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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离心铸造工艺中的引
流装置及其制造方法，
所述引流装置包括引流器
和型壳 ，引流器内设有流道，
型壳由接头和浇口
杯对接后一体形成，
接头的一端与浇口杯对接，
接头的另一端镶套于流道末端；
所述引流装置的
制造方法包括制备型壳蜡模、
在型壳外表面涂覆
涂料和涂洒耐火砂、
蒸汽脱蜡、
高温焙烧、
将制得
的型壳嵌套地安装于引流器流道口内；
采用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
型壳外表面涂覆的耐高温涂层经
过高温焙烧后使其陶瓷化，
使型壳足够承受℃左
右的高温，
避免了在钛合金液浇注时产生跑火等
现象 ，
而接头内部使用金属材料制成，
具有优良
的机械加工性能，
既方便安装又使接头易于牢固
固定，
简化了铸造工艺，
提高了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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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钛合金离心铸造用的引流装置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引流装置包括引流器和型壳（5），
所述引流器内设有流道，
所述流道的末端与所述
引流器外表面连接形成流道口，
所述型壳（5）由接头（8）和导流管（9）组成，
所述接头（8）和
导流管（9）是一体成形的，
所述接头（8）的一端与所述导流管（9）对接，
所述接头（8）的另一
端镶套于所述流道口内与所述流道连通，
所述型壳（5）外表面还涂覆有耐高温涂层（4），
该
耐高温涂层（4）经过高温焙烧陶瓷化后形成；
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
制备型壳蜡模（3）：
所述型壳蜡模（5）包括接头蜡模（1）和导流管蜡模（2），
分别
根据接头（8）和导流管（9）的形状使用蜡料制成接头蜡模（1）和导流管蜡模（2），
将接头蜡模
（1）和导流管蜡模（2）粘结在一起形成型壳蜡模（5），
所述接头蜡模（1）一端具有凸出部，
所
述凸出部用于形成型壳外表面的凸缘；
步骤二：
涂覆涂料：
在步骤一所述型壳蜡模（3）的外表面上涂覆适量涂料；
步骤三：
涂洒耐火砂：
向步骤二涂覆有涂料的型壳蜡模（3）的的表面洒上适量的耐火
砂；
步骤四：
蒸汽脱蜡：
待步骤三中涂洒好耐火砂的型壳蜡模（3）干燥凝固后，
使用高温蒸
汽对型壳蜡模（3）进行加热，
使其中的蜡料融化后流出，
获得型壳坯；
步骤五：
将步骤四所述型壳坯进行高温焙烧，
制得具有凸缘的型壳（5）；
步骤六：
准备引流器：
所述引流器内设有流道，
所述流道的末端与所述引流器外表面连
接形成流道口；
步骤七：
安装型壳（5）：
清除步骤五所述型壳（5）各表面的毛刺，
将该型壳（5）嵌套地安
装于步骤六所述引流器的流道口上，
使所述型壳（5）与所述流道连通，
并使凸缘与引流器外
表面相接触以用于型壳在流道口内定位，
获得引流装置。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钛合金离心铸造用的引流装置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
述引流器包括上模（6）和下模（7），
上模（6）和下模（7）彼此对接地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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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钛合金离心铸造用的引流装置的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熔模铸造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钛合金离心铸造用的引流装置的制
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铸造成型是目前机械制造加工的重要工艺方法，
一般使用金属材料制成模具，
再
向模具中浇铸铸件原料，
离心铸造工艺时近几年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铸造工艺技术，
其工
作原理是将液体金属注入高速旋转的铸型内，
使金属液做离心运动充满铸型和形成铸件的
技术和方法。
由于离心运动使液体金属在径向能很好地充满铸型并形成铸件的自由表面；
不用型芯能获得圆柱形的内孔；
有助于液体金属中气体和夹杂物的排除；
影响金属的结晶
过程，
从而改善铸件的机械性能和物理性能。在离心铸造工艺中，
由于铸件的材料不同，
对
铸造工艺的要求也不相同，
例如，
钛合金铸件近年来在现代航空、
航天及民用工业中广泛应
用，
钛合金离心铸造技术也随着钛合金铸造的发展在不断进步。在现有钛合金离心铸造生
产技术中，
传统的钛合金卧式离心铸造中，
引流器和模壳依靠金属接头对接在一起，
金属接
头材质一般使用钢材制造，
这种接头一般由两块半圆形接头块组成，
在装炉过程中再将两
半圆通过钢丝捆绑成形成整圆，
在浇注充型过程中，
由于长时间受钛合金液冲刷，
而熔融钛
合金液的温度高达1700℃，
这种金属接头容易熔化，
然后随熔融钛合金液一起进入模壳型
腔，
影响钛合金铸件质量，
而且这种接头无法重复使用，
生产成本高。
同时由于接头是通过
后期安装上去的，
由于人为操作原因，
对接过程中存在错牙现象，
随着金属接头被熔化，
易
造成浇注时跑火。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钛合金离心铸造用的引流装置的制造方
法。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钛合金离心铸造用的引流装置的制造方法，
所述引流装置包括
引流器和型壳，
所述引流器内设有流道，
所述流道的末端与所述引流器外表面连接形成流
道口，
所述型壳由接头和导流管组成，
所述接头和导流管是一体成形的，
所述接头的一端与
所述导流管对接，
所述接头的另一端镶套于所述流道口内与所述流道连通，
所述型壳外表
面还涂覆有耐高温涂层，
该耐高温涂层经过高温焙烧陶瓷化后形成，
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05] 步骤一：
制备型壳蜡模：
根据型壳的形状使用蜡料制成型壳蜡模，
所述型壳蜡模包
括接头蜡模和导流管蜡模，
分别根据接头和导流管的形状使用蜡料制成接头蜡模和导流管
蜡模，
将接头蜡模和导流管蜡模粘结在一起形成型壳蜡模，
所述接头蜡模一端具有凸出部，
所述凸出部用于形成型壳外表面的凸缘；
[0006] 步骤二：
涂覆涂料：
在步骤一所述型壳蜡模的外表面上涂覆适量涂料；
[0007] 步骤三：
涂洒耐火砂：
向步骤而所述涂覆有涂料的型壳蜡模的的表面洒上适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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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火砂；
[0008] 步骤四：
蒸汽脱蜡：
待步骤三中涂洒好耐火砂的型壳蜡模干燥凝固后，
使用高温蒸
汽对型壳蜡模进行加热，
使其中的蜡料融化后流出，
获得型壳坯；
[0009] 步骤五：
将步骤四所述型壳坯进行高温焙烧，
制得具有凸缘的型壳；
[0010] 步骤六：
准备引流器：
所述引流器内设有流道，
所述流道的末端与所述引流器外表
面连接形成流道口；
[0011] 步骤七：
安装型壳：
清除步骤五所述型壳各表面的毛刺，
将该型壳嵌套地安装于步
骤六所述引流器的流道口上，
使所述型壳与所述流道连通，
并使凸缘与引流器外表面相接
触以用于型壳在流道口内定位，
获得引流装置；
[0012] 所述引流器包括上模和下模，
上模和下模彼此对接地连接在一起。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4] 采用本发明所提供的钛合金离心铸造用的引流装置的制造方法，
所述引流装置包
括引流器和型壳，
其中型壳由接头和导流管对接组成，
型壳外表面涂覆耐高温涂层后经过
高温焙烧后使其陶瓷化制成，
在浇注钛合金液时，
使型壳足够承受1700℃左右的高温，
从而
避免在钛合金液浇注时产生跑火等现象，
其次，
由于接头内部仍然使用金属材料制成，
具有
优良的机械加工性能，
制造成本低廉，
提高了经济效益，
并使接头在装炉前能够固定良好，
另一方面，
接头固定时使用镶嵌的方式嵌套地引流器流道口配合连接，
很好地保证了结构
的固定和定位的牢固性，
接头的另一端与导流管对接连接为一个整体，
这样，
在浇注工艺
中，
减少了固定接头、粘接直浇道等工序步骤，
从而简化了工艺，
又保证了接头和引流器的
牢固固定，
保证了引流装置的结构强度，
提高了生产效率。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引流装置制造方法流程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型壳蜡模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型壳蜡模涂覆耐高温涂层后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发明型壳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本发明引流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
1-接头蜡模，
2-导流管蜡模，
3-型壳蜡模，
4-耐高温涂层，
5-型壳，
6-上模，
7下模，
8-接头，
9-导流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
但所要求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所述；
[002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钛合金离心铸造用的引流装置的制造方法，
如图1至图5所示，
引流装置包括引流器和型壳5，
引流器内设有流道，
流道的末端与引流器外表面连接形成流
道口，
型壳5由接头8和导流管9组成，
接头8和导流管9是一体成形的，
接头8的一端与导流管
9对接，
接头8的另一端镶套于流道口内与流道连通，
型壳5外表面还涂覆有耐高温涂层4，
该
耐高温涂层4经过高温焙烧陶瓷化后形成。
[0023] 采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引流装置包括引流器和型壳，
其中型壳由接头和导流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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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组成，
型壳外表面涂覆耐高温涂层后经过高温焙烧后使其陶瓷化制成，
在浇注钛合金
液时，
使型壳足够承受1700℃左右的高温，
从而避免在钛合金液浇注时产生跑火等现象，
其
次，
由于接头内部仍然使用金属材料制成，
具有优良的机械加工性能，
制造成本低廉，
提高
了经济效益，
并使接头在装炉前能够固定良好，
另一方面，
接头固定时使用镶嵌的方式嵌套
地引流器流道口配合连接，
很好地保证了结构的固定和定位的牢固性，
接头的另一端与导
流管对接连接为一个整体，
这样，
在浇注工艺中，
减少了固定接头、
粘接直浇道等工序步骤，
从而简化了工艺，
又保证了接头和引流器的牢固固定，
保证了引流装置的结构强度，
提高了
生产效率。
[0024] 工程应用中，
由于将接头和导流管对接连接成一个整体，
简化了铸造工艺工序，
提
高工作效率；
其次，
通过使用钛合金涂料制成的型壳，
可以承受1700℃左右的高温，
解决了
接头熔化对钛合金铸件质量的影响，
有效确保了浇注过程中金属液的纯度，
避免了向铸件
内掺入其它杂质；
实际应用统计表明，
当浇注炉每天平均浇注3次，
每月浇注即为90次左右，
通过使用该引流装置后，
在每次浇注工序中可节省成本约1296元，
每月则可节约116640元。
[0025] 进一步地，
型壳5外表面还涂覆有耐高温涂层4，
该耐高温涂层4经过高温焙烧陶瓷
化后形成。
[0026] 进一步地，
引流器包括上模6和下模7，
上模6和下模7彼此对接地连接在一起。
[0027]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用于钛合金离心铸造引流装置的制造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28] 步骤一：
制备型壳蜡模3：
根据型壳5的形状使用蜡料制成型壳蜡模3；
进一步地，
制
备型壳蜡模3包括以下步骤：
[0029] 步骤1：
制备接头蜡模1：
根据接头8的形状使用蜡料制成接头蜡模1；
[0030] 步骤2：
制备导流管蜡模2：
根据导流管9的形状使用蜡料制成导流管蜡模2；
[0031] 步骤3：
将步骤1接头蜡模1和步骤2导流管蜡模2粘接在一起形成型壳蜡模3，
接头
蜡模1一端具有凸出部，
凸出部用于形成型壳外表面的凸缘；
[0032] 步骤二：
涂覆涂料：
在步骤一型壳蜡模3的外表面上涂覆适量涂料；
[0033] 步骤三：
涂洒耐火砂：
向步骤二涂覆有涂料的型壳蜡模3的表面洒上适量的耐火
砂；
[0034] 步骤四：
蒸汽脱蜡：
待步骤三涂覆好耐火砂的型壳蜡模3干燥凝固后，
使用高温蒸
汽对型壳蜡模3进行加热，
使其中的蜡料融化后流出，
获得型壳坯；
[0035] 步骤五：
将步骤四型壳坯进行高温焙烧，
制得具有凸缘的型壳5型壳5；
[0036] 步骤六：
准备引流器：
引流器内设有流道，
流道的末端与引流器外表面连接形成流
道口；
[0037] 步骤七：
安装型壳5：
清除步骤五型壳5各表面的毛刺，
将该型壳5嵌套地安装于步
骤六引流器的流道口上，
使型壳5与流道连通，
并使凸缘与引流器外表面相接触以用于型壳
在流道口内定位，
获得引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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