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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银元素与铁、铜、镁、镍、

钨、铈元素的复合装置，包括存放银球的主料仓

以及存放铁、铜、镁、镍、钨、铈球的辅料仓，所述

主料仓和辅料仓的底部分别设置有高温熔化主

炉和高温熔化辅炉，所述高温熔化主炉和高温熔

化辅炉的底部设置有导料管，所述导料管与搅拌

筒连接，所述搅拌筒包括筒体以及设置在筒体内

的螺旋搅拌叶和控制阀，所述控制阀位于螺旋搅

拌叶的上下两侧，所述筒体一端与导料管连接，

另一端与进料筒连接，所述进料筒通过伸缩装置

与成型模具连接。本发明设计新颖、结构简单，使

用方便，能够制作出不同成分以及不同比例的银

元素复合材料，用于研究，便于选择其中最优的

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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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银元素与铁、铜、镁、镍、钨、铈元素的复合装置，包括存放银球（1）的主料仓（2）

以及存放铁、铜、镁、镍、钨、铈球（3）的辅料仓（4），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料仓（2）和辅料仓（4）

的底部分别设置有高温熔化主炉（5）和高温熔化辅炉（6），所述高温熔化主炉（5）和高温熔

化辅炉（6）的底部设置有导料管（7），所述导料管（7）与搅拌筒（8）连接，所述搅拌筒（8）包括

筒体以及设置在筒体内的螺旋搅拌叶（9）和控制阀（10），所述控制阀（10）位于螺旋搅拌叶

（9）的上下两侧，所述筒体一端与导料管（7）连接，另一端与进料筒（11）连接，所述进料筒

（11）通过伸缩装置与成型模具（12）连接，所述伸缩装置包括套设在进料筒（11）上的注射管

（13）以及设置在注射管（13）一侧用于驱动注射管（13）与成型模具（12）连接或分离的油缸

（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银元素与铁、铜、镁、镍、钨、铈元素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主料仓（2）和辅料仓（4）的底部分别设置有螺旋上料管（15），所述螺旋上料管（15）

上设置有控制阀（10）和光电传感器（16），所述光电传感器（16）和控制阀（10）与控制器连

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银元素与铁、铜、镁、镍、钨、铈元素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银球（1）以及铁、铜、镁、镍、钨、铈球（3）的直径不超过螺旋上料管（15）的口径，其银

球（1）以及铁、铜、镁、镍、钨、铈球（3）的直径相同，且均采用纯度99.99％的金属元素。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银元素与铁、铜、镁、镍、钨、铈元素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高温熔化主炉（5）或高温熔化辅炉（6）包括炉体（17）以及设置在炉体（17）底部与导

料管（7）连接的金属出水口（18），所述金属出水口（18）上安装有金属出水阀（19），所述金属

出水阀（19）通过连接杆（20）与油缸（14）连接，所述油缸（14）驱动金属出水阀（19）与金属出

水口（18）连接或分离；所述高温熔化主炉（5）或高温熔化辅炉（6）包括电阻炉或电热辐射

炉。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银元素与铁、铜、镁、镍、钨、铈元素的复合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控制阀（10）设置为电磁阀，所述电磁阀与控制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银元素与铁、铜、镁、镍、钨、铈元素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成型模具（12）包括上模（121）和下模（122），所述下模（122）和上模（121）之间设置

有成型盘条或盘丝的型腔（123），所述型腔（123）通过流道（124）与上模（121）上的浇注口

（21）连接，所述浇注口（21）与注射管（13）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银元素与铁、铜、镁、镍、钨、铈元素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盘条或盘丝上设置标注元素文字、重量、规格和型号等。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银元素与铁、铜、镁、镍、钨、铈元素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控制器包括主控电路板以及设置在主控电路板上的控制按键和微处理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银元素与铁、铜、镁、镍、钨、铈元素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主料仓（2）和辅料仓（4）的底部设置为V型，所述V型的底部与螺旋上料管（15）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银元素与铁、铜、镁、镍、钨、铈元素的复合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盘条或盘丝中的银元素的比例设置在51％-90％，铁、铜、镁、镍、钨、铈元素的总

量比例设置在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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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银元素与铁、铜、镁、镍、钨、铈元素的复合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金属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银元素与铁、铜、镁、镍、钨、铈元素的复合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根据结构的不同，合金主要类型是：

(1)混合物合金（共熔混合物），当液态合金凝固时，构成合金的各组分分别结晶而成的

合金，如焊锡、铋镉合金等；

(2)固熔体合金，当液态合金凝固时形成固溶体的合金，如金银合金等；

(3)金属互化物合金，各组分相互形成化合物的合金，如铜、锌组成的黄铜（β-黄铜、γ-

黄铜和ε-黄铜）等。

[0003] 合金的许多性能优于纯金属，故在应用材料中大多使用合金(参看铁合金、不锈

钢)。

[0004] 各类型合金都有以下通性：

(1)多数合金熔点低于其组分中任一种组成金属的熔点；

(2)硬度比其组分中任一金属的硬度大；

(3)合金的导电性和导热性低于任一组分金属。利用合金的这一特性，可以制造高电阻

和高热阻材料。还可制造有特殊性能的材料，如在铁中掺入15％铬和9％镍得到一种耐腐蚀

的不锈钢，适用于化学工业。

[0005] (4)有的抗腐蚀能力强(如不锈钢)  [编辑本段]2.常见合金 球墨铸铁、锰钢、不锈

钢、黄铜、青铜、白铜、焊锡、硬铝、18K黄金、18K白金。

[0006] 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设备越来越普及，银合金作为电子部件中最重要的组件，被

广泛应用于电子元件中，但是，由于不知道银的比例在多少比较合适，才能够发挥最优的性

能，我们需要对银合金进行研究和改造，使其提升其最好的性能，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制造银

合金的样机。银合金的产品存在很多种类，但是，没有银元素和其他各元素的具体标准比例

的生产设备。

[0007] 银铁合金；  银基添加铁的二元合金，银和铁互不相溶。合金的接触电阻稳定，抗烧

损性、抗熔焊性和耐磨性良好。有AgFe7，AgFel0等。用粉末冶金法制得，银铁复合粉末由共

沉淀法生产。适宜用作起动频繁的重负荷交流接触器中的电接点材料。

[0008] 银铜合金：银和铜的二元合金，铜具有强化作用。有AgCu3，AgCu7 .5，AgCul0，

AgCu28和AgCu55等合金。有良好的导电性、流动性和浸润性、较好的机械性能、耐磨性和抗

熔焊性。有偏析倾向。用真空中频炉熔炼，铸锭经均匀化退火后可冷加工成板材、片材和丝

材。作空气断路器、电压控制器、电话继电器、接触器、起动器等器件的接点，导电环和定触

片。真空钎料，还可制造硬币、装饰品和餐具等。

[0009] 银镍合金：银基添加镍的二元合金。在固态，银和镍几乎不互溶，有AgNi0 .1、

AgNil0、AgNi20、Ag-Ni40等。导电导热性能良好，强度高，抗电弧、抗金属转移、抗侵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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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耐磨性好。用粉末冶金法制造。延展性能良好。如加氧化铜或氧化锡，可进一步提高抗熔

焊性。广泛用于低压电器中，如速度控制器、电压调节器、汽车起动开关、空气断路器、磁力

起动器、重负荷继电器和振动整流器接点等

银钨合金  ：银和钨的二元合金，无论在液态还是在固态，银和钨都互不相溶。有AgW30，

AgW60，AgW80和AgW90等。硬度高，抗电弧侵蚀、抗黏着和抗熔焊的能力强。用粉末冶金法制

造。大于60%钨的合金多采用浸透法生产。用作低压功率开关、起重用开关，火车头用开关、

大电流开关的预接点，以及重负荷的继电器、空气断路器等。加钴可改善银对钨的润湿性，

降低接触电阻。

[0010] 银的合金有很多种，它们主要应用于：(1)中等负荷或重负荷电器中作电接触材

料，是应用领域和用量最大，也是最廉价的贵金属电接触材料。(2)多种材料的钎接，是用量

最大的贵金属钎接材料。(3)在贵金属电阻材料中占有一定地位。(4)至今仍是用量最大的

贵金属饰品材料。

[0011] 现有的银合金材料不全面，使其在科学实验领域没有标准的银与其他元素的混合

材料，阻碍了银合金的科学发展。标准的银与其他元素混合材料有待产生。

[0012] 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设备越来越普及，银合金作为电子部件中最重要的组件，被

广泛应用于电子元件中，但是，由于不知道银的比例在多少比较合适，才能够发挥最优的性

能，我们需要对银合金进行研究和改造，使其提升其最好的性能，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制造银

合金的样机。银合金的产品存在很多种类，但是，市面上还是比较缺少此类生产设备。

发明内容

[001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以上问题，提供一种银元素与铁、铜、镁、

镍、钨、铈元素的复合装置，本发明设计新颖、结构简单，使用方便，能够制作出不同成分以

及不同比例的银元素复合材料，用于研究，便于选择其中最优的复合材料。。

[0014]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达到上述技术效果，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一种银元素与铁、铜、镁、镍、钨、铈元素的复合装置，包括存放银球的主料仓以及存放

铁、铜、镁、镍、钨、铈球的辅料仓，所述主料仓和辅料仓的底部分别设置有高温熔化主炉和

高温熔化辅炉，所述高温熔化主炉和高温熔化辅炉的底部设置有导料管，所述导料管与搅

拌筒连接，所述搅拌筒包括筒体以及设置在筒体内的螺旋搅拌叶和控制阀，所述控制阀位

于螺旋搅拌叶的上下两侧，所述筒体一端与导料管连接，另一端与进料筒连接，所述进料筒

通过伸缩装置与成型模具连接，所述伸缩装置包括套设在进料筒上的注射管以及设置在注

射管一侧用于驱动注射管与成型模具连接或分离的油缸。采用此技术方案，银球由主料仓

进入高温熔化主炉，铁球、铜球、镁球、镍球、钨球和铈球分别通过辅料仓进入到各自的高温

熔化辅炉，然后，由高温熔化主炉和高温熔化辅炉分别进行高温熔化成金属水，熔化后的金

属水倒入到搅拌筒，在搅拌筒内搅拌混合后，再由注射管注射到成型模具中。

[0015] 作为优选，所述主料仓和辅料仓的底部分别设置有螺旋上料管，所述螺旋上料管

上设置有控制阀和光电传感器，所述光电传感器和控制阀与控制器连接。采用此技术方案，

控制器由主控电路板以及设置在主控电路板上的微处理器和控制开关；控制阀用于开启螺

旋上料管，使里面的银球、铁球、铜球、镁球、镍球、钨球或铈球进入到高温熔化炉中；光电传

感器用于感应银球、铁球、铜球、镁球、镍球、钨球或铈球的信号，并将感应的信号发送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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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器，由处理器计算其银球、铁球、铜球、镁球、镍球、钨球或铈球的数量；由控制开关设置进

球的数量或比例，然后，打开控制阀，放出螺旋上料管内的银球、铁球、铜球、镁球、镍球、钨

球或铈球，银球、铁球、铜球、镁球、镍球、钨球或铈球在螺旋上料管内移动时，由光电传感器

发送信号给微处理器计算其数量，当数量达到设置的数量或比例时，由控制器控制控制阀

关闭。

[0016] 作为优选，所述银球以及铁、铜、镁、镍、钨、铈球的直径不超过螺旋上料管的口径，

其银球以及铁、铜、镁、镍、钨、铈球的直径相同，且均采用纯度99.99％的金属元素。

[0017] 作为优选，所述高温熔化主炉或高温熔化辅炉包括炉体以及设置在炉体底部与导

料管连接的金属出水口，所述金属出水口上安装有金属出水阀，所述金属出水阀通过连接

杆与油缸连接，所述油缸驱动金属出水阀与金属出水口连接或分离；所述高温熔化主炉或

高温熔化辅炉包括电阻炉或电热辐射炉。采用此技术方案，炉体内的金属水通过金属出水

口倒入到导料管中。

[0018] 作为优选，所述控制阀设置为电磁阀，所述电磁阀与控制器连接。

[0019] 作为优选，所述成型模具包括上模和下模，所述下模和上模之间设置有成型盘条

或盘丝的型腔，所述型腔通过流道与上模上的浇注口连接，所述浇注口与注射管连接。采用

此技术方案，型腔用于成型盘条或盘丝。

[0020] 作为优选，所述盘条或盘丝上设置标注元素文字、重量、规格和型号等。采用此技

术方案，有助于识别。

[0021] 作为优选，所述控制器包括主控电路板以及设置在主控电路板上的控制按键和微

处理器。

[0022] 作为优选，所述主料仓和辅料仓的底部设置为V型，所述V型的底部与螺旋上料管

连接。采用此技术方案，有助于银球、铁球、铜球、镁球、镍球、钨球或铈球进入到螺旋上料管

内。

[0023] 作为优选，所述盘条或盘丝中的银元素的比例设置在51％-90％，铁、铜、镁、镍、

钨、铈元素的总量比例设置在10％-49％。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设计新颖、结构简单，使用方便，能够制作出不同成

分以及不同比例的银元素复合材料，用于研究，便于选择其中最优的银复合材料；本发明的

装置可以通过以银元素为主，铁元素、铜元素、镁元素、镍元素、钨元素、铈元素为辅，制作出

成千上万种不同比例的银元素复合材料，以便于科研研究。

[0025] 上述说明仅是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概述，为了能够更清楚了解本发明的技术手段，

并可依照说明书的内容予以实施，以下以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配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发

明的具体实施方式由以下实施例及其附图详细给出。

附图说明

[0026]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本发

明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在附图中：

图1为本发明涉及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涉及的主料仓和/或辅料仓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涉及的高温熔化主炉或高温熔化辅炉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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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为本发明涉及的进料筒与注射管连接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涉及的下模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标号说明：银球1，主料仓2，铁、铜、镁、镍、钨、铈球3，辅料仓4，高温熔化主炉

5，高温熔化辅炉6，导料管7，搅拌筒8，螺旋搅拌叶9，控制阀10，进料筒11，成型模具12，上模

121，下模122，型腔123，流道124，注射管13，油缸14，螺旋上料管15，光电传感器16，炉体17，

金属出水口18，金属出水阀19，连接杆20，浇注口21。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参照图1至图5所示，一种银元素与铁、铜、镁、镍、钨、铈元素的复合装置，包括存放银球

1的主料仓2以及存放铁、铜、镁、镍、钨、铈球3的辅料仓4，所述主料仓2和辅料仓4的底部分

别设置有高温熔化主炉5和高温熔化辅炉6，所述高温熔化主炉5和高温熔化辅炉6的底部设

置有导料管7，所述导料管7与搅拌筒8连接，所述搅拌筒8包括筒体以及设置在筒体内的螺

旋搅拌叶9和控制阀10，所述控制阀10位于螺旋搅拌叶9的上下两侧，所述筒体一端与导料

管7连接，另一端与进料筒11连接，所述进料筒11通过伸缩装置与成型模具12连接，所述伸

缩装置包括套设在进料筒11上的注射管13以及设置在注射管13一侧用于驱动注射管13与

成型模具12连接或分离的油缸14。采用此技术方案，银球1由主料仓2进入高温熔化主炉5，

铁球、铜球、镁球、镍球、钨球和铈球3分别通过辅料仓4进入到各自的高温熔化辅炉6，然后，

由高温熔化主炉4和高温熔化辅炉5分别进行高温熔化成金属水，熔化后的金属水倒入到搅

拌筒8，在搅拌筒8内搅拌混合后，再由注射管13注射到成型模具12中。

[0029] 作为优选，所述主料仓2和辅料仓4的底部分别设置有螺旋上料管15，所述螺旋上

料管15上设置有控制阀10和光电传感器16，所述光电传感器16和控制阀10与控制器连接。

采用此技术方案，控制器由主控电路板以及设置在主控电路板上的微处理器和控制开关；

控制阀10用于开启螺旋上料管15，使里面的银球、铁球、铜球、镁球、镍球、钨球或铈球进入

到高温熔化炉中；光电传感器16用于感应银球、铁球、铜球、镁球、镍球、钨球或铈球的信号，

并将感应的信号发送微处理器，由处理器计算其银球、铁球、铜球、镁球、镍球、钨球或铈球

的数量；由控制开关设置进球的数量或比例，然后，打开控制阀10，放出螺旋上料管15内的

银球、铁球、铜球、镁球、镍球、钨球或铈球，银球、铁球、铜球、镁球、镍球、钨球或铈球在螺旋

上料管15内移动时，由光电传感器16发送信号给微处理器计算其数量，当数量达到设置的

数量或比例时，由控制器控制控制阀10关闭。

[0030] 作为优选，所述银球1以及铁、铜、镁、镍、钨、铈球3的直径不超过螺旋上料管15的

口径，其银球1以及铁、铜、镁、镍、钨、铈球3的直径相同，且均采用纯度99.99％的金属元素。

[0031] 作为优选，所述高温熔化主炉5或高温熔化辅炉6包括炉体17以及设置在炉体17底

部与导料管7连接的金属出水口18，所述金属出水口18上安装有金属出水阀19，所述金属出

水阀19通过连接杆20与油缸14连接，所述油缸14驱动金属出水阀19与金属出水口18连接或

分离；所述高温熔化主炉5或高温熔化辅炉6包括电阻炉或电热辐射炉。采用此技术方案，炉

体17内的金属水通过金属出水口18倒入到导料管7中。

[0032] 作为优选，所述控制阀10设置为电磁阀，所述电磁阀与控制器连接。

[0033] 作为优选，所述成型模具12包括上模121和下模122，所述下模122和上模121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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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成型盘条或盘丝的型腔123，所述型腔123通过流道124与上模121上的浇注口21连

接，所述浇注口21与注射管13连接。采用此技术方案，型腔123用于成型盘条或盘丝。

[0034] 作为优选，所述盘条或盘丝上设置标注元素文字、重量、规格和型号等。采用此技

术方案，有助于识别。

[0035] 作为优选，所述控制器包括主控电路板以及设置在主控电路板上的控制按键和微

处理器。

[0036] 作为优选，所述主料仓2和辅料仓4的底部设置为V型，所述V型的底部与螺旋上料

管15连接。采用此技术方案，有助于银球、铁球、铜球、镁球、镍球、钨球或铈球进入到螺旋上

料管15内。

[0037] 作为优选，所述盘条或盘丝中的银元素的比例设置在51％-90％，铁、铜、镁、镍、

钨、铈元素的总量比例设置在10％-49％。

[0038] 具体实施例：

在实际使用时，银球由主料仓进入高温熔化主炉，铁球、铜球、镁球、镍球、钨球和铈球

分别通过辅料仓进入到各自的高温熔化辅炉，然后，由高温熔化主炉和高温熔化辅炉分别

进行高温熔化成金属水，熔化后的金属水倒入到搅拌筒，在搅拌筒内搅拌混合后，再由注射

管注射到成型模具中，使其在成型模具的型腔中成型规格统一的样板。然后，由科研人员进

行测试，以研究其银复合材料的性能。

[0039] 其中，通过调整银元素与铁元素、铜元素、镁元素、镍元素、钨元素、铈元素的比例，

可以生产出成千上万种以银为主的银复合材料供研究使用。

[004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所述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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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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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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