呈前窄后宽状，
连通筒904的
侧表面和限位片906的侧表面均与筒体901的内壁滑动连接，
通过在锥形螺旋条7斜边的正
面以及内后壁的中部安装捕集机构9，
从而能够在锥形螺旋条7转动使得铜液中部形成涡流
时，
通过捕集机构9对杂质进行捕集，
并通过安装位置的特殊设计，
能够使得每个捕集机构9
分别位于机体内的不同水平线上，
同时捕集机构9的转动半径覆盖了锥形螺旋条7的转动半
径，
进一步保证了捕集机构9对铜液内析出杂质的捕集效果，
确保了后续产品质量。
[0028] 捕集件911包括固定块9111、
捕集槽9112、
配合槽9113、
连通口9114和活动片9115，
捕集槽9112与配合槽9113对称开设在固定块9111的左右两侧，
且捕集槽9112与配合槽9113
的内腔呈对称倒梯形，
捕集槽9112与配合槽9113的相对一侧通过连通口9114的前后两端相
互连通，
且连通口9114开设在固定块9111的内腔中部，
活动片9115的底部铰装在捕集槽
9112内底部的前侧，
活动片9115的底部通过销轴铰接在捕集槽9112内底部的前侧，
且销轴
插接在捕集槽9112内的一端上套接有扭转弹簧，
扭转弹簧的两端分别插接在捕集槽9112的
内壁和活动片9115的底部内，
活动片9115在扭转弹簧作用力下与固定块9111的底部呈垂直
状，
通过对铜液搅拌时驱动电机6输出端的转动方向为顺时针，
并配合固定块9111内捕集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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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的开设位置，
从而能够在固定块9111转动过程中将杂质收集至捕集槽9112内，
同时通
过设置活动片9115，
在固定件9111顺时针转动时基于铜液对活动片9115的冲击力，
使得活
动片9115贴近捕集槽9112的内底壁，
避免了其影响到捕集槽9112正常收集杂质的情况出
现，
同时在铜液完成搅拌时关闭驱动电机6并经由排料管4排出，
活动片9115在扭转弹簧作
用力下复位并对捕集槽9112内的杂质进行阻拦防止其随铜液一同排出，
待铜液完全排出，
通过进料管2向机体1内灌水至淹没锥形螺旋条7，
并通过驱动电机6反转，
使得水体经由配
合槽9113收集并经由连通口9114排入捕集槽9112内，
从而将杂质从捕集槽9112内冲出，
并
通过活动片9115的活动安装方式使其在受到水流冲击力时向固定块9111外转动，
避免了阻
挡到杂质正常排出的情况出现。
[0029] 该基于电磁搅拌与自主搅拌的铝青铜连铸炉工作时，
通过进料管2将铜液排入机
体1内，
驱动电机6带动锥形螺旋条7转动，
并配合电磁搅拌器5运作带动铜液转动进行搅拌，
通过进水管3连接外部水源并经由波纹管8排入锥形螺旋条7的内腔中，
锥形螺旋条7转动过
程中通过离心力以及地心引力将水流经由流量控制片903排入连通管902内，
并使连通筒
904在离心力作用下被甩至远离连通管902的位置，
水流经由通孔905排入连通筒904内并经
由连接管907和分支管909排入簧形螺旋条910内，
簧形螺旋条910充水膨胀后带动固定块
9111顺时针转动，
将杂质收集在捕集槽9112内，
完成搅拌后打开排料管上的排料阀将铜液
全部排出，
通过进料管2向机体1内充水并通过驱动电机6的输出端逆时针转动，
使得水流经
由配合槽9113和连通口9114排入捕集槽9112内，
将杂质冲出并经由排料管4排出。
[0030] 综上可得，
该基于电磁搅拌与自主搅拌的铝青铜连铸炉，
通过驱动电机6驱动锥形
螺旋条7旋转，
并通过锥形螺旋条7形状的特殊设计，
使得机体1内的铜液中形成方向朝上的
螺旋涡流，
从而能够将电磁搅拌器5运作过程中在铜液内析出的杂质逐渐上浮，
并通过锥形
螺旋条7与电磁搅拌器5位置相近的配合设置，
从而能够在电磁搅拌器5运作推动铜液转动
时配合锥形螺旋条7转动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
增强了铜液的整体密度，
使得铜液搅拌后能
够达到直接铸造并切割的标准。
[0031] 同时，
在锥形螺旋条7转动时，
由于筒体901与锥形螺旋条7连接，
因此连通筒904在
离心力作用下被甩至筒体901内腔远离连通管902的一侧，
外接水源经由进水管3和锥形螺
旋条7的内腔排入连通管902内，
并通过通孔905排入连通筒904内，
从而经由连接管907与分
支管909将水流排入簧形螺旋条910内使其膨胀，
从而提高了簧形螺旋条910的转动半径，
使
得锥形螺旋条7的形状不会影响到捕集机构9的正常捕集，
簧形螺旋条910的材料为易形变
且耐高温材料。
[0032] 同时，
通过在锥形螺旋条7斜边的正面以及内后壁的中部安装捕集机构9，
从而能
够在锥形螺旋条7转动使得铜液中部形成涡流时，
通过捕集机构9对杂质进行捕集，
并通过
安装位置的特殊设计，
能够使得每个捕集机构9分别位于机体内的不同水平线上，
同时捕集
机构9的转动半径覆盖了锥形螺旋条7的转动半径，
进一步保证了捕集机构9对铜液内析出
杂质的捕集效果，
确保了后续产品质量。
[0033] 同时 ，
通过对铜液搅拌时驱动电机6输出端的转动方向为顺时针，
并配合固定块
9111内捕集槽9112的开设位置，
从而能够在固定块9111转动过程中将杂质收集至捕集槽
9112内，
同时通过设置活动片9115，
在固定件9111顺时针转动时基于铜液对活动片9115的
冲击力，
使得活动片9115贴近捕集槽9112的内底壁，
避免了其影响到捕集槽9112正常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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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质的情况出现，
同时在铜液完成搅拌时关闭驱动电机6并经由排料管4排出，
活动片9115
在扭转弹簧作用力下复位并对捕集槽9112内的杂质进行阻拦防止其随铜液一同排出，
待铜
液完全排出，
通过进料管2向机体1内灌水至淹没锥形螺旋条7，
并通过驱动电机6反转，
使得
水体经由配合槽9113收集并经由连通口9114排入捕集槽9112内，
从而将杂质从捕集槽9112
内冲出，
并通过活动片9115的活动安装方式使其在受到水流冲击力时向固定块9111外转
动，
避免了阻挡到杂质正常排出的情况出现。

9

CN 109622906 A

说

明

书

图1

10

附

图

1/2 页

CN 109622906 A

说

明

书

图2

图3

11

附

图

2/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