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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离心铸造气缸套用高隔热

超薄涂料，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冰晶石粉

20～30份、膨润土18～22份、高铝粉20～30份、焦

炭粉13～17份、釉粉4～6份、面粉1.5～2.5份、皂

粉0.8～1.3份、水玻璃6～8份以及适量水；还公

开了其生产工艺。本发明的优点在于：在气缸套

离心铸造过程中，在模具内腔中形成一层高隔热

附着层，每次加入少量的涂料，在缸套毛坯外表

面涂料厚度只有0.2～0 .3mm，即可实现正常生

产，可改善缸套内在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废品

率，显著降低离心铸造过程的冷却速度，实现了A

型石墨，减少了枝晶、聚集倾向，提高了气缸套的

内在质量，提高了模具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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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离心铸造气缸套用高隔热超薄涂料，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冰

晶石粉20～30份、膨润土18～22份、高铝粉20～30份、焦炭粉13～17份、釉粉4～6份、面粉

1.5～2.5份、皂粉0.8～1.3份、水玻璃6～8份以及适量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离心铸造气缸套用高隔热超薄涂料，其特征在于：由以下

重量份的组分组成：冰晶石粉25份、膨润土20份、高铝粉25份、焦炭粉15份、釉粉5份、面粉2

份、皂粉1份、水玻璃7份以及适量水。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离心铸造气缸套用高隔热超薄涂料的生产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将上述重量份的膨润土和水按1:10～15的重量比例倒入塑料容器中；

S2、将上述重量份的面粉和水按1:15～20的重量比例加热至98～105℃，保温4～6min，

然后倒入膨润土水混合溶液中，浸泡发酵48h以上；

S3、将浸泡发酵好的膨润土、面粉、水混合溶液倒入搅拌机搅拌2～3h；

S4、向搅拌后的混合物中加入上述重量份的冰晶石粉、高铝粉、焦炭粉和釉粉，搅拌4～

5h；

S5、加入适当的水，调整混合物的比重至1.55～1.6g/cm3，黏度为55～60s；

S6、将适量水加热至100℃，加入上述重量份的皂粉，用玻璃棒搅拌至皂粉完全溶解，倒

入调整后的混合物中，同时加入上述重量份的水玻璃，搅拌10～15min，得到涂料。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离心铸造气缸套用高隔热超薄涂料的生产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S3中，搅拌机的搅拌速度为20～40rpm。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离心铸造气缸套用高隔热超薄涂料的生产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S4中，搅拌机的搅拌速度为30～50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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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离心铸造气缸套用高隔热超薄涂料及其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气缸套使用的涂料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离心铸造气缸套用高隔热超

薄涂料及其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气缸套是内燃机发动机核心零部件之一，它的性能直接影响着整车的油耗、动力

性、可靠性、安全性。气缸套毛坯制造常用离心铸造，其中涂料的隔热性能直接影响着气缸

套的强度、硬度、金相、耐磨性、废品率，同时涂料的加入量也直接影响着离心铸造成本。

[0003] 目前，现有的气缸套涂料及其生产方法使得气缸套的强度、硬度、金相、耐磨性较

差、且废品率与成本较高。另外，现有的气缸套离心浇铸用涂料水分多，保温性差，涂料厚度

为1.5～2mm，容易造成铸件表面气孔、夹渣等缺陷，进而缩短气缸套的使用寿命，为了消除

这些缺陷，需要将缸套毛坯余量设计的较大，因此，浪费原辅材料，制造成本居高不下。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提供一种离心铸造气缸套用高隔热超薄

涂料及其生产方法，在气缸套离心铸造过程中，在模具内腔中形成一层高隔热附着层，每次

加入少量的涂料，在缸套毛坯外表面涂料厚度只有0.2-0.3毫米，即可实现正常生产，可改

善缸套内在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废品率。

[0005]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离心铸造气缸套用高隔热超薄涂

料，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冰晶石粉20～30份、膨润土18～22份、高铝粉20～30份、焦炭

粉13～17份、釉粉4～6份、面粉1.5～2.5份、皂粉0.8～1.3份、水玻璃6～8份以及适量水。

[0006] 所述的一种离心铸造气缸套用高隔热超薄涂料，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冰晶

石粉25份、膨润土20份、高铝粉25份、焦炭粉15份、釉粉5份、面粉2份、皂粉1份、水玻璃7份以

及适量水。

[0007] 涂料在国内离心铸造行业首次采用25份冰晶石粉，除了利用其优良的保温性能以

外，铁水凝固过程中还可以进行脱氧，达到减少了枝晶、聚集倾向的效果，涂料中加入25份

高铝粉，高铝粉耐火度高达1780℃，化学稳定性强、物理性能良好，可以显著提高涂料的耐

火度，从而可以实现薄涂料。加入15份焦炭粉，铁水浇注进去后，焦炭粉燃烧，留下微小空

隙，从而提高涂料的保温性能。加入2份面粉，利用面粉发酵，使涂料透气性更好，减少铸件

产生气孔的倾向，加入7份水玻璃，20份膨润土，水玻璃是黏结剂，膨润土是悬浮剂，两者共

同作用，可以使涂料附着在模具表面，形成附着层，并且使涂料不产生沉淀，加入。加入1份

皂粉，皂粉是表面活性剂，可以增加涂料的脱模性能。

[0008] 所述的一种离心铸造气缸套用高隔热超薄涂料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S1、将上述重量份的膨润土和水按1:10～15的重量比例倒入塑料容器中，加入塑

料桶是为了防止膨润土中混入氧化铁，从而恶化膨润土彭润效果；

[0010] S2、将上述重量份的面粉和水按1:15～20的重量比例加热至98～105℃，保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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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in，然后倒入膨润土水混合溶液中，浸泡发酵48h以上；

[0011] S3、将浸泡发酵好的膨润土、面粉、水混合溶液倒入搅拌机搅拌2～3h；

[0012] S4、向搅拌后的混合物中加入上述重量份的冰晶石粉、高铝粉、焦炭粉和釉粉，搅

拌4～5h；

[0013] S5、加入适当的水，调整混合物的比重至1.55～1.6g/cm3，黏度为55～60s；

[0014] S6、将适量水加热至100℃，加入上述重量份的皂粉，用玻璃棒搅拌至皂粉完全溶

解，倒入调整后的混合物中，同时加入上述重量份的水玻璃，搅拌10～15min，得到涂料。

[0015] 进一步地，步骤S3中，搅拌机的搅拌速度为20～40rpm。

[0016] 进一步地，步骤S4中，搅拌机的搅拌速度为30～50rpm。

[0017]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18] 1、在气缸套离心铸造过程中，在模具内腔中形成一层高隔热附着层，每次加入少

量的涂料，在缸套毛坯外表面涂料厚度只有0.2～0.3mm，即可实现正常生产，可改善缸套内

在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废品率。

[0019] 2、在模具内腔中形成一层高隔热附着层，显著降低离心铸造过程的冷却速度，实

现了A型石墨，减少了枝晶、聚集倾向，提高了气缸套的内在质量，提高了模具的使用寿命。

[0020] 3、该涂料在模具内腔中形成一层高隔热附着层，降低了模温的敏感性，模温控制

范围由230-270℃扩展到150-350℃，减少了缸套毛坯的明疤缺陷，只需要加入少量的涂料

实现脱模即可，涂料加入少，涂料在模具内腔不会留水分，缸套毛坯减少出现因水分产生的

气孔等废品。

[0021] 4、在缸套毛坯外表面涂料厚度只有0.2-0.3毫米，每只缸套加入涂料少，并且在机

械加工前缸套毛坯不需要进行抛丸处理，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局限于以下所

述。

[0023] 【实施例1】

[0024] 一种离心铸造气缸套用高隔热超薄涂料，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冰晶石粉20

份、膨润土22份、高铝粉20份、焦炭粉17份、釉粉4份、面粉2.5份、皂粉0.8份、水玻璃8份以及

适量水。

[0025] 所述的一种离心铸造气缸套用高隔热超薄涂料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S1、将上述重量份的膨润土和水按1:10的重量比例倒入塑料容器中；

[0027] S2、将上述重量份的面粉和水按1:20的重量比例加热至98℃，保温6min，然后倒入

膨润土水混合溶液中，浸泡发酵48h；

[0028] S3、将浸泡发酵好的膨润土、面粉、水混合溶液倒入搅拌机搅拌3h，搅拌机的搅拌

速度为20rpm；

[0029] S4、向搅拌后的混合物中加入上述重量份的冰晶石粉、高铝粉、焦炭粉和釉粉，搅

拌5h，搅拌机的搅拌速度为30rpm；

[0030] S5、加入适当的水，调整混合物的比重至1.6g/cm3，黏度为55s；

[0031] S6、将适量水加热至100℃，加入上述重量份的皂粉，用玻璃棒搅拌至皂粉完全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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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倒入调整后的混合物中，同时加入上述重量份的水玻璃，搅拌15min，得到涂料。

[0032] 将涂料倒入浇注机的涂料桶，模具预热后，在浇注机内腔连续喷涂涂料厚度至

1.1mm，在模具内腔形成一层高隔热附着层。高隔热附着层形成后，每次加入少量的涂料，在

缸套毛坯外表面涂料厚度0.25毫米。

[0033] 经测试：气缸套毛坯内在组织石墨为A型石墨，无枝晶聚集等过冷组织产生，模具

使用寿命由3000次提高到4852次。

[0034] 【实施例2】

[0035] 一种离心铸造气缸套用高隔热超薄涂料，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冰晶石粉25

份、膨润土20份、高铝粉25份、焦炭粉15份、釉粉5份、面粉2份、皂粉1份、水玻璃7份以及适量

水。

[0036] 所述的一种离心铸造气缸套用高隔热超薄涂料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7] S1、将上述重量份的膨润土和水按1:12的重量比例倒入塑料容器中；

[0038] S2、将上述重量份的面粉和水按1:18的重量比例加热至100℃，保温5min，然后倒

入膨润土水混合溶液中，浸泡发酵60h；

[0039] S3、将浸泡发酵好的膨润土、面粉、水混合溶液倒入搅拌机搅拌2.5h，搅拌机的搅

拌速度为20～40rpm；

[0040] S4、向搅拌后的混合物中加入上述重量份的冰晶石粉、高铝粉、焦炭粉和釉粉，搅

拌4.5h，搅拌机的搅拌速度为40rpm；

[0041] S5、加入适当的水，调整混合物的比重至1.58g/cm3，黏度为58s；

[0042] S6、将适量水加热至100℃，加入上述重量份的皂粉，用玻璃棒搅拌至皂粉完全溶

解，倒入调整后的混合物中，同时加入上述重量份的水玻璃，搅拌12min，得到涂料。

[0043] 将涂料倒入浇注机的涂料桶，模具预热后，在浇注机内腔连续喷涂涂料厚度至

1.0mm，在模具内腔形成一层高隔热附着层。高隔热附着层形成后，每次加入少量的涂料，在

缸套毛坯外表面涂料厚度0.22毫米。

[0044] 该实施例为最佳实施例，经测试：气缸套毛坯内在组织石墨为A型石墨，无枝晶聚

集等过冷组织产生，模具使用寿命由3000次提高到4878次，无明疤缺陷，无因水分产生的气

孔缺陷，每只缸套涂料成本由0.53元降低到0.21元，每只缸套减少抛丸清理成本减少0.12

元。

[0045] 【实施例3】

[0046] 一种离心铸造气缸套用高隔热超薄涂料，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冰晶石粉30

份、膨润土18份、高铝粉30份、焦炭粉13份、釉粉6份、面粉1.5份、皂粉1.3份、水玻璃6份以及

适量水。

[0047] 所述的一种离心铸造气缸套用高隔热超薄涂料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8] S1、将上述重量份的膨润土和水按1:15的重量比例倒入塑料容器中；

[0049] S2、将上述重量份的面粉和水按1:15的重量比例加热至105℃，保温4min，然后倒

入膨润土水混合溶液中，浸泡发酵55h；

[0050] S3、将浸泡发酵好的膨润土、面粉、水混合溶液倒入搅拌机搅拌2h，搅拌机的搅拌

速度为40rpm；

[0051] S4、向搅拌后的混合物中加入上述重量份的冰晶石粉、高铝粉、焦炭粉和釉粉，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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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4h，搅拌机的搅拌速度为50rpm；

[0052] S5、加入适当的水，调整混合物的比重至1.55g/cm3，黏度为60s；

[0053] S6、将适量水加热至100℃，加入上述重量份的皂粉，用玻璃棒搅拌至皂粉完全溶

解，倒入调整后的混合物中，同时加入上述重量份的水玻璃，搅拌10min，得到涂料。

[0054] 将涂料倒入浇注机的涂料桶，模具预热后，在浇注机内腔连续喷涂涂料厚度至

1.2mm，在模具内腔形成一层高隔热附着层。高隔热附着层形成后，每次加入少量的涂料，在

缸套毛坯外表面涂料厚度0.23毫米。

[0055] 经测试：气缸套毛坯内在组织石墨为A型石墨，无枝晶聚集等过冷组织产生，模具

使用寿命由3000次提高到4850次。

[0056] 【实施例4】

[0057] 一种离心铸造气缸套用高隔热超薄涂料，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冰晶石粉26

份、膨润土19份、高铝粉24份、焦炭粉16份、釉粉5份、面粉1.9份、皂粉1.2份、水玻璃7份以及

适量水。

[0058] 所述的一种离心铸造气缸套用高隔热超薄涂料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9] S1、将上述重量份的膨润土和水按1:13的重量比例倒入塑料容器中；

[0060] S2、将上述重量份的面粉和水按1:19的重量比例加热至100℃，保温5min，然后倒

入膨润土水混合溶液中，浸泡发酵49h；

[0061] S3、将浸泡发酵好的膨润土、面粉、水混合溶液倒入搅拌机搅拌2.3h，搅拌机的搅

拌速度为35rpm；

[0062] S4、向搅拌后的混合物中加入上述重量份的冰晶石粉、高铝粉、焦炭粉和釉粉，搅

拌4.4h，搅拌机的搅拌速度为45rpm；

[0063] S5、加入适当的水，调整混合物的比重至1.59g/cm3，黏度为57s；

[0064] S6、将适量水加热至100℃，加入上述重量份的皂粉，用玻璃棒搅拌至皂粉完全溶

解，倒入调整后的混合物中，同时加入上述重量份的水玻璃，搅拌14min，得到涂料。

[0065] 将涂料倒入浇注机的涂料桶，模具预热后，在浇注机内腔连续喷涂涂料厚度至

1.3mm，在模具内腔形成一层高隔热附着层。高隔热附着层形成后，每次加入少量的涂料，在

缸套毛坯外表面涂料厚度0.24毫米。

[0066] 经测试：气缸套毛坯内在组织石墨为A型石墨，无枝晶聚集等过冷组织产生，模具

使用寿命由3000次提高到4863次。

[0067]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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