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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中子吸收率中子吸收复

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步骤如下：(1)按重量份数

计称取碳化硼粉8-40份、铝合金粉32-96份和轻

稀土粉0.1-10份；(2)将碳化硼粉、铝合金粉和轻

稀土粉加入混粉设备中进行混料；(3)将经过混

粉设备混合均匀后的物料加入真空烧结炉中进

行烧结得到轧坯；(4)在轧坯的四个侧壁上浇注

一层厚度为0.05-1cm的铝合金层后进行模压；

(5)模压后进行3-8道次热轧处理，轧制道次间经

450～500℃退火处理，即可得到高中子吸收率中

子吸收复合材料，保证材料的冶金质量，保证复

合材料具有优良的力学性能、热导率和中子吸收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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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中子吸收率中子吸收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为，其步骤如下：

(1)按重量份数计称取碳化硼粉8-40份、铝合金粉32-96份和轻稀土粉0.1-10份；

(2)将碳化硼粉、铝合金粉和轻稀土粉加入混粉设备中进行混料；

(3)将经过混粉设备混合均匀后的物料加入真空烧结炉中进行烧结得到轧坯；

(4)在轧坯的四个侧壁上浇注一层厚度为0.05-1cm的铝合金层后进行模压；

(5)模压后进行3-8道次热轧处理，轧制道次间经450～500℃退火处理，即可得到高中

子吸收率中子吸收复合材料；

所述混粉设备包括壳体，壳体顶部设有第一开口，壳体上还设有一圈第一支撑环，第一

支撑环截面呈L形结构，包绕设置在第一开口外部，第一支撑环上设有截面为n形结构的第

二支承盖，第二支承盖上设有进料机构；壳体内设有分隔机构，分隔机构上方设有混料装

置、分隔机构下方设有承料机构，所述进料机构包括依次连接的进料斗、分料管和第一进料

管，第一进料管为圆环形结构，分料管连接第一进料管和进料斗，第一进料管穿过第二支承

盖且固定在第二支承盖上；

所述混料装置包括混料桶、第一混料机构、第二混料机构，所述混料桶为顶端开口的筒

体结构，所述混料桶内设有导料板，所述导料板为球冠结构，混料桶的开口端为固定端、混

料桶的未开口端为混料端，固定端为圆柱体结构、混料端为圆台形结构，混料端的直径自上

而下逐渐减小，混料桶的混料端上设有若干第一出料孔，混料桶的固定端上设有一圈第一

卡接凸块和一圈第二卡接凸块，第一卡接凸块可滑动的设置在第一开口内壁上，第二卡接

凸块可滑动的设置在第一支撑环内壁上，使混料桶可转动的固定在壳体上，所述混料桶上

还设有一圈第一齿条，第一齿条位于第一支撑环与壳体围绕形成的空腔中，第二支承盖上

设有第一电机，第一电机一端穿过第二支承盖与第一支撑环，其上设置的第一主动齿轮与

第一齿条相啮合；所述第一混料机构包括主轴、搅拌杆、第一搅拌叶组和第二搅拌叶组，主

轴一端固定在第二支承盖上、另一端通过轴套可旋转的与混料桶底部相连接，搅拌杆的数

量为6个、8个或者10个，均匀的周向固定在主轴上，第一搅拌叶组和第二搅拌叶组交替设置

在搅拌杆上，第一搅拌叶组由3个搅拌叶组成，第二搅拌叶组由2个搅拌叶组成，第一搅拌叶

组和第二搅拌叶组的搅拌叶交错设置，搅拌叶倾斜的设置在搅拌杆上，所述搅拌叶与搅拌

杆之间的夹角a为60-70°；所述第二混料机构包括自上而下固定在混料桶外壁的第一混料

板组、第二混料板组和第三混料板组，第一混料板组、第二混料板组和第三混料板组均由相

同数量的混料板组成，相邻两个混料板组之间的混料板交错设置，所述混料板包括连接板

和搅拌板，连接板倾斜的固定在混料桶外壁上，搅拌板竖直的固定在连接板上；

所述承料机构包括承料斗和振动第一电机，承料斗设置在振动第一电机上，承料斗底

部设有倾斜设置的导料平台，承料斗上设有出料管，出料管位于导料平台的最低端；

所述分隔机构包括侧挡板、底板和调节板，侧挡板倾斜的固定在底板外周，所述底板上

设有若干第二出料孔，调节板一端通过弹簧固定在底板的调节腔内，另一端与电动推杆相

连接，调节板上设有第三出料孔，第三出料孔的大小、分布与第二出料孔相同；通过电动推

杆使调节板移动、从而调节第二出料孔的开启和关闭。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中子吸收率中子吸收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为，所

述真空烧结炉包括炉体、烧结模具、脱模机构；所述炉体侧壁上设有加热区域，所述烧结模

具包括上套模和下衬模，所述上套模为底部开口的长方体结构，上套模通过第一支架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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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炉体内腔体的顶部，所述下衬模包括衬板和塞板，塞板固定在衬板上方，塞板与上套模的

底部开口端相契合，衬板底部设有第一限位凸块，第一限位凸块两侧分别设有一个第二限

位凹槽，所述上套模上设有第二进料管；

所述脱模机构包括托板、第一支撑板、第二支撑板，托板的数量为两个，两个托板分别

设置在下衬模的两侧，每个托板通过两个第一气缸固定在炉体内腔体内，托板上设有辅托

板，两个托板上的辅托板相对设置，下衬模设置在辅托板上，辅托板上设有第二限位卡块，

第二限位卡块插入式的设置在第二限位凹槽内，所述第一支撑板设置在炉体内腔体的底

部，第一支撑板上设有第一限位凹槽，第一限位凹槽的位置、大小与第一限位凸块的位置、

大小相对应，第一支撑板的高度H1大于托板的高度H2，所述第二支撑板的数量为两个，分别

设置在第一支撑板的两侧，第二支撑板的位置与托板的位置相对应，所述衬板的高度H3大

于2cm；

所述第一支撑板底部设有两个滑块，滑块可滑动的设置在炉体内壁的滑槽内，第一支

撑板底部设有两个截面为半圆形结构的第一调节槽，第一调节槽的内壁上设有内螺纹，炉

体内壁的底部相应的设有两个截面为半圆形结构的第二调节槽，第二调节槽的内壁为光滑

结构，第一调节槽与第二调节槽相互拼接形成圆形结构的调节通道，设有外螺纹的丝杆穿

过调节通道可转动的固定在炉体侧壁和固定轴承之间，丝杆的外螺纹与第一调节槽的内螺

纹相啮合，丝杆穿过炉体的一端设有从动齿轮，从动齿轮与第二电机的第二主动齿轮相啮

合；

所述炉体的内腔壁为长方体结构，炉体的开口端位于炉体侧壁上，炉门与炉体滑动连

接，炉门顶部设有第二连杆，第二连杆与固定在炉体顶部的第二气缸相连接，第二气缸控制

炉门的开合。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中子吸收率中子吸收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为，所

述混粉设备的混料方式为：物料经进料机构分散的进入混料桶中，第一电机带动混料桶以

30-70r/min的速度进行转动，而第一混料机构并不转动，物料在第一混料机构的作用下以

进行搅拌混合，搅拌30-80min后，将混料桶的转动速度提高为60-200r/min，初步混合的物

料自第一出料孔进入壳体内，位于分隔机构上，此时，第二出料孔处于关闭状态，物料在第

二混料机构的作用下继续搅拌混合，搅拌60-180min后，通过电动推杆的作用拉动调节板，

使第二出料孔和第三出料孔相对齐，物料进入承料斗中，并在振动第一电机的作用下从出

料管出料。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中子吸收率中子吸收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为，所

述真空烧结炉的烧结方式为：初始状态时，炉门处于关闭状态，第一气缸处于收缩状态，下

衬模在托板的作用下与上套模相互作用处于闭合状态，此时，衬板顶部与上套模底部之间

的间距为0.5-1cm，通过第二进料管向烧结模具内注入混合后的物料，物料注满后进行真空

烧结，烧结1-2h后，继续收缩第一气缸，使衬板顶部与上套模底部相互贴合，继续烧结2-4h

即可；脱模处理时，伸展第一气缸，下衬模随之下降至第一支撑板上后，托板继续向下运转

直至与第二支撑板相贴合，此时，托板与下衬模相互分离，再进一步通过电机的转动带动丝

杆转动，从而使第一支撑座向炉体开口处移动，通过第二气缸向上提升打开炉门，取出产

品，再反向操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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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中子吸收率中子吸收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具体涉及一种高中子吸收率中子吸收复合

材料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核电由于高效、低耗、绿色等优点，成为与火电、水电并称的世界三大电力供应支

柱；B4C/Al中子吸收材料是当今发达国家三代电站乏燃料干湿密集贮存格架及其运输容器

反应性控制用的最新材料。

[0003] 传统的中子吸收用B4C/Al复合材料采用箱体松装轧制工艺，B4C和Al经均匀混合

后松装于铝合金箱体，经排气后直接轧制，得到的复合材料为三明治结构，在上下两层铝板

中间的是仍然为粉体、未形成连续的复合块体的材料，因此，产品的力学性能差、热导率低、

中子吸收能力不稳定。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高中子吸收率中子吸收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保

证材料的冶金质量，保证复合材料具有优良的力学性能、热导率和中子吸收能力。

[0005] 具体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高中子吸收率中子吸收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步骤如下：

[0007] (1)按重量份数计称取碳化硼粉8-40份、铝合金粉32-96份和轻稀土粉0.1-10份；

[0008] (2)将碳化硼粉、铝合金粉和轻稀土粉加入混粉设备中进行混料；

[0009] (3)将经过混粉设备混合均匀后的物料加入真空烧结炉中进行烧结得到轧坯；

[0010] (4)在轧坯的四个侧壁上浇注一层厚度为0.05-1cm的铝合金层后进行模压；

[0011] (5)模压后进行3-8道次热轧处理，轧制道次间经450～500℃退火处理，即可得到

高中子吸收率中子吸收复合材料。

[0012] 上述一种高中子吸收率中子吸收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混粉设备包括

壳体，壳体顶部设有第一开口，壳体上还设有一圈第一支撑环，第一支撑环截面呈L形结构，

包绕设置在第一开口外部，第一支撑环上设有截面为n形结构的第二支承盖，第二支承盖上

设有进料机构；壳体内设有分隔机构，分隔机构上方设有混料装置、分隔机构下方设有承料

机构，所述进料机构包括依次连接的进料斗、分料管和第一进料管，第一进料管为圆环形结

构，分料管连接第一进料管和进料斗，第一进料管穿过第二支承盖且固定在第二支承盖上；

[0013] 所述混料装置包括混料桶、第一混料机构、第二混料机构，所述混料桶为顶端开口

的筒体结构，所述混料桶内设有导料板，所述导料板为球冠结构，混料桶的开口端为固定

端、混料桶的未开口端为混料端，固定端为圆柱体结构、混料端为圆台形结构，混料端的直

径自上而下逐渐减小，混料桶的混料端上设有若干第一出料孔，混料桶的固定端上设有一

圈第一卡接凸块和一圈第二卡接凸块，第一卡接凸块可滑动的设置在第一开口内壁上，第

二卡接凸块可滑动的设置在第一支撑环内壁上，使混料桶可转动的固定在壳体上，所述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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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桶上还设有一圈第一齿条，第一齿条位于第一支撑环与壳体围绕形成的空腔中，第二支

承盖上设有第一电机，第一电机一端穿过第二支承盖与第一支撑环，其上设置的第一主动

齿轮与第一齿条相啮合；所述第一混料机构包括主轴、搅拌杆、第一搅拌叶组和第二搅拌叶

组，主轴一端固定在第二支承盖上、另一端通过轴套可旋转的与混料桶底部相连接，搅拌杆

的数量为6个、8个或者10个，均匀的周向固定在主轴上，第一搅拌叶组和第二搅拌叶组交替

设置在搅拌杆上，第一搅拌叶组由3个搅拌叶组成，第二搅拌叶组由2个搅拌叶组成，第一搅

拌叶组和第二搅拌叶组的搅拌叶交错设置，搅拌叶倾斜的设置在搅拌杆上，所述搅拌叶与

搅拌杆之间的夹角a为60-70°；所述第二混料机构包括自上而下固定在混料桶外壁的第一

混料板组、第二混料板组和第三混料板组，第一混料板组、第二混料板组和第三混料板组均

由相同数量的混料板组成，相邻两个混料板组之间的混料板交错设置，所述混料板包括连

接板和搅拌板，连接板倾斜的固定在混料桶外壁上，搅拌板竖直的固定在连接板上；

[0014] 所述承料机构包括承料斗和振动第一电机，承料斗设置在振动第一电机上，承料

斗底部设有倾斜设置的导料平台，承料斗上设有出料管，出料管位于导料平台的最低端；

[0015] 所述分隔机构包括侧挡板、底板和调节板，侧挡板倾斜的固定在底板外周，所述底

板上设有若干第二出料孔，调节板一端通过弹簧固定在底板的调节腔内，另一端与电动推

杆相连接，调节板上设有第三出料孔，第三出料孔的大小、分布与第二出料孔相同；通过电

动推杆使调节板移动、从而调节第二出料孔的开启和关闭。

[0016] 上述一种高中子吸收率中子吸收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真空烧结炉包

括炉体、烧结模具、脱模机构；所述炉体侧壁上设有加热区域，所述烧结模具包括上套模和

下衬模，所述上套模为底部开口的长方体结构，上套模通过第一支架固定在炉体内腔体的

顶部，所述下衬模包括衬板和塞板，塞板固定在衬板上方，塞板与上套模的底部开口端相契

合，衬板底部设有第一限位凸块，第一限位凸块两侧分别设有一个第二限位凹槽，所述上套

模上设有第二进料管；

[0017] 所述脱模机构包括托板、第一支撑板、第二支撑板，托板的数量为两个，两个托板

分别设置在下衬模的两侧，每个托板通过两个第一气缸固定在炉体内腔体内，托板上设有

辅托板，两个托板上的辅托板相对设置，下衬模设置在辅托板上，辅托板上设有第二限位卡

块，第二限位卡块插入式的设置在第二限位凹槽内，所述第一支撑板设置在炉体内腔体的

底部，第一支撑板上设有第一限位凹槽，第一限位凹槽的位置、大小与第一限位凸块的位

置、大小相对应，第一支撑板的高度H1大于托板的高度H2，所述第二支撑板的数量为两个，

分别设置在第一支撑板的两侧，第二支撑板的位置与托板的位置相对应，所述衬板的高度

H3大于2cm；

[0018] 所述第一支撑板底部设有两个滑块，滑块可滑动的设置在炉体内壁的滑槽内，第

一支撑板底部设有两个截面为半圆形结构的第一调节槽，第一调节槽的内壁上设有内螺

纹，炉体内壁的底部相应的设有两个截面为半圆形结构的第二调节槽，第二调节槽的内壁

为光滑结构，第一调节槽与第二调节槽相互拼接形成圆形结构的调节通道，设有外螺纹的

丝杆穿过调节通道可转动的固定在炉体侧壁和固定轴承之间，丝杆的外螺纹与第一调节槽

的内螺纹相啮合，丝杆穿过炉体的一端设有从动齿轮，从动齿轮与第二电机的第二主动齿

轮相啮合；

[0019] 所述炉体的内腔壁为长方体结构，炉体的开口端位于炉体侧壁上，炉门与炉体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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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连接，炉门顶部设有第二连杆，第二连杆与固定在炉体顶部的第二气缸相连接，第二气缸

控制炉门的开合。

[0020] 上述一种高中子吸收率中子吸收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混粉设备的混

料方式为：物料经进料机构分散的进入混料桶中，第一电机带动混料桶以30-70r/min的速

度进行转动，而第一混料机构并不转动，物料在第一混料机构的作用下以进行搅拌混合，搅

拌30-80min后，将混料桶的转动速度提高为60-200r/min，初步混合的物料自第一出料孔进

入壳体内，位于分隔机构上，此时，第二出料孔处于关闭状态，物料在第二混料机构的作用

下继续搅拌混合，搅拌60-180min后，通过电动推杆的作用拉动调节板，使第二出料孔和第

三出料孔相对齐，物料进入承料斗中，并在振动第一电机的作用下从出料管出料。

[0021] 上述一种高中子吸收率中子吸收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真空烧结炉的

烧结方式为：初始状态时，炉门处于关闭状态，第一气缸处于收缩状态，下衬模在托板的作

用下与上套模相互作用处于闭合状态，此时，衬板顶部与上套模底部之间的间距为0.5-

1cm，通过第二进料管向烧结模具内注入混合后的物料，物料注满后进行真空烧结，烧结1-

2h后，继续收缩第一气缸，使衬板顶部与上套模底部相互贴合，继续烧结2-4h即可；脱模处

理时，伸展第一气缸，下衬模随之下降至第一支撑板上后，托板继续向下运转直至与第二支

撑板相贴合，此时，托板与下衬模相互分离，再进一步通过电机的转动带动丝杆转动，从而

使第一支撑座向炉体开口处移动，通过第二气缸向上提升打开炉门，取出产品，再反向操作

即可。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3] (1)本发明混粉更加充分，避免对原材料造成伤害，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确保

了产品品质。

[0024] (2)本发明直接对粉料进行真空烧结，操作简单，脱模方便，适应强，安全可靠。

[0025] (3)本发明保证材料的冶金质量，保证复合材料具有优良的力学性能、热导率和中

子吸收能力。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混粉设备剖视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第一混料机构俯视图。

[0028] 图3为本发明真空烧结炉的炉门关闭状态剖视图。

[0029] 图4为本发明真空烧结炉的炉门开启状态剖视图。

[0030] 图5为本发明真空烧结炉的A-A方向剖视图(1)。

[0031] 图6为本发明真空烧结炉的A-A方向剖视图(2)。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使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更加清晰明确，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描述，

任何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进行等价替换和常规推理得出的方案均落入本发明保

护范围。

[0033] 附图标记

[0034] 壳体11、第一开口12、第一支撑环13、第二支承盖14、进料机构15、进料斗16、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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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17、第一进料管18、分隔机构19、混料桶110、第一混料机构111、第二混料机构112、固定端

113、混料端114、第一出料孔115、第一卡接凸块116、第二卡接凸块117、第一齿条118、第一

电机119、第一主动齿轮120、导料板121、主轴122、搅拌杆123、第一搅拌叶组124、第二搅拌

叶组125、搅拌叶126、第一混料板组127、第二混料板组128、第三混料板组129、混料板130、

连接板131、搅拌板132、承料斗133、振动第一电机134、导料平台135、出料管136、侧挡板

137、底板138、调节板139、弹簧140、电动推杆141、第三出料孔142、第二出料孔143、炉体21、

烧结模具22、脱模机构23、上套模24、下衬模25、第一支架26、衬板27、塞板28、第一限位凸块

29、第二限位凹槽210、第二进料管211、托板212、第一支撑板213、第二支撑板214、第一气缸

215、辅托板216、第二限位卡块217、第一限位凹槽218、滑块219、第一调节槽220、第二调节

槽221、固定轴承223、从动齿轮224、第二电机225、第二主动齿轮226、炉门227、第二连杆

228、第二气缸229。

[0035] 一种高中子吸收率中子吸收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步骤如下：

[0036] (1)按重量份数计称取碳化硼粉8-40份、铝合金粉32-96份和轻稀土粉0.1-10份；

[0037] (2)将碳化硼粉、铝合金粉和轻稀土粉加入混粉设备中进行混料；

[0038] (3)将经过混粉设备混合均匀后的物料加入真空烧结炉中进行烧结得到轧坯；

[0039] (4)在轧坯的四个侧壁上浇注一层厚度为0.05-1cm的铝合金层后进行模压；

[0040] (5)模压后进行3-8道次热轧处理，轧制道次间经450～500℃退火处理，即可得到

高中子吸收率中子吸收复合材料。

[0041] 如图1、图2所示，混粉设备包括壳体11，壳体顶部设有第一开口12，壳体上还设有

一圈第一支撑环13，第一支撑环截面呈L形结构，包绕设置在第一开口外部，第一支撑环上

设有截面为n形结构的第二支承盖14，第二支承盖上设有进料机构15，所述进料机构包括依

次连接的进料斗16、分料管17和第一进料管18，第一进料管为圆环形结构，分料管连接第一

进料管和进料斗，第一进料管穿过第二支承盖且固定在第二支承盖上；壳体内设有分隔机

构19，分隔机构上方设有混料装置、分隔机构下方设有承料机构；

[0042] 所述混料装置包括混料桶110、第一混料机构111、第二混料机构112，所述混料桶

为顶端开口的筒体结构，混料桶的开口端为固定端113、混料桶的未开口端为混料端114，固

定端为圆柱体结构、混料端为圆台形结构，混料端的直径自上而下逐渐减小，混料桶的混料

端上设有若干第一出料孔115，混料桶的固定端上设有一圈第一卡接凸块116和一圈第二卡

接凸块117，第一卡接凸块可滑动的设置在第一开口内壁上，第二卡接凸块可滑动的设置在

第一支撑环内壁上，使混料桶可转动的固定在壳体上，所述混料桶上还设有一圈第一齿条

118，第一齿条位于第一支撑环与壳体围绕形成的空腔中，第二支承盖上设有第一电机119，

第一电机一端穿过第二支承盖与第一支撑环，其上设置的第一主动齿轮120与第一齿条相

啮合，所述混料桶内设有导料板121，所述导料板为球冠结构；所述第一混料机构包括主轴

122、搅拌杆123、第一搅拌叶组124和第二搅拌叶组125，主轴一端固定在第二支承盖上、另

一端通过轴套可旋转的与混料桶底部相连接，搅拌杆的数量为6个、8个或者10个，均匀的周

向固定在主轴上，第一搅拌叶组和第二搅拌叶组交替设置在搅拌杆上，第一搅拌叶组由3个

搅拌叶126组成，第二搅拌叶组由2个搅拌叶组成，第一搅拌叶组和第二搅拌叶组的搅拌叶

交错设置，搅拌叶倾斜的设置在搅拌杆上，所述搅拌叶与搅拌杆之间的夹角a为60-70°；所

述第二混料机构包括自上而下固定在混料桶外壁的第一混料板组127、第二混料板组128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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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混料板组129，第一混料板组、第二混料板组和第三混料板组均由相同数量的混料板

130组成，相邻两个混料板组之间的混料板交错设置，所述混料板包括连接板131和搅拌板

132，连接板倾斜的固定在混料桶外壁上，搅拌板竖直的固定在连接板上；

[0043] 所述承料机构包括承料斗133和振动第一电机134，承料斗设置在振动第一电机

上，承料斗底部设有倾斜设置的导料平台135，承料斗上设有出料管136，出料管位于导料平

台的最低端；

[0044] 所述分隔机构包括侧挡板137、底板138和调节板139，侧挡板倾斜的固定在底板外

周，所述底板上设有若干第二出料孔143，调节板一端通过弹簧140固定在底板的调节腔内，

另一端与电动推杆141相连接，调节板上设有第三出料孔142，第三出料孔的大小、分布与第

二出料孔相同；通过电动推杆使调节板移动、从而调节第二出料孔的开启和关闭。

[0045] 如图3-图6所示，所述真空烧结炉包括炉体21、烧结模具22、脱模机构23；所述炉体

侧壁上设有加热区域，所述烧结模具包括上套模24和下衬模25，所述上套模为底部开口的

长方体结构，上套模通过第一支架26固定在炉体内腔体的顶部，所述下衬模包括衬板27和

塞板28，塞板固定在衬板上方，塞板与上套模的底部开口端相契合，衬板底部设有第一限位

凸块29，第一限位凸块两侧分别设有一个第二限位凹槽210，所述上套模上设有第二进料管

211；

[0046] 所述脱模机构包括托板212、第一支撑板213、第二支撑板214，托板的数量为两个，

两个托板分别设置在下衬模的两侧，每个托板通过两个第一气缸215固定在炉体内腔体内，

托板上设有辅托板216，两个托板上的辅托板相对设置，下衬模设置在辅托板上，辅托板上

设有第二限位卡块217，第二限位卡块插入式的设置在第二限位凹槽内，所述第一支撑板设

置在炉体内腔体的底部，第一支撑板上设有第一限位凹槽218，第一限位凹槽的位置、大小

与第一限位凸块的位置、大小相对应，第一支撑板的高度H1大于托板的高度H2，所述第二支

撑板的数量为两个，分别设置在第一支撑板的两侧，第二支撑板的位置与托板的位置相对

应，所述衬板的高度H3大于2cm；

[0047] 所述第一支撑板底部设有两个滑块219，滑块可滑动的设置在炉体内壁的滑槽内，

第一支撑板底部设有两个截面为半圆形结构的第一调节槽220，第一调节槽的内壁上设有

内螺纹，炉体内壁的底部相应的设有两个截面为半圆形结构的第二调节槽221，第二调节槽

的内壁为光滑结构，第一调节槽与第二调节槽相互拼接形成圆形结构的调节通道，设有外

螺纹的丝杆222穿过调节通道可转动的固定在炉体侧壁和固定轴承223之间，丝杆的外螺纹

与第一调节槽的内螺纹相啮合，丝杆穿过炉体的一端设有从动齿轮224，从动齿轮与第二电

机225的第二主动齿轮226相啮合。

[0048] 所述炉体的内腔壁为长方体结构，炉体的开口端位于炉体侧壁上，炉门227与炉体

滑动连接，炉门顶部设有第二连杆228，第二连杆与固定在炉体顶部的第二气缸229相连接，

第二气缸控制炉门的开合。

[0049] 所述混粉设备的混料方式为：物料经进料机构分散的进入混料桶中，第一电机带

动混料桶以30-70r/min的速度进行转动，而第一混料机构并不转动，物料在第一混料机构

的作用下以进行搅拌混合，搅拌30-80min后，将混料桶的转动速度提高为60-200r/min，初

步混合的物料自第一出料孔进入壳体内，位于分隔机构上，此时，第二出料孔处于关闭状

态，物料在第二混料机构的作用下继续搅拌混合，搅拌60-180min后，通过电动推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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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调节板，使第二出料孔和第三出料孔相对齐，物料进入承料斗中，并在振动第一电机的

作用下从出料管出料。

[0050] 所述真空烧结炉的烧结方式为：初始状态时，炉门处于关闭状态，第一气缸处于收

缩状态，下衬模在托板的作用下与上套模相互作用处于闭合状态，此时，衬板顶部与上套模

底部之间的间距为0.5-1cm，通过第二进料管向烧结模具内注入混合后的物料，物料注满后

进行真空烧结，烧结1-2h后，继续收缩第一气缸，使衬板顶部与上套模底部相互贴合，继续

烧结2-4h即可；脱模处理时，伸展第一气缸，下衬模随之下降至第一支撑板上后，托板继续

向下运转直至与第二支撑板相贴合，此时，托板与下衬模相互分离，再进一步通过电机的转

动带动丝杆转动，从而使第一支撑座向炉体开口处移动，通过第二气缸向上提升打开炉门，

取出产品，再反向操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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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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