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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ZCuSn10P1合金半固态浆料

的制浆成型一体化装置和方法，属于材料科学技

术领域。该ZCuSn10P1合金半固态浆料的制浆成

型一体化装置，包括半固态浆料制备装置、冷却

装置和底注式间接挤压铸造模具。本发明将铸造

生产中合金熔体的主要凝固阶段和零件成形阶

段相结合，先对合金熔体进行阶段控制冷却，然

后在模具中进行短时间类等温处理，以促使组织

较均匀的熔体流入零件部位，通过对该熔体进行

挤压铸造，获得固相内整体锡含量提高或者固相

内较高锡含量面积显著增大的高强韧铸件，并且

成形零件的组织均匀、晶粒为蔷薇状或等轴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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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ZCuSn10P1合金半固态浆料的制浆成型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半固态浆

料制备装置、冷却装置和底注式间接挤压铸造模具；

所述半固态浆料制备装置包括中频感应炉，冷却装置包括阶段控制冷却装置（2），阶段

控制冷却装置（2）包括浇口杯（3）、倾斜板（4）和支架（5），底注式间接挤压铸造模具包括挤

压铸造模具（14）、挤压机控制器（15）和操作台（16），挤压铸造模具（14）包括下模具和上模

具，上模具包括液压机连接块（1），下模具包括冲头（6）、底座（7）、料筒（9）、通道阀门（10）和

加压装置（17）；

所述中频感应炉中制备得到的ZCuSn10P1合金熔液输送到冷却装置中的浇口杯（3）中；

所述冷却装置中浇口杯（3）底部设有倾斜板（4），倾斜板（4）底部连通挤压铸造模具

（14）中料筒（9）侧部，倾斜板（4）下方设有支架（5）；

所述底注式间接挤压铸造模具中操作台（16）上设有挤压铸造模具（14），挤压铸造模具

（14）连接挤压机控制器（15），挤压铸造模具（14）中下模具固定在操作台（16）上，下模具正

上方对应上模具，上模具通过液压机连接块（1）连接液压机带动上模具上下移动，倾斜板

（4）与下模具中料筒（9）侧部连接处设有能上下移动的通道阀门（10），下模具中料筒（9）内

部底部设有加压装置（17），加压装置（17）底部依次连接冲头（6）、底座（7），冲头（6）穿过操

作台（1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ZCuSn10P1合金半固态浆料的制浆成型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倾斜板（4）倾斜角度为4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ZCuSn10P1合金半固态浆料的制浆成型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通道阀门（10）上设有卡槽（11）和卡齿（12），料筒（9）上部侧面上设有与卡槽（11）配

合的卡销（1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ZCuSn10P1合金半固态浆料的制浆成型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加压装置（17）包括加压装置顶板（18）、加力板（19）、固定轴（20）和加压装置底板

（21），加压装置底板（21）顶部对称设有两块加力板（19），加力板（19）上设有固定轴（20），两

块加力板（19）顶部压住对称设置的另外两块加力板（19）底部，另外两块加力板（19）上也设

置有固定轴（20），另外两块加力板（19）顶部顶住加压装置顶板（18），当冲头（6）向上运动，

带动加压装置底板（21）向上运动，将向上的力传递给通过四块加力板（19）传递给加压装置

顶板（18），加压装置顶板（18）在料筒（9）内部向上运动。

5.一种ZCuSn10P1合金半固态浆料的制浆成型一体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1、将中频感应炉1100℃的ZCuSn10P1合金熔液输送到冷却装置中的浇口杯（3）中，

金属熔体以薄层形式快速流经倾斜板（4），熔体温度快速冷却至950℃，然后通过倾斜板（4）

底部流到挤压铸造模具（14）的料筒（9）中，利用凝固潜热的作用使熔体进行850~900℃类等

温过程处理；

步骤2、关闭下模具中料筒（9）的通道阀门（10），上模具通过液压机向下与下模具进行

合模，然后带动冲头（6）向上挤压，在此过程中通过下模具内部的电阻棒加热系统控制温度

为400℃，挤压速度为21mm/s，挤压力为200MPa，制备得到半固态挤压铸造轴套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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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ZCuSn10P1合金半固态浆料的制浆成型一体化装置和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ZCuSn10P1合金半固态浆料的制浆成型一体化装置和方法，属于

材料科学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锡青铜因强度高、弹性模量大、摩擦系数低、耐磨耐蚀性好等优点，成为继铜银合

金后高铁接触线的首选材料。高锡含量铸造铜锡合金高硬度特性能满足重载、高速和高温

并受强烈摩擦工况要求，广泛用于高铁、船舶、航空等行业的衬套、轴套、轴承座、齿轮、蜗轮

等。以我国铁路为例，到2020年运营里程要达到12万公里，电气化率要达到60%，铜锡合金市

场需求量巨大。

[0003] 但是，铜锡合金被称为最为典型的凝固偏析合金之一，其偏析广泛出现于含4.7-

15%锡的系列合金连铸坯、铸锭的凝固组织中。合金锡含量越高，偏析倾向越大。偏析还会向

铸坯表面迁移（逆偏析）形成“锡汗”。文献资料表明，随着石膏型、壳型、砂型、金属型的冷却

速度依次增大，其铸造试样的逆偏析程度依次变得严重。

[0004] 可见，金属型铸造铜锡合金极易产生偏析和逆偏析，极大程度上约束了其高品质

铸件的开发。长期以来，我国高强韧铜锡合金轴套类零件常采用连铸棒材或管材进行机加

工生产。抑制铸造铜锡合金凝固偏析或逆偏析，成为获得高强韧压铸、挤压铸造铸件的重点

和难点，也是当今高速重载高铁等行业快速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问题。

[0005] 由于铜锡合金中锡原子的扩散速度明显快于铜原子，凝固过程中容易通过初生相

与液相间界面快速向液相迁移，形成低熔点富锡物的晶间偏析。砂型铸造固液界面推进速

度较慢，较容易出现偏析；金属型铸造垂直于枝晶主轴方向界面推进速度相对较低，偏析常

出现于长枝晶轴间，同时又由于其铸件壁内外温差较大，在凝固体收缩对心部产生液态静

压力，以及表面壳层内晶间细小孔隙产生的毛细管吸力共同作用下，偏析物沿枝晶间通道

向铸坯表层移动产生逆偏析。这是砂型铸造、金属型铸造ZCuSn10P1合金延伸率分别只有2%

和4%的主要原因，屈服强度也仅仅分别要求达到130MPa和170MPa（中国国家标准《铸造铜及

铜合金》GB/T  1176-2013和美国标准《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Copper  Alloy 

Continuous  Castings）。

[0006] 连续铸造能够有效地控制界面移动速度和移动方向，促使锡原子固溶于铜基体当

中，减轻或抑制锡元素的偏析，提高合金的塑性，如连续铸造ZCuSn10P1合金的延伸率可以

提高到6%（美国10%），但屈服强度也只为170MPa（中国国家标准《铸造铜及铜合金》GB/T 

1176-2013和美国标准《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Copper  Alloy  Continuous 

Castings》ASTM  B505/B505M-14）；Cu−4.7%Sn合金两相区连铸时，提高连铸速度以获得较高

的板坯（5mm厚）横向和纵向凝固速度，形成沿连铸方向为主的柱状铜基单一固溶体，有效防

止锡在连铸板坯表面的富集或偏析并抑制“锡汗”的形成。因此，熔体内液固界面推进速度

快于锡原子的扩散速度，锡原子将能固溶在初生相内部，这是抑制铜锡合金中低熔点锡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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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共性关键技术，从而进一步抑制逆偏析，达到强韧化的目的。

[0007] 但是，铸件铸造凝固过程中液固界面的形态、移动方向及数量比较复杂，要在铸型

中直接控制熔体复杂固液界面的推进过程几乎难以实现。

发明内容

[0008]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及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ZCuSn10P1合金半固态浆

料的制浆成型一体化装置和方法。本发明将铸造生产中合金熔体的主要凝固阶段和零件成

形阶段相结合，先对合金熔体进行阶段控制冷却，然后在模具中进行短时间类等温处理，以

促使组织较均匀的熔体流入零件部位，通过对该熔体进行挤压铸造，获得固相内整体锡含

量提高或者固相内较高锡含量面积显著增大的高强韧铸件，并且成形零件的组织均匀、晶

粒为蔷薇状或等轴状。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9] 一种ZCuSn10P1合金半固态浆料的制浆成型一体化装置，包括半固态浆料制备装

置、冷却装置和底注式间接挤压铸造模具；

所述半固态浆料制备装置包括中频感应炉，冷却装置包括阶段控制冷却装置2，阶段控

制冷却装置2包括浇口杯3、倾斜板4和支架5，底注式间接挤压铸造模具包括挤压铸造模具

14、挤压机控制器15和操作台16，挤压铸造模具14包括下模具和上模具，上模具包括液压机

连接块1，下模具包括冲头6、底座7、料筒9、通道阀门10和加压装置17；

所述中频感应炉中制备得到的ZCuSn10P1合金熔液输送到冷却装置中的浇口杯3中；

所述冷却装置中浇口杯3底部设有倾斜板4，倾斜板4底部连通挤压铸造模具14中料筒9

侧部，倾斜板4下方设有支架5；

所述底注式间接挤压铸造模具中操作台16上设有挤压铸造模具14，挤压铸造模具14连

接挤压机控制器15，挤压铸造模具14中下模具固定在操作台16上，下模具正上方对应上模

具，上模具通过液压机连接块1连接液压机带动上模具上下移动，倾斜板4与下模具中料筒9

侧部连接处设有能上下移动的通道阀门10，下模具中料筒9内部底部设有加压装置17，加压

装置17底部依次连接冲头6、底座7，冲头6穿过操作台16。

[0010] 所述倾斜板4倾斜角度为45°。

[0011] 所述通道阀门10上设有卡槽11和卡齿12，料筒9上部侧面上设有与卡槽11配合的

卡销13。

[0012] 所述加压装置17包括加压装置顶板18、加力板19、固定轴20和加压装置底板21，加

压装置底板21顶部对称设有两块加力板19，加力板19上设有固定轴20，两块加力板19顶部

压住对称设置的另外两块加力板19底部，另外两块加力板19上也设置有固定轴20，另外两

块加力板19顶部顶住加压装置顶板18，当冲头6向上运动，带动加压装置底板21向上运动，

将向上的力传递给通过四块加力板19传递给加压装置顶板18，加压装置顶板18在料筒9内

部向上运动。

[0013] 上述挤压铸造模具14模具为40Cr或3Cr2W8V材质的金属型，其水平分型面通过轴

套主轴线，一腔4~6模，内径为80mm的垂直料筒9设于下模具中心位置。

[0014] 一种ZCuSn10P1合金半固态浆料的制浆成型一体化方法，其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1、将中频感应炉1100℃的ZCuSn10P1合金熔液输送到冷却装置中的浇口杯3中，金

属熔体以薄层形式快速流经倾斜板4，熔体温度快速冷却至950℃，然后通过倾斜板4底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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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挤压铸造模具14的料筒9中，利用凝固潜热的作用使熔体进行850~900℃类等温过程处

理，类等温过程处理促使液相中的锡元素进一步通过固相和液相之间的界面扩散至固相内

部，获得Sn在初生相内的固溶度明显提高的合金熔体，并进行间接挤压铸造，获得形态为近

等轴状的初生相，其中含11~15%锡元素面积明显提高，且组织致密的高强度、高塑性的轴套

类铸件；

步骤2、关闭下模具中料筒9的通道阀门10，上模具通过液压机向下与下模具进行合模，

然后带动冲头6向上挤压，在此过程中通过下模具内部的电阻棒加热系统控制温度为400

℃，挤压速度为21mm/s，挤压力为200MPa，制备得到半固态挤压铸造轴套零件。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制备得到的半固态挤压铸造轴套零件屈服强度从液态挤压铸造中的190MPa左

右提高至230~250MPa，延伸率从液态挤压铸造的6~7%提高至16~22%，以满足高铁刹车系统

中对ZCuSn10P1合金轴套的屈服强度≥240MPa、延伸率≥15%的性能要求。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通道阀门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加压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ZCuSn10P1合金轴套零件组织图。

[0017] 图中：1-液压机连接块，2-阶段控制冷却装置，3-浇口杯，4-倾斜板，5-支架，6-冲

头，7-底座，8-底注式挤压机，9-料筒，10-通道阀门，11-卡槽，12-卡齿，13-卡销，14-挤压铸

造模具，15-挤压机控制器，16-操作台，17-加压装置，18-加压装置顶板，19-加力板，20-固

定轴，21-加压装置底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9] 实施例1

如图1至4所示，该ZCuSn10P1合金半固态浆料的制浆成型一体化装置，包括半固态浆料

制备装置、冷却装置和底注式间接挤压铸造模具；

所述半固态浆料制备装置包括中频感应炉，冷却装置包括阶段控制冷却装置2，阶段控

制冷却装置2包括浇口杯3、倾斜板4和支架5，底注式间接挤压铸造模具包括挤压铸造模具

14、挤压机控制器15和操作台16，挤压铸造模具14包括下模具和上模具，上模具包括液压机

连接块1，下模具包括冲头6、底座7、料筒9、通道阀门10和加压装置17；

所述中频感应炉中制备得到的ZCuSn10P1合金熔液输送到冷却装置中的浇口杯3中；

所述冷却装置中浇口杯3底部设有倾斜板4，倾斜板4底部连通挤压铸造模具14中料筒9

侧部，倾斜板4下方设有支架5；

所述底注式间接挤压铸造模具中操作台16上设有挤压铸造模具14，挤压铸造模具14连

接挤压机控制器15，挤压铸造模具14中下模具固定在操作台16上，下模具正上方对应上模

具，上模具通过液压机连接块1连接液压机带动上模具上下移动，倾斜板4与下模具中料筒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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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部连接处设有能上下移动的通道阀门10，下模具中料筒9内部底部设有加压装置17，加压

装置17底部依次连接冲头6、底座7，冲头6穿过操作台16。

[0020] 其中倾斜板4倾斜角度为45°；通道阀门10上设有卡槽11和卡齿12，料筒9上部侧面

上设有与卡槽11配合的卡销13；加压装置17包括加压装置顶板18、加力板19、固定轴20和加

压装置底板21，加压装置底板21顶部对称设有两块加力板19，加力板19上设有固定轴20，两

块加力板19顶部压住对称设置的另外两块加力板19底部，另外两块加力板19上也设置有固

定轴20，另外两块加力板19顶部顶住加压装置顶板18，当冲头6向上运动，带动加压装置底

板21向上运动，将向上的力传递给通过四块加力板19传递给加压装置顶板18，加压装置顶

板18在料筒9内部向上运动；挤压铸造模具14模具为40Cr或3Cr2W8V材质的金属型，其水平

分型面通过轴套主轴线，一腔4~6模，内径为80mm的垂直料筒9设于下模具中心位置。

[0021] 该ZCuSn10P1合金半固态浆料的制浆成型一体化方法，其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1、将中频感应炉1100℃的ZCuSn10P1合金熔液输送到冷却装置中的浇口杯3中，金

属熔体以薄层形式快速流经倾斜板4（倾斜板长度300mm），熔体温度快速冷却至950℃，然后

通过倾斜板4底部流到挤压铸造模具14的料筒9中，利用凝固潜热的作用使熔体进行850~
900℃类等温过程处理，类等温过程处理促使液相中的锡元素进一步通过固相和液相之间

的界面扩散至固相内部，获得Sn在初生相内的固溶度明显提高的合金熔体，并进行间接挤

压铸造，获得形态为近等轴状的初生相，其中含11~15%锡元素面积明显提高，且组织致密的

高强度、高塑性的轴套类铸件；

步骤2、关闭下模具中料筒9的通道阀门10，上模具通过液压机向下与下模具进行合模，

然后带动冲头6向上挤压，在此过程中通过下模具内部的电阻棒加热系统控制温度为400

℃，挤压速度为21mm/s，挤压力为200MPa，制备得到半固态挤压铸造轴套零件。

[0022] 本实施例制备得到的半固态挤压铸造轴套零件组织图如图5所示，从图5中可以看

出的半固态挤压铸造轴套零件组织呈蔷薇状且无缩松等铸造缺陷。

[0023] 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

实施方式，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

提下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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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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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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