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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

包括基板、第一支架、第二支架、第三支架、支撑

板和第一定位块，第一支架通过第一连接板与基

板固接，第二支架通过第二连接板与基板固接，

第一定位块设置在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中间，第

一定位块通过第一定位板与基板固接，第三支架

通过第三连接板与基板固接，支撑板通过两块对

称设置的第四连接板与基板固接，支撑板上靠近

基板的一端制有第四支架，支撑板上远离基板的

一端制有第二定位块；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

的表面依次涂覆有耐热涂层、耐腐蚀涂层和金属

耐磨涂层。本发明的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制

有三个支架和一个支撑板，能够有效对排气系统

进行固定，大大减小了排气系统振动产生的噪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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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其特征在于：包括基板、第一支架、第二支架、第三支

架、支撑板和第一定位块，所述第一支架通过第一连接板与所述基板固接，所述第二支架通

过第二连接板与所述基板固接，所述第一定位块设置在所述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中间，所

述第一定位块通过第一定位板与所述基板固接，所述第三支架通过第三连接板与所述基板

固接，所述支撑板通过两块对称设置的第四连接板与所述基板固接，所述支撑板上靠近所

述基板的一端制有第四支架，所述支撑板上远离所述基板的一端制有第二定位块；所述汽

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的表面依次涂覆有耐热涂层、耐腐蚀涂层和金属耐磨涂层，所述第

三支架通过第五连接板与所述第四连接板固接，所述第三支架通过第六连接板与所述支撑

板固接；所述第一支架和第一定位块通过第一加强肋板固接，所述第二支架和第一定位块

通过第二加强肋板固接；所述第一连接板和第一定位板之间通过第三加强肋板固接，所述

第二连接板和第一定位板之间通过第四加强肋板固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板开设有减

重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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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及其加工工艺，属于汽车配件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排气系统是指收集并且排放废气的系统，一般由排气歧管，排气管，催化转换

器，排气温度传感器，汽车消声器和排气尾管等组成。

[0003] 现有技术中，发动机的排气管一般都需要与发动机缸体通过固定支架固定连接，

但由于发动机工作环境的恶劣，经常因抖动及共振，导致固定支架容易发生断裂，从而导致

排气管的损坏，影响了汽车的正常使用。并且固定支架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中，容易受到腐

蚀，减少使用寿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不足，提出一种结构牢固并且使用寿

命长的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及其加工工艺。

[0005]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提出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

包括基板、第一支架、第二支架、第三支架、支撑板和第一定位块，第一支架通过第一连接板

与基板固接，第二支架通过第二连接板与基板固接，第一定位块设置在第一支架和第二支

架中间，第一定位块通过第一定位板与基板固接，第三支架通过第三连接板与基板固接，支

撑板通过两块对称设置的第四连接板与基板固接，支撑板上靠近基板的一端制有第四支

架，支撑板上远离基板的一端制有第二定位块；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的表面依次涂覆

有耐热涂层、耐腐蚀涂层和金属耐磨涂层。

[0006] 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是：第三支架通过第五连接板与第四连接板固接，第三支架

通过第六连接板与支撑板固接。

[0007] 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是：支撑板开设有减重孔。

[0008] 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是：第一支架和第一定位块通过第一加强肋板固接，第二支

架和第一定位块通过第二加强肋板固接。

[0009] 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是：第一连接板和第一定位板之间通过第三加强肋板固接，

第二连接板和第一定位板之间通过第四加强肋板固接。

[0010] 本发明的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的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11] ㈠熔炼原料，具体为：

[0012] a、配料

[0013] 所述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中各成分的质量百分比为：

[0014] C：0.02-0.03％，Al:0.36-0.53％,Zn:0.73-0.84％,Si：0.21-0.28％，Mn：0.57-

0.68％，S：≤0.030％，P：≤0.030％，Cr：0.02-0.04％，Ni：0.64-0.79％，Cu：0.18-0.19％，

Mo：0.06-0.12％，Ti：0.67-0.79％，Pd：0.02-0.04％,Pt：0.16-0.29％,W：0.33-0.46％,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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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07％,Ce：0.01-0.02％，Eu：0.11-0.14％,Lu:0.04-0.09％，Au：0.15-0.21％，Ag:

0.42-0.54％，Ga：0.01-0.02％，Y：0.12-0.17％，Sn：0.54-0.67％，Zr：0.06-0.11％，Re：

0.02-0.05％，Bi：0.11-0.14％，

[0015] 氧化镁：0.23-0 .25％,氧化铜：0.01-0 .08％,氧化铁：0.05-0 .11％,氢氧化铁：

0.05-0.09％,余量为Fe；

[0016] b、按预定的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中各成分的质量百分比将原料加入熔炉内，

将熔炉内的温度提高到1700摄氏度至1780摄氏度，原料被熔炼形成合金溶液；

[0017] c、将上一步得到的合金溶液进行冷却，冷却时用水冷与空冷结合，先采用水冷以

20-25℃/s的冷却速率将合金溶液水冷至710-720℃形成合金，然后空冷至室温；

[0018] d、将上一步冷却后的合金进行二次熔炼，将熔炉内的温度提高到1460摄氏度至

1490摄氏度，合金被二次熔炼形成合金溶液；

[0019] e、在合金溶液表面撒入膨胀珍珠岩粉，打渣两遍，打渣完成后，形成待铸造的合金

溶液；

[0020] ㈡蜡模制备：制作与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铸造件一致并包含有保温冒口的蜡

模，并对蜡模进行修整，之后使用蜡坯清洗剂对蜡模进行清洗；

[0021] ㈢在步骤㈡制得的蜡模上制作壳模砂型：该步骤包含以下步骤：

[0022] A、在蜡模放置保温冒口的位置上，用铁片遮住放置保温冒口的表面，以防该表面

受到污染；

[0023] B、在蜡模表面涂设第一面层：

[0024] 首先，在蜡模表面浸涂用锆粉与硅溶胶粘结剂配制浆液，该浆液的粘度值在32-43

秒；

[0025] 然后，用750-850目的锆砂在经过浸涂浆液的蜡模表面进行人工浮砂，浮砂后应清

理所述铁片上的残留浆液和锆砂；

[0026] 第三，将人工浮砂后的蜡模进行自然干燥，干燥时间为12-15小时；

[0027] C、在步骤B制得的蜡模表面涂设第二过渡层：

[0028] 首先，在步骤B制得的蜡模表面浸涂用马来粉与硅溶胶粘结剂配制的浆液，该浆液

的粘度值在41-45秒；

[0029] 然后，用500-800目的马来砂在经过浸涂浆液的蜡模表面进行人工浮砂，浮砂后应

清理所述铁片上的残留浆液和马来砂；

[0030] 第三，将人工浮砂后的蜡模放于1.8-2.2米/秒的风速下进行干燥，干燥时间为16-

36小时；

[0031] D、在步骤C制得的蜡模表面涂设第三加固层：

[0032] 首先，在步骤C制得的蜡模表面浸涂用马来粉与硅溶胶粘结剂配制的浆液，该浆液

的粘度值在22-25秒；

[0033] 然后，用150-200目的马来砂在经过浸涂浆液的蜡模表面进行人工浮砂，浮砂后应

清理所述铁片上的残留浆液和马来砂；

[0034] 第三，将蜡模放于真空干燥箱内进行干燥，控制真空干燥箱内的温度为58-63摄氏

度，控制真空干燥箱内的气压为165-195Pa,干燥时间为15-18小时；

[0035] E、在步骤D制得的蜡模表面涂设第四封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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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首先，在步骤D制得的蜡模表面浸涂用马来粉与硅溶胶粘结剂配制的浆液，该浆液

的粘度值在18-22秒；

[0037] 然后，清理所述铁片上的残留浆液；

[0038] 第三，蜡模放于真空干燥箱内进行干燥，控制真空干燥箱内的温度为48-58摄氏

度，控制真空干燥箱内的气压为110-130Pa,干燥时间为11-13小时；

[0039] ㈣脱蜡和焙烧：采用蒸汽脱蜡，蒸汽的压力为0.6MPa,时间为38-45分钟，且脱蜡前

应先将保温冒口部位的铁片取下，制得壳模，并将壳模进行焙烧；

[0040] ㈤将步骤㈣焙烧好的壳模放入按造型工艺准备的砂箱中，并用胶带封住该壳模上

用于浇注的浇口和保温冒口，然后放入经过配制的混合砂，放满混合砂后再用造型震实机

进行震实，形成砂型；

[0041] ㈥浇注

[0042] 浇注时，浇注温度为1550-1650摄氏度，浇注后，铸件在砂型中保温2-3小时；浇注

成型后，进行脱模，破碎壳模，切除铸件的保温冒口，得到铸件

[0043] ㈦将浇注成型后的铸件进行热处理，具体工艺为：

[0044] A、加热：将铸件加热至740-755℃，并保温25-35min；

[0045] B、冷却：采用风冷以13-15℃/s的冷却速率将铸件加速冷却至410-420℃后，再空

冷至室温；

[0046] C、一次回火：将铸件加热至520-535℃回火45-48min后，待温40-55s，使铸件温度

均匀化，之后以18-25℃/s的冷却速率加速冷却至335-345℃后，再空冷至室温；

[0047] D、二次回火：将铸件加热至614-618℃回火33-39min后空冷至室温；

[0048] E、淬火：铸件淬火保温温度为510℃±10℃，保温时间为3.5～4.5h；铸件淬火加热

完成后快速放入水槽水冷45-55分钟，冷却槽水温控制在25～45℃；

[0049] ㈧将铸件表面依次涂覆耐热涂层、耐腐蚀涂层和金属耐磨涂层，制得汽车发动机

排气系统支架；

[0050] 所述金属耐磨涂层的组分按质量百分比为：碳：0.22-0 .25％，硼：0.23-0 .26％，

铬：2.2-2.4％，钛：3.1-3.6％，钒：0.3-0.8％，钴：0.13-0.25％，铌：0.15-0.23％，钙：0.12-

0.17％，钡：0.21-0.27％，钨：0.64-0.77％，锌：3.3-3.6％，钐：1.5-1.8％，钕：1.2-1.7％，

钷：0.22-0.35％，铕：0.49-0.54％，钆：0.2-0.5％，铝：4.21-5.28％，助剂：3.1-3.4％，余量

为铁；

[0051] 所述助剂的组分按重量份数计为：锆英石：6-10份，高岭石：12-15份。

[0052] 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是：步骤㈠中所述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中各成分的质量

百分比为：

[0053] C：0.03％，Al:0 .53％,Zn:0 .84％,Si：0.28％，Mn：0.68％，S：≤0.030％，P：≤

0.030％，Cr：0 .04％，Ni：0 .79％，Cu：0 .19％，Mo：0 .12％，Ti：0 .79％，Pd：0 .04％,Pt：

0.29％,W：0.46％,Nd：0.07％,Ce：0.02％，Eu：0.14％,Lu:0.09％，Au：0.21％，Ag:0.54％，

Ga：0.02％，Y：0.17％，Sn：0.67％，Zr：0.11％，Re：0.05％，Bi：0.14％，

[0054] 氧化镁：0.25％,氧化铜：0.08％,氧化铁：0.11％,氢氧化铁：0.09％,余量为Fe。

[0055] 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是：步骤㈠中所述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中各成分的质量

百分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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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C：0.02％，Al:0 .36％,Zn:0 .73％,Si：0.21％，Mn：0.57％，S：≤0.030％，P：≤

0.030％，Cr：0 .02％，Ni：0 .64％，Cu：0 .18％，Mo：0 .06％，Ti：0 .67％，Pd：0 .02％,Pt：

0.16％,W：0.33％,Nd：0.03％,Ce：0.01％，Eu：0.11％,Lu:0.04％，Au：0.15％，Ag:0.42％，

Ga：0.01％，Y：0.12％，Sn：0.54％，Zr：0.06％，Re：0.02％，Bi：0.11％，

[0057] 氧化镁：0.23％,氧化铜：0.01％,氧化铁：0.05％,氢氧化铁：0.05％,余量为Fe。

[0058] 本发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

[0059] (1)本发明的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制有三个支架和一个支撑板，能够有效对

排气系统进行固定，大大减小了排气系统振动产生的噪音；

[0060] (2)本发明的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通过基板将三个支架和一个支撑板连接成

为一体，减少了安装步骤，方便安装；

[0061] (3)本发明的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还制有两个定位块，能够有效为支架进行

定位，防止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振动造成支架的偏移，保证了支架对排气系统固定的准确

性，同时进一步较少排气系统振动产生的噪音；

[0062] (4)本发明的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通过耐热涂层、耐腐蚀涂层和金属耐磨涂

层的相互配合，防止支架在高温的工况中被腐蚀和磨损，并且使得支架具有优良的耐热性

能，延长了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的使用寿命；

[0063] (5)本发明的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由于第三支架通过第五连接板与第四连接

板固接，第三支架通过第六连接板与支撑板固接，提高了第三支架受力性能；

[0064] (6)本发明的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使用了多块加强肋板，使得汽车发动机排

气系统支架的整体结构性能大大提高，减少了支架断裂的几率，延长了使用寿命；

[0065] (7)本发明的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原料中含有Zn、Ni和W，加强了接头的耐热

和耐腐蚀性能；

[0066] (8)本发明的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原料中含有Ti、Al和稀土元素，减轻了接头

的质量，增加了结构强度和耐腐蚀性能；

[0067] (9)本发明的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原料熔炼进行了两次熔炼，提高了最终铸

件的质量；

[0068] (10)本发明的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热处理时通过两次回火，第一次回火能够

回转奥氏体在板条界或板条束界上形成，并在保温过程中进一步富集合金元素以提高稳定

性；铁素体板条束在保温过程中则发生回复，同时铁素体中的有害元素也被排至回转奥氏

体中，从而改善了基体性能；第二次回火能够在保证强度的前提下使回转奥氏体富集足够

多的合金元素，使少网状碳化物，使组织更为均匀，能够保持结构稳定，进一步增强接触疲

劳强度和冲击韧性，延长了支架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6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70]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0071]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的层状结构示意图；

[0072] 其中：1-第一支架，2-第一连接板，3-第一定位板，4-第三加强肋板，5-三连接板，

6-第三支架，7-第五连接板，8-第六连接板，9-支撑板，10-减重孔，11-第一加强肋板，12-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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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位块，13-第二加强肋板，14-第二支架，15-第二连接板，16-第四加强肋板，17-基板，

18-第四连接板，19-第四支架，20-第二定位块，21-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22-耐热涂

层，23-耐腐蚀涂层，24-金属耐磨涂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73] 实施例一

[0074] 本实施例的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21,如图1和2所示，包括基板17、第一支架1、

第二支架14、第三支架6、支撑板9和第一定位块12，第一支架1通过第一连接板2与基板17固

接，第二支架14通过第二连接板15与基板17固接，第一定位块12设置在第一支架1和第二支

架14中间，第一定位块12通过第一定位板3与基板17固接，第三支架6通过第三连接板5与基

板17固接，支撑板9通过两块对称设置的第四连接板18与基板17固接，支撑板9上靠近基板

17的一端制有第四支架19，支撑板9上远离基板17的一端制有第二定位块20；汽车发动机排

气系统支架21的表面依次涂覆有耐热涂层22、耐腐蚀涂层23和金属耐磨涂层24。

[0075] 第三支架6通过第五连接板7与第四连接板18固接，第三支架6通过第六连接板8与

支撑板9固接。支撑板9开设有减重孔10。第一支架1和第一定位块12通过第一加强肋板11固

接，第二支架14和第一定位块12通过第二加强肋板13固接。第一连接板2和第一定位板3之

间通过第三加强肋板4固接，第二连接板15和第一定位板3之间通过第四加强肋板16固接。

[0076] 本发明的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的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77] ㈠熔炼原料，具体为：

[0078] a、配料

[0079] 所述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中各成分的质量百分比为：

[0080] C：0.03％，Al:0 .53％,Zn:0 .84％,Si：0.28％，Mn：0.68％，S：≤0.030％，P：≤

0.030％，Cr：0 .04％，Ni：0 .79％，Cu：0 .19％，Mo：0 .12％，Ti：0 .79％，Pd：0 .04％,Pt：

0.29％,W：0.46％,Nd：0.07％,Ce：0.02％，Eu：0.14％,Lu:0.09％，Au：0.21％，Ag:0.54％，

Ga：0.02％，Y：0.17％，Sn：0.67％，Zr：0.11％，Re：0.05％，Bi：0.14％，

[0081] 氧化镁：0.25％,氧化铜：0.08％,氧化铁：0.11％,氢氧化铁：0.09％,余量为Fe；

[0082] b、按预定的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中各成分的质量百分比将原料加入熔炉内，

将熔炉内的温度提高到1700摄氏度至1780摄氏度，原料被熔炼形成合金溶液；

[0083] c、将上一步得到的合金溶液进行冷却，冷却时用水冷与空冷结合，先采用水冷以

20-25℃/s的冷却速率将合金溶液水冷至710-720℃形成合金，然后空冷至室温；

[0084] d、将上一步冷却后的合金进行二次熔炼，将熔炉内的温度提高到1460摄氏度至

1490摄氏度，合金被二次熔炼形成合金溶液；

[0085] e、在合金溶液表面撒入膨胀珍珠岩粉，打渣两遍，打渣完成后，形成待铸造的合金

溶液；

[0086] ㈡蜡模制备：制作与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铸造件一致并包含有保温冒口的蜡

模，并对蜡模进行修整，之后使用蜡坯清洗剂对蜡模进行清洗；

[0087] ㈢在步骤㈡制得的蜡模上制作壳模砂型：该步骤包含以下步骤：

[0088] A、在蜡模放置保温冒口的位置上，用铁片遮住放置保温冒口的表面，以防该表面

受到污染；B、在蜡模表面涂设第一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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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 首先，在蜡模表面浸涂用锆粉与硅溶胶粘结剂配制浆液，该浆液的粘度值在32-43

秒；

[0090] 然后，用750-850目的锆砂在经过浸涂浆液的蜡模表面进行人工浮砂，浮砂后应清

理所述铁片上的残留浆液和锆砂；

[0091] 第三，将人工浮砂后的蜡模进行自然干燥，干燥时间为12-15小时；

[0092] C、在步骤B制得的蜡模表面涂设第二过渡层：

[0093] 首先，在步骤B制得的蜡模表面浸涂用马来粉与硅溶胶粘结剂配制的浆液，该浆液

的粘度值在41-45秒；

[0094] 然后，用500-800目的马来砂在经过浸涂浆液的蜡模表面进行人工浮砂，浮砂后应

清理所述铁片上的残留浆液和马来砂；

[0095] 第三，将人工浮砂后的蜡模放于1.8-2.2米/秒的风速下进行干燥，干燥时间为16-

36小时；

[0096] D、在步骤C制得的蜡模表面涂设第三加固层：

[0097] 首先，在步骤C制得的蜡模表面浸涂用马来粉与硅溶胶粘结剂配制的浆液，该浆液

的粘度值在22-25秒；

[0098] 然后，用150-200目的马来砂在经过浸涂浆液的蜡模表面进行人工浮砂，浮砂后应

清理所述铁片上的残留浆液和马来砂；

[0099] 第三，将蜡模放于真空干燥箱内进行干燥，控制真空干燥箱内的温度为58-63摄氏

度，控制真空干燥箱内的气压为165-195Pa,干燥时间为15-18小时；

[0100] E、在步骤D制得的蜡模表面涂设第四封浆层：

[0101] 首先，在步骤D制得的蜡模表面浸涂用马来粉与硅溶胶粘结剂配制的浆液，该浆液

的粘度值在18-22秒；

[0102] 然后，清理所述铁片上的残留浆液；

[0103] 第三，蜡模放于真空干燥箱内进行干燥，控制真空干燥箱内的温度为48-58摄氏

度，控制真空干燥箱内的气压为110-130Pa,干燥时间为11-13小时；

[0104] ㈣脱蜡和焙烧：采用蒸汽脱蜡，蒸汽的压力为0.6MPa,时间为38-45分钟，且脱蜡前

应先将保温冒口部位的铁片取下，制得壳模，并将壳模进行焙烧；

[0105] ㈤将步骤㈣焙烧好的壳模放入按造型工艺准备的砂箱中，并用胶带封住该壳模上

用于浇注的浇口和保温冒口，然后放入经过配制的混合砂，放满混合砂后再用造型震实机

进行震实，形成砂型；

[0106] ㈥浇注

[0107] 浇注时，浇注温度为1550-1650摄氏度，浇注后，铸件在砂型中保温2-3小时；浇注

成型后，进行脱模，破碎壳模，切除铸件的保温冒口，得到铸件

[0108] ㈦将浇注成型后的铸件进行热处理，具体工艺为：

[0109] A、加热：将铸件加热至740-755℃，并保温25-35min；

[0110] B、冷却：采用风冷以13-15℃/s的冷却速率将铸件加速冷却至410-420℃后，再空

冷至室温；

[0111] C、一次回火：将铸件加热至520-535℃回火45-48min后，待温40-55s，使铸件温度

均匀化，之后以18-25℃/s的冷却速率加速冷却至335-345℃后，再空冷至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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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 D、二次回火：将铸件加热至614-618℃回火33-39min后空冷至室温；

[0113] E、淬火：铸件淬火保温温度为510℃±10℃，保温时间为3.5～4.5h；铸件淬火加热

完成后快速放入水槽水冷45-55分钟，冷却槽水温控制在25～45℃；

[0114] ㈧将铸件表面依次涂覆耐热涂层、耐腐蚀涂层和金属耐磨涂层，制得汽车发动机

排气系统支架；

[0115] 所述金属耐磨涂层的组分按质量百分比为：碳：0.22-0 .25％，硼：0.23-0 .26％，

铬：2.2-2.4％，钛：3.1-3.6％，钒：0.3-0.8％，钴：0.13-0.25％，铌：0.15-0.23％，钙：0.12-

0.17％，钡：0.21-0.27％，钨：0.64-0.77％，锌：3.3-3.6％，钐：1.5-1.8％，钕：1.2-1.7％，

钷：0.22-0.35％，铕：0.49-0.54％，钆：0.2-0.5％，铝：4.21-5.28％，助剂：3.1-3.4％，余量

为铁；

[0116] 所述助剂的组分按重量份数计为：锆英石：6-10份，高岭石：12-15份。

[0117] 实施例二

[0118] 本实施例的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21,如图1和2所示，包括基板17、第一支架1、

第二支架14、第三支架6、支撑板9和第一定位块12，第一支架1通过第一连接板2与基板17固

接，第二支架14通过第二连接板15与基板17固接，第一定位块12设置在第一支架1和第二支

架14中间，第一定位块12通过第一定位板3与基板17固接，第三支架6通过第三连接板5与基

板17固接，支撑板9通过两块对称设置的第四连接板18与基板17固接，支撑板9上靠近基板

17的一端制有第四支架19，支撑板9上远离基板17的一端制有第二定位块20；汽车发动机排

气系统支架21的表面依次涂覆有耐热涂层22、耐腐蚀涂层23和金属耐磨涂层24。

[0119] 第三支架6通过第五连接板7与第四连接板18固接，第三支架6通过第六连接板8与

支撑板9固接。支撑板9开设有减重孔10。第一支架1和第一定位块12通过第一加强肋板11固

接，第二支架14和第一定位块12通过第二加强肋板13固接。第一连接板2和第一定位板3之

间通过第三加强肋板4固接，第二连接板15和第一定位板3之间通过第四加强肋板16固接。

[0120] 本发明的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的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121] ㈠熔炼原料，具体为：

[0122] a、配料

[0123] 所述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中各成分的质量百分比为：

[0124] C：0.02％，Al:0 .36％,Zn:0 .73％,Si：0.21％，Mn：0.57％，S：≤0.030％，P：≤

0.030％，Cr：0 .02％，Ni：0 .64％，Cu：0 .18％，Mo：0 .06％，Ti：0 .67％，Pd：0 .02％,Pt：

0.16％,W：0.33％,Nd：0.03％,Ce：0.01％，Eu：0.11％,Lu:0.04％，Au：0.15％，Ag:0.42％，

Ga：0.01％，Y：0.12％，Sn：0.54％，Zr：0.06％，Re：0.02％，Bi：0.11％，

[0125] 氧化镁：0.23％,氧化铜：0.01％,氧化铁：0.05％,氢氧化铁：0.05％,余量为Fe；

[0126] b、按预定的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中各成分的质量百分比将原料加入熔炉内，

将熔炉内的温度提高到1700摄氏度至1780摄氏度，原料被熔炼形成合金溶液；

[0127] c、将上一步得到的合金溶液进行冷却，冷却时用水冷与空冷结合，先采用水冷以

20-25℃/s的冷却速率将合金溶液水冷至710-720℃形成合金，然后空冷至室温；

[0128] d、将上一步冷却后的合金进行二次熔炼，将熔炉内的温度提高到1460摄氏度至

1490摄氏度，合金被二次熔炼形成合金溶液；

[0129] e、在合金溶液表面撒入膨胀珍珠岩粉，打渣两遍，打渣完成后，形成待铸造的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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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

[0130] ㈡蜡模制备：制作与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支架铸造件一致并包含有保温冒口的蜡

模，并对蜡模进行修整，之后使用蜡坯清洗剂对蜡模进行清洗；

[0131] ㈢在步骤㈡制得的蜡模上制作壳模砂型：该步骤包含以下步骤：

[0132] A、在蜡模放置保温冒口的位置上，用铁片遮住放置保温冒口的表面，以防该表面

受到污染；

[0133] B、在蜡模表面涂设第一面层：

[0134] 首先，在蜡模表面浸涂用锆粉与硅溶胶粘结剂配制浆液，该浆液的粘度值在32-43

秒；

[0135] 然后，用750-850目的锆砂在经过浸涂浆液的蜡模表面进行人工浮砂，浮砂后应清

理所述铁片上的残留浆液和锆砂；

[0136] 第三，将人工浮砂后的蜡模进行自然干燥，干燥时间为12-15小时；

[0137] C、在步骤B制得的蜡模表面涂设第二过渡层：

[0138] 首先，在步骤B制得的蜡模表面浸涂用马来粉与硅溶胶粘结剂配制的浆液，该浆液

的粘度值在41-45秒；

[0139] 然后，用500-800目的马来砂在经过浸涂浆液的蜡模表面进行人工浮砂，浮砂后应

清理所述铁片上的残留浆液和马来砂；

[0140] 第三，将人工浮砂后的蜡模放于1.8-2.2米/秒的风速下进行干燥，干燥时间为16-

36小时；

[0141] D、在步骤C制得的蜡模表面涂设第三加固层：

[0142] 首先，在步骤C制得的蜡模表面浸涂用马来粉与硅溶胶粘结剂配制的浆液，该浆液

的粘度值在22-25秒；

[0143] 然后，用150-200目的马来砂在经过浸涂浆液的蜡模表面进行人工浮砂，浮砂后应

清理所述铁片上的残留浆液和马来砂；

[0144] 第三，将蜡模放于真空干燥箱内进行干燥，控制真空干燥箱内的温度为58-63摄氏

度，控制真空干燥箱内的气压为165-195Pa,干燥时间为15-18小时；

[0145] E、在步骤D制得的蜡模表面涂设第四封浆层：

[0146] 首先，在步骤D制得的蜡模表面浸涂用马来粉与硅溶胶粘结剂配制的浆液，该浆液

的粘度值在18-22秒；

[0147] 然后，清理所述铁片上的残留浆液；

[0148] 第三，蜡模放于真空干燥箱内进行干燥，控制真空干燥箱内的温度为48-58摄氏

度，控制真空干燥箱内的气压为110-130Pa,干燥时间为11-13小时；

[0149] ㈣脱蜡和焙烧：采用蒸汽脱蜡，蒸汽的压力为0.6MPa,时间为38-45分钟，且脱蜡前

应先将保温冒口部位的铁片取下，制得壳模，并将壳模进行焙烧；

[0150] ㈤将步骤㈣焙烧好的壳模放入按造型工艺准备的砂箱中，并用胶带封住该壳模上

用于浇注的浇口和保温冒口，然后放入经过配制的混合砂，放满混合砂后再用造型震实机

进行震实，形成砂型；

[0151] ㈥浇注

[0152] 浇注时，浇注温度为1550-1650摄氏度，浇注后，铸件在砂型中保温2-3小时；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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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后，进行脱模，破碎壳模，切除铸件的保温冒口，得到铸件

[0153] ㈦将浇注成型后的铸件进行热处理，具体工艺为：

[0154] A、加热：将铸件加热至740-755℃，并保温25-35min；

[0155] B、冷却：采用风冷以13-15℃/s的冷却速率将铸件加速冷却至410-420℃后，再空

冷至室温；

[0156] C、一次回火：将铸件加热至520-535℃回火45-48min后，待温40-55s，使铸件温度

均匀化，之后以18-25℃/s的冷却速率加速冷却至335-345℃后，再空冷至室温；

[0157] D、二次回火：将铸件加热至614-618℃回火33-39min后空冷至室温；

[0158] E、淬火：铸件淬火保温温度为510℃±10℃，保温时间为3.5～4.5h；铸件淬火加热

完成后快速放入水槽水冷45-55分钟，冷却槽水温控制在25～45℃；

[0159] ㈧将铸件表面依次涂覆耐热涂层、耐腐蚀涂层和金属耐磨涂层，制得汽车发动机

排气系统支架；

[0160] 所述金属耐磨涂层的组分按质量百分比为：碳：0.22-0 .25％，硼：0.23-0 .26％，

铬：2.2-2.4％，钛：3.1-3.6％，钒：0.3-0.8％，钴：0.13-0.25％，铌：0.15-0.23％，钙：0.12-

0.17％，钡：0.21-0.27％，钨：0.64-0.77％，锌：3.3-3.6％，钐：1.5-1.8％，钕：1.2-1.7％，

钷：0.22-0.35％，铕：0.49-0.54％，钆：0.2-0.5％，铝：4.21-5.28％，助剂：3.1-3.4％，余量

为铁；

[0161] 所述助剂的组分按重量份数计为：锆英石：6-10份，高岭石：12-15份。

[0162]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实施例。凡采用等同替换形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要

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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