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769231.1

(22)申请日 2019.08.20

(71)申请人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地址 241000 安徽省芜湖市文津西路8号

(72)发明人 柴知章　张椿英　张继东　藏影　

赵浩峰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润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83

代理人 张苗　张海应

(51)Int.Cl.

B22C 3/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新型消失模用WCB铸钢水基环保涂料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型消失模用WCB铸钢水

基环保涂料，包括粉料、液料和白乳胶，其中，粉

料中，以质量份计，含有100质量份的耐火材料，

还含有锂基膨润土5-9份，CMC 0.2-0.5份，凹凸

石2-3份，助烧结剂2.5-3.5份；耐火材料中含有

80％-90％质量的高铝矾土和10％-20％质量的

石英粉；液料中水、OP-10、正丁醇的质量比为

100：0.12-0.17：0.2-0.6；其中，耐火材料与白乳

胶的质量比为100:3-5。用这种新型消失模用WCB

铸钢水基环保涂料涂刷厚度达到1.0-1 .6mm，可

以有效地防止消失模铸造得到的铸钢出现孔洞、

裂纹、留痕等现象产生，且原料价钱廉价，安全环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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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消失模用WCB铸钢水基环保涂料，其特征在于，包括粉料、液料和白乳胶，其

中，粉料由耐火材料、锂基膨润土、CMC、凹凸石、助烧结剂组成，其中，以质量份计，相对于

100质量份的耐火材料，粉料中还含有锂基膨润土5-9份，CMC  0.2-0.5份，凹凸石2-3份，助

烧结剂2.5-3 .5份；其中，耐火材料由高铝矾土和石英粉组成，以耐火材料的质量分数为

100％计，耐火材料中含有80％-90％质量的高铝矾土和10％-20％质量的石英粉；

液料中含有水、OP-10、正丁醇，其中，水、OP-10、正丁醇的质量比为100：0.12-0 .17：

0.2-0.6；

其中，耐火材料与白乳胶的质量比为100:3-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消失模用WCB铸钢水基环保涂料，其中，液料中还含有JFC

润湿剂，其中，水与JFC润湿剂的质量比为100：0.04-0.0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消失模用WCB铸钢水基环保涂料，其中，助烧结剂为Fe2O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消失模用WCB铸钢水基环保涂料，其中，粉料的颗粒大小

全部为200目以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消失模用WCB铸钢水基环保涂料，其中，涂料理化指标为

黏度为6～8s，密度为1.31～1 .57g/cm3，在2h时间时悬浮率≥97％，发气量在850℃下≤

20m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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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消失模用WCB铸钢水基环保涂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消失模铸钢涂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新型消失模用  WCB铸钢水基

环保涂料。

背景技术

[0002] 消失模涂料一般由耐火骨料、悬浮剂、粘结剂、载体、助剂等配制而成，  但由于要

求不同，选料及配比也会有所差异。其中骨料的粒形、粒度、粘结  剂的类型、温度等因素会

影响消失模铸造的透气性。粒形越不均匀，透气性  越好，不过若粒度太粗则会影响涂料的

工艺性能。因此，对于WCB铸钢消  失模铸造骨料的粒度一般在200目以上；在保证高温强度

及高温透气性的前  提下，铸钢消失模铸造通常选用有机和无机混合粘结剂。在与普通砂型

铸造  相比较下，消失模铸造涂层的强度也比较高。

[0003] 在WCB铸钢的铸造工艺中涂料应具备足够的耐火度、良好的化学稳定  性和适当的

烧结性；还应有良好的悬浮性，以至于在运输、储存和使用中不  会形成沉淀；还要具备足够

的润湿性，适合的渗透性和流平性；更关键的要  满足发气量小、对环境污染低和表面强度

较强、激烈作用不产生裂纹等性能。

[0004] 在消失模铸造中涂料的强度、透气性、裂解产物通过涂层的传输特性对  消失模铸

造工艺的稳定性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这三项性能对消失模铸造工 艺非常重要。

[0005] 目前水基涂料国外涂料质量好，但是价格昂贵，国产涂料也有比较好的，  涂料质

量却不稳定，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整体质量与国外涂料差距比较  大。针对上述问题，自

主研发一种新型消失模用WCB铸钢水基环保涂料就  显得十分必要。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解决WCB铸钢件消失模生产过  程中容易

发生的粘砂、孔洞、裂纹、留痕现象的铸钢环保涂料。

[0007] 泡沫塑料模样及其浇注系统组装成形后，通常都要上涂料，将模样、涂  料烘干后

才能造型浇注。涂料在消失模铸造工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0008] 1)涂层将金属液与干砂隔离，可防止冲砂、粘砂等缺陷。

[0009] 2)浇注充型时，涂层将模样的热解产物气体快速导出，可防止浇不到、  气孔、夹

渣、增碳等缺陷产生。

[0010] 3)涂层可提高模样的强度和刚度，使模样能经受住填砂、紧实、抽真空  等过程中

力的作用，避免模样变形。

[0011] 为了获得高质量的消失模铸件，消失模铸造涂料应具有如下性能:

[0012] 1)良好的透气性(模样受热汽化生成的气体容易通过涂层，经型砂之间的 间隙由

真空泵强行抽走)。

[0013] 2)较好的涂挂性(涂料涂挂后能在模样表面获得层厚度均匀的涂层)。

[0014] 3)足够的强度(常温下能经受住搬运、紧实时的作用力使涂层不会剥落，  高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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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抵抗金属液的冲刷作用力)。

[0015] 4)发气量小(涂料层经烘干后，在浇注过程中与金属液作用时产生的气体 量小)。

[0016] 5)低温干燥速度快(低温烘干时，干燥速度快，不会产生龟裂、结壳等现 象)。

[0017] 消失模铸造涂料，主要由耐火填料、分散介质、黏结剂、悬浮剂及改善  某些特殊性

能的附加物组成；但消失模铸造涂料的性能不同于一般的铸造涂  料，消失模铸件的质量和

表面粗糙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涂料的质量。研究  开发适于不同铸件材质的消失模铸造

优质涂料，仍是我国消失模铸造技术研 究及应用的重要课题，而采用高性能的消失模铸造

涂料是生产高质量消失模  铸件的重要条件。消失模涂料在消失模铸造工艺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是消失  模铸造获得表面光洁的优质铸件必不可少的辅助材料。对于WCB铸造碳钢  来

说其铸造性能较铸铁是较差的，WCB铸造碳钢在铸造的过程中钢液的流  动性较低、易被氧

化、同时收缩率比较大，因此会产生粘砂、夹渣、缩松、  缩孔、热裂、冷裂和浇不足、增碳等缺

陷，因此在铸造工艺上就应该充分考  虑这些特性并在铸造工艺材料的选取和方案的设计

时予以解决。

[0018]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新型消失模用WCB铸钢水基  环保涂料，

包括粉料、液料和白乳胶，其中，粉料由耐火材料、锂基膨润土、  CMC、凹凸石、助烧结剂组

成，其中，以质量份计，相对于100质量份的耐  火材料，粉料中还含有锂基膨润土5-9份，CMC 

0.2-0.5份，凹凸石2-3份，  助烧结剂2.5-3.5份；其中，耐火材料由高铝矾土和石英粉组成，

以耐火材  料的质量分数为100％计，耐火材料中含有80％-90％质量的高铝矾土和  10％-

20％质量的石英粉；液料中含有水、OP-10、正丁醇，其中，水、OP-10、  正丁醇的质量比为

100：0.12-0.17：0.2-0.6；其中，耐火材料与白乳胶的质 量比为100:3-5。

[0019]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或有益效果，用这种新型消失  模用WCB

铸钢水基环保涂料涂刷厚度达到1.0-1.6mm，可以有效地防止消 失模铸造得到的铸钢出现

粘砂、孔洞、裂纹、留痕等现象产生，且原料价钱  廉价，安全环保。

[0020] 本发明的其他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的具体实施方式部分予以详细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所描  述的具体

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0022] 在本文中所披露的范围的端点和任何值都不限于该精确的范围或值，这  些范围

或值应当理解为包含接近这些范围或值的值。对于数值范围来说，各  个范围的端点值之

间、各个范围的端点值和单独的点值之间，以及单独的点  值之间可以彼此组合而得到一个

或多个新的数值范围，这些数值范围应被视 为在本文中具体公开。

[0023] 本发明提供一种新型消失模用WCB铸钢水基环保涂料，包括粉料、液  料和白乳胶，

其中，粉料由耐火材料、锂基膨润土、CMC、凹凸石、助烧结  剂组成，其中，以质量份计，相对

于100质量份的耐火材料，粉料中还含有  锂基膨润土5-9份，CMC  0.2-0.5份，凹凸石2-3份，

助烧结剂2.5-3.5份；  其中，耐火材料由高铝矾土和石英粉组成，以耐火材料的质量分数为

100％  计，耐火材料中含有80％-90％质量的高铝矾土和10％-20％质量的石英粉；  液料中

含有水、OP-10、正丁醇，其中，水、OP-10、正丁醇的质量比为100：  0.12-0.17：0.2-0.6；其

中，耐火材料与白乳胶的质量比为1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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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或有益效果，用这种新型消失  模用WCB

铸钢水基环保涂料涂刷厚度达到1.0-1.6mm，可以有效地防止消 失模铸造得到的铸钢出现

孔洞、裂纹、留痕等现象产生，且原料价钱廉价， 安全环保。

[0025] 以下更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之所以有如此的技术效果，是各原料协同作用 的结果。

[0026] 铝矾土耐火熟料的主要成分是刚玉和莫来石(3Al2O3·2SiO2)，是铝  矾土经过高

温(1300～1500℃)煅烧而得的烧结块再经过破碎、筛选而成，  其耐火度随Al2O3含量的增

加和煅烧温度的增高而提高。高铝矾土煅烧的铝  矾土砂，当Al2O3质量分数达71.8％时，其

耐火度大于1800℃。铝矾土耐  火熟料热膨胀量小，高温体积稳定，耐火度高，抗渣性好，铁

及其氧化物对 其浸润都比石英低，因此用于涂料能起到很好的抗粘砂作用。

[0027] 石英粉：也叫硅砂粉，是涂料中来源广、价格最低廉的一种耐火粉料之  一。其主要

成分SiO2的含量在98.7％～99.3％，颗粒度在200目以上，石英  粉密度小，有利于在增稠的

载液中悬浮，分布弥散，不易凝结，所配制的涂  料具有很好的悬浮性，还具有较高的耐火度

和高温化学稳定性，热膨胀系数  小。

[0028] 悬浮剂：选用锂基膨润土和羧甲基纤维素钠(CMC)作复合悬浮剂。  锂基膨润土作

为悬浮剂加入，能够促使涂料中耐火粉料在载体中保持悬浮， 防止沉淀、分层和防止载体

液过分渗入造型材料。还可以与变性淀粉配合作  为粘结剂使用，以提高型砂的韧性和表面

风干强度。

[0029] CMC是一种纤维醚类。纯品为白色或淡黄色纤维状或絮状粉末，无臭、  无味、具有

很强的亲水性，易溶于水，并与水形成均匀而透明的粘稠胶体溶  液。CMC按其粘度分为高、

中、低3种，其中将中粘度CMC配成2％水  溶液，其动力粘度在300～600mPa·s。CMC与锂基膨

润土配合使用时，细  小的粘土质点粘附在CMC的大分子链上，这种粘附可以阻止细粒粘土

质点 的直线运动，从而使它们不易互相接触合并而长大，同时CMC高分子长  链参与了网状

结构的形成，使耐火填料质点更不易沉淀，因此被广泛用作水  基涂料的悬浮剂。

[0030] 凹凸石棒：也叫坡缕石，是一种具有很好的悬浮性、触变性、流平性和  环保性能的

添加剂。

[0031] 粘结剂:粘结剂的加入是为了防止耐火粉料的脱落，涂料液体应具备适  宜的粘

度，以至于涂料在砂型表面不至于涂挂不良好，涂料层由于粘度不适  宜而影响其在砂型表

面的均匀性。在水基涂料中采用白乳胶，并且其加入量  在3-5％时，涂料的综合性能也会较

其它范围更好。

[0032] 活性剂：涂料中加入微量的表面活性剂，可增大涂料对模样的润湿能力，  从而提

高涂料的粘附强度，选用OP-10作为表面活性剂，它起泡较少，表面 张力下降和缓作用效果

较好。在涂料中加入铁红(Fe2O3)是为了防止脉纹的  产生，原理就是利用Fe2O3高温下的烧

结性，在高温浇注时烧结的液相产物  会填补由于硅砂的膨胀而引起的涂层裂纹，阻止金属

液流入裂纹而形成铸件 脉纹。

[0033] 消泡剂：涂料浸涂后，表面要光亮平整，不能有孔洞、裂纹、流痕等缺 陷，所以要消

除涂料在制备或搅拌时引起的气泡。水基涂料中消泡剂是由机  聚醚酯、矿物油、醇复合型

产品，经过特殊工艺精制而成。具有自乳化、易  分散、通用性强、消泡好、抑泡持久等性能，

不会产生表面缺陷或影响成膜 性，正丁醇为消泡剂。

[0034] 在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液料中含有JFC润湿剂，其中，水与  JFC润湿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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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比为100：0.04-0.06。

[0035] 在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为了得到更加均质的涂料，优选地，  粉料的颗

粒大小全部为200目以上。

[0036] 而为了得到效果更优的涂料，在本发明一种更加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助  烧结剂为

Fe2O3。

[0037] 其中，液料的添加量可在较宽的范围内进行调整，而为了得到效果更优  的涂料，

优选地，添加液料并混合后，涂料理化指标为黏度为6～8s，密度为  1.31～1.57g/cm3，在2h

时间时悬浮率≥97％，发气量在850℃下≤20mL/g。

[0038] 以下将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

[0039] 实施例1

[0040] 一种新型消失模用WCB铸钢水基环保涂料，以质量份计：

[0041] 高铝矾土85份，200目石英粉15份，锂基膨润土6份，CMC  0.3份， 白乳胶4份，凹凸

石2.5份，Fe2O3  3份，水70份，OP-10  1份，正丁醇3  份，此时涂料具有优良的综合性能和高温

透气性。

[0042] 该涂料的理化指标为：黏度(25℃，φ6.5)6.5s，密度1.38g/cm3，悬浮  率2h  98％，

发气量850℃  16mL/g，涂层强度为I级。

[0043] 实施例2

[0044] 一种新型消失模用WCB铸钢水基环保涂料，以质量份计：

[0045] 高铝矾土80份，200目石英粉20份，锂基膨润土7份，CMC  0.3份， 白乳胶5份，凹凸

石2.5份，Fe2O3  3份，

[0046] 水75份，OP-10  1.1份，正丁醇4份，此时涂料具有优良的综合性能和 高温透气性。

[0047] 该涂料的理化指标为：黏度(25℃，φ6 .5)7s，悬浮率2h  98％，发气  量850℃ 

17mL/g，涂层强度为I级。

[0048] 实施例3

[0049] 一种新型消失模用WCB铸钢水基环保涂料，以质量份计：

[0050] 高铝矾土85份，200目石英粉15份，锂基膨润土9份，CMC  0.4份， 白乳胶3份，凹凸

石2.5份，Fe2O3  3份，

[0051] 水75份，OP-10  1.1份，正丁醇4份，此时涂料具有优良的综合性能和 高温透气性。

[0052] 该涂料的理化指标为：黏度(25℃，φ6.5)7s，密度1.43g/cm3，悬浮  率2h  98％，发

气量850℃  17mL/g，涂层强度为I级。

[0053] 实施例4

[0054] 一种新型消失模用WCB铸钢水基环保涂料，以质量份计：

[0055] 高铝矾土90份，200目石英粉10份，锂基膨润土8份，CMC  0.3份， 白乳胶5份，凹凸

石2.5份，Fe2O3  3份，

[0056] 水70份，OP-10  1份，正丁醇份3.5。此时涂料具有优良的综合性能和 高温透气性。

[0057] 该涂料的理化指标为：黏度(25℃，φ6.5)7s，密度1.36g/cm3，悬浮  率2h  98％，发

气量850℃  16mL/g，涂层强度为I级。

[0058] 实施例5

[0059] 一种新型消失模用WCB铸钢水基环保涂料，以质量份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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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高铝矾土85份，200目石英粉15份，锂基膨润土9份，CMC  0.4份， 白乳胶3份，凹凸

石2.5份，Fe2O3  3份，

[0061] 水75份，OP-10  1.1份，正丁醇4份，JFC润湿剂0.06份，此时涂料具  有优良的综合

性能和高温透气性。

[0062] 该涂料的理化指标为：黏度(25℃，φ6.5)7s，密度1.48g/cm3，悬浮  率2h  98％，发

气量850℃18mL/g，涂层强度为I级。

[0063] 实施例6

[0064] 一种新型消失模用WCB铸钢水基环保涂料，以质量份计：

[0065] 高铝矾土85份，200目石英粉15份，锂基膨润土9份，CMC  0.4份， 白乳胶3份，凹凸

石2.5份，Fe2O3  3份，

[0066] 水75份，OP-10  1.1份，正丁醇4份，JFC润湿剂0.05份，此时涂料具  有优良的综合

性能和高温透气性。

[0067] 该涂料的理化指标为：黏度(25℃，φ6.5)6s，密度1.42g/cm3，悬浮  率2h  98％，发

气量850℃21mL/g，涂层强度为I级。

[0068] 应用例

[0069] 在实际生产中，对比了本发明得到的实施例1-4的涂料在在同等情况下  每组100

件消失模铸造中的使用效果，发现采用实施例1-4中的新型消失模  用WCB铸钢水基环保涂

料涂刷厚度达到1.0-1.6mm，可以有效地防止粘砂、 孔洞、裂纹、留痕现象产生，结果见表1。

[0070] 表1

[0071]

[0072]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  施方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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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细节，在本发明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进行多种简单变型，

这些简单变型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73]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中所描述的各个具体技术特  征，在不矛

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式进行组合，为了避免不必  要的重复，本发明对各种

可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

[0074] 此外，本发明的各种不同的实施方式之间也可以进行任意组合，只要其  不违背本

发明的思想，其同样应当视为本发明所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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