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078092.3

(22)申请日 2018.01.2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39346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8.14

(73)专利权人 济南韶欣耐磨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 250109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唐冶街

道合二庄村胶济铁路洞北

(72)发明人 申博　

(74)专利代理机构 山东济南齐鲁科技专利事务

所有限公司 37108

代理人 宋永丽

(51)Int.Cl.

B22D 19/02(2006.01)

B22D 19/1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6415156 U,2017.08.18,

CN 202224218 U,2012.05.23,

CN 104907123 A,2015.09.16,

CN 101693938 A,2010.04.14,

CN 201296772 Y,2009.08.26,

CN 103008631 A,2013.04.03,

CN 101293273 A,2008.10.29,

CN 201012424 Y,2008.01.30,

JP S5582829 A,1980.06.21,

JP 2012092583 A,2012.05.17,

CN 2909137 Y,2007.06.06,

审查员 王振

 

(54)发明名称

一种圆锥破碎机衬板的制造方法

(57)摘要

一种圆锥破碎机衬板的制造方法，提供的方

案能够使衬板的耐磨性和韧性有大幅提高。试用

数据表明耐磨性和韧性比现有技术提高了50%左

右。由检测可知衬板组织中不出现晶间裂纹，所

以，衬板体不出现微裂纹，使衬板的使用寿命大

幅提高。同时，本发明在金属液浇注时处于气体

保护下完成，是进一步保证衬板体不出现夹杂的

现象，从而提高衬板的使用寿命。改变了衬板一

体式结构中同一硬度的不足，多点处分布的合金

柱的硬度高于其它部位的硬度，同时，合金柱也

成为强制冷却的散热点，使衬板铸体冷却速度加

快，从而达到晶粒细化的目的，进一步增强高锰

钢衬板体的韧性，提高衬板的使用寿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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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圆锥破碎机衬板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①制取合金柱（16）备用，合金柱（16）的外表面呈锥状，合金柱（16）外表面的斜度是

0.06-0.18；

②制备衬板砂型，砂型腔分为锥体腔和柱体腔，在锥体腔的腔体内壁沿圆围分布合金

柱，合金柱分布在锥体腔内的高度范围是400-700毫米，每两个合金柱中心线间的距离是

60-80毫米，合金柱的大端直径是35-40毫米，合金柱的高度是40-50毫米；

③在砂型腔内表面涂碱性镁砂粉涂料，涂料厚度为0.5-0.7毫米；

④采用中频炉冶炼钢水，中频炉上设置炉盖，炉盖为对开式结构，两个炉盖分别绕各自

的转轴转动实现开合，转轴面向炉腔的壁上均匀开设数个第一通气孔（9），第一通气孔（9）

的直径为5-30毫米，转轴面向外的壁上开设气体进气孔；

⑤步骤②所述的砂型设置六个浇注口，砂型上端设置四个中部设置两个，浇注口外周

均分别设置气体保护罩（10），气体保护罩（10）有外套（21）和内套（22），外套（21）上开设通

孔（23），通孔（23）与进气管道（11）相连，内套（22）上均匀开设数个第二通气孔（12）；

⑥将步骤④冶炼的钢水通过步骤⑤所述的浇注口浇注在砂型腔内，浇注时间为5-8秒，

钢水凝固后脱掉砂型得到铸件，然后将铸件置入热处理炉窑内，热处理炉窑内的入口温度

设置在70℃以下，4-10小时后进入炉窑650℃保持2小时，然后在炉窑1000℃-1080℃范围保

持5小时；

⑦打开炉窑将铸件在30-40秒内置入水池中，保持水池温度在40℃以下，2小时后铸件

出水，得到耐磨锤式破碎机衬板，该衬板的圆锥形中下部嵌入合金柱；

步骤⑦得到的衬板为套筒型，其包括圆锥形和圆柱形，衬板的底部为圆柱形，圆柱形以

上部分是圆锥形，衬板圆锥形的中下部嵌入的合金柱范围的高度H2是400-700毫米，高度H2

底端位于衬板的圆柱形上端，每两个合金柱的中心线间的距离L是60-80毫米，合金柱的大

直径端面与相应的衬板圆锥形外表面位于同一平面内；

合金柱材料由下列组份构成：按重量份取稀土锶合金6-7份，锰14-19份，铬2-3份，硫

1.2份，钻石粉0.3-0.6份，陶瓷粉末1.1-1.6份，余量为铁；

所述步骤④所述中频炉的炉盖是两个半圆形炉盖，以中频炉的炉体中间部位向两侧开

合，转轴设置在中频炉口，转轴为两个，半圆形炉盖分别安装在相应的转轴上；

所述步骤⑤所述的内套（22）上开设的第二通气孔（12）的直径为30-100毫米；

所述步骤⑤所述浇注口的口径为280毫米-290毫米，浇注口外设置浇注杯（14），浇注杯

（14）高度为150毫米-165毫米，浇注杯（14）的外径与气体保护罩（10）的内径相配合；

所述浇注口处安装浇注杯（14），浇注杯（14）外壁底部设置底座（25），底座（25）与环形

支撑架（26）连接，环形支撑架（26）固定在浇注杯（14）外壁上，底座（25）与气体保护罩（10）

的内套（22）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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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圆锥破碎机衬板的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破碎机，是一种圆锥破碎机衬板的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圆锥破碎机上使用的衬板需要有高耐磨性和高韧性。通常情况下，破碎机的衬板

根据破碎物的不同，选择高使用寿命的进口产品或选择较低使用寿命的国产产品。为此，近

几年本领域技术人员为提高衬板的使用寿命在材料方面提供了较多方案，例如提高铬、锰

含量或以高锰钢为主，在高锰钢中添加微量元素等。在这些方案中对于铸造中易出现的缩

孔疏松导致心部微裂等现象不容易避免，从而影响衬板的使用寿命。由于衬板是易损件，并

且体积大，用材多，而当损坏其中一部分时整体衬板都要报废，使材料浪费现象特别严重。

又因为衬板更换频繁易给生产带来较多不便，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近几年提供了多种方

案以期望解决上述问题，但是均未达到预期效果。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圆锥破碎机衬板的制造方法，使衬板的耐磨性及韧性有

较大提高。

[0004]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圆锥破碎机衬板的制造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05] ①制取合金柱备用，合金柱的外表面呈锥状，合金柱外表面的斜度是0.06-0.18；

[0006] ②制备衬板砂型，砂型腔分为锥体腔和柱体腔，在锥体腔的腔体内壁沿圆围分布

合金柱，合金柱分布在锥体腔内的高度是400-700毫米，每两个合金柱中心线间的距离是

60-80毫米，合金柱的大端直径是35-40毫米，合金柱的高度是40-50毫米；

[0007] ③在砂型腔内表面涂碱性镁砂粉涂料，涂料厚度为0.5-0.7毫米；

[0008] ④采用中频炉冶炼钢水，中频炉上设置炉盖，炉盖为对开式结构，两个炉盖分别绕

各自的转轴转动实现开合，转轴面向炉腔的壁上均匀开设数个第一通气孔，第一通气孔的

直径为5-30毫米，转轴面向外的壁上开设气体进气孔；

[0009] ⑤步骤②所述的砂型设置六个浇注口，砂型上端设置四个中部设置两个，浇注口

外周均分别设置气体保护罩，气体保护罩有外套和内套，外套上开设通孔，通孔与进气管道

相连，内套上均匀开设数个第二通气孔；

[0010] ⑥将步骤④冶炼的钢水通过步骤⑤所述的浇注口浇注在型腔内，浇注时间为5-10

秒，钢水凝固后脱掉砂型得到铸件，然后将铸件置入热处理炉窑内，热处理炉窑内的入口温

度设置在70℃以下，4-10小时后进入炉窑的650℃范围保持2小时，然后在炉窑1000℃-1080

℃范围保持5小时；

[0011] ⑦打开炉窑将铸件在30-40秒内置入水池中，保持水池温度在40℃以下，2小时后

铸件出水，得到耐磨锤式破碎机衬板，该衬板的圆锥形中下部嵌入合金柱。

[0012] 步骤⑦得到的衬板为套筒型，其包括圆锥形和圆柱形，衬板的底部为圆柱形，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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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以上部分是圆锥形，衬板圆锥形的中下部嵌入合金柱范围的高度H2是400-700毫米，高度

H2底端位于衬板的圆柱形上端，每两个合金柱的中心线间的距离L是60-80毫米，合金柱的

大直径端面与相应的衬板圆锥形外表面位于同一平面内。步骤④所述中频炉的炉盖是两个

半圆形炉盖，以中频炉的炉体中间部位向两侧开合，转轴设置在中频炉口，转轴为两个，半

圆形炉盖分别安装在相应的转轴上。步骤⑤所述的内套上开设的第二通气孔的直径为30-

100毫米。步骤①所述的合金柱外表面锥状的斜度为0.09。步骤⑤所述浇注口的口径为280

毫米-290毫米，浇注口外设置浇注杯，浇注杯高度为150毫米-165毫米，浇注杯的外径与气

体保护罩的内径相配合。浇注口处安装浇注杯，浇注杯外壁底部设置底座，底座与环形支撑

架连接，环形支撑架固定在浇注杯外壁上，底座与气体保护罩的内套相配合。

[0013] 本发明提供的方案能够使衬板的耐磨性和韧性有大幅提高。试用数据表明耐磨性

和韧性比现有技术提高了50%左右。由检测可知衬板组织中不出现晶间裂纹，所以，衬板体

不出现微裂纹，使衬板的使用寿命大幅提高。同时，本发明在金属液浇注时处于气体保护下

完成，是进一步保证衬板体不出现夹杂的现象，从而提高衬板的使用寿命。

[0014] 由于本发明在衬板壁内嵌入了合金柱，使衬板的结构中增加了多个耐磨点，改变

了衬板一体式结构中同一硬度的不足，多点处分布的合金柱的硬度高于其它部位的硬度，

同时，合金柱也成为强制冷却的散热点，使衬板铸体冷却速度加快，从而达到晶粒细化的目

的，进一步增强高锰钢衬板体的韧性，提高衬板的使用寿命等。

附图说明

[0015] 附图1是本发明方法中使用中频炉结构示意图；附图2是图1中A向结构示意图；附

图3是图2中B-B剖视结构示意图；附图4是浇注气体保护罩与型砂连接结构示意图；附图5是

脱离型砂后冒口位置在圆锥破碎机衬板上的结构示意图；附图6是用本发明方法制作的破

碎机衬板结构示意图；附图7是硬质合金柱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圆锥破碎机衬板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7] ①制取合金柱16备用，合金柱16的外表面呈锥状，合金柱16外表面的斜度是0.06-

0.18；

[0018] ②制备衬板砂型，砂型腔分为锥体腔和柱体腔，在锥体腔的腔体内壁沿圆围分布

合金柱，合金柱分布在锥体腔内的高度是400-700毫米，每两个合金柱中心线间的距离是

60-80毫米，合金柱的大端直径是35-40毫米，合金柱的高度是40-50毫米；

[0019] ③在砂型腔内表面涂碱性镁砂粉涂料，涂料厚度为0.5-0.7毫米；

[0020] ④采用中频炉冶炼钢水，中频炉上设置炉盖，炉盖为对开式结构，两个炉盖分别绕

各自的转轴转动实现开合，转轴面向炉腔的壁上均匀开设数个第一通气孔9，第一通气孔9

的直径为5-30毫米，转轴面向外的壁上开设气体进气孔；

[0021] ⑤步骤②所述的砂型设置六个浇注口，砂型上端设置四个中部设置两个，浇注口

外周均分别设置气体保护罩10，气体保护罩10有外套21和内套22，外套21上开设通孔23，通

孔23与进气管道11相连，内套22上均匀开设数个第二通气孔12；

[0022] ⑥将步骤④冶炼的钢水通过步骤⑤所述的浇注口14浇注在型腔内，浇注时间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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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秒，钢水凝固后脱掉砂型得到铸件，然后将铸件置入热处理炉窑内，热处理炉窑内的入口

温度设置在70℃以下，4-10小时后进入炉窑的650℃范围保持2小时，然后在炉窑1000℃-

1080℃范围保持5小时；

[0023] ⑦打开炉窑将铸件在30-40秒内置入水池中，保持水池温度在40℃以下，2小时后

铸件出水，得到耐磨锤式破碎机衬板，该衬板的圆锥形中下部嵌入合金柱。

[0024] 本发明所述衬板的制造方法中的衬板材料采用公知的高锰钢。本发明方法中加入

合金柱可加快衬板高锰钢钢水的凝固，使衬板的高锰钢晶粒细化，同时，采用高速快冷的热

处理方法，能进一步使高锰钢奥氏体化更完整，进一步保证衬板的铸件断面组织的硬度及

韧性等性能更均匀，并可减少缩孔疏松，提高铸件致密度等。

[0025] 本发明所述方法中使用的冶炼中频炉是中频感应炉，其上设置炉盖，在炉盖的保

护作用下，通氩气保护金属液面，两个转轴上均布的第一通气孔能使氩气均匀分布在钢水

的表面，大幅减少了钢水氧化，使钢水的纯净度达到了很好的程度。中频炉上的炉盖为两个

对开，每个炉盖均为半圆形，每个炉盖沿各自的转轴转动，实现开合。炉盖的开合不影响气

体的通气量，更好的对炉腔进行气体保护。图1中所示的5是第一转轴，24是第二转轴，每个

转轴上均开设通气孔，每个转轴上均安装轴套，轴套与相应的炉盖连接，使炉盖绕轴套转

动。第一转轴5和第二转轴24均为中空轴，其上均开设与气体管道相连的通气孔，位于炉体

内的转轴壁上开设数个氩气喷孔，使氩气均布在钢水表面。本发明提供的炉盖结构使保护

气体不易扩散，并可减少热量损失，增加熔化效率。还可起到炉膛保温作用，使炉衬缓慢冷

却，减少炉衬出现裂纹的几率，提高炉衬的使用寿命。本发明提供的炉盖结构还具有易于开

合，易于使氩气分布均匀等优点。

[0026] 本发明所述方法中从钢水进入型腔的浇注时间控制在5-10秒，浇注时在气体保护

状态下完成。在快速及气体保护下浇注无氧化膜卷入钢水中，铸件不出夹杂现象，使合金柱

与衬板铸件间产生较好的融合，增加铸头的使用寿命，特别是提高衬板的耐磨性能等。

[0027] 本发明方法提供的热处理步骤在加快冷却速度的同时，不使合金柱产生炸裂，进

一步增加合金柱的耐磨性能。本发明方法中将合金柱嵌入在衬板圆锥形的工作面内，优选

的嵌入范围及合金柱的大直径端位于衬板的表面，使衬板的工作面增加耐磨点的同时曾加

耐磨面积，提高了衬板的整体使用寿命。本发明所述合金柱16通常选用TM52硬质合金制作。

本发明所述的合金柱优选的材料可以是由下列组份构成：按重量份取稀土锶合金6-7份，锰

14-19份，铬2-3份，硫1.2份，钻石粉0.3-0.6份，陶瓷粉末1.1-1.6份，余量为铁。这种优选的

材料可使合金柱具有更高的硬度和耐磨性，可进一步提高衬板的使用寿命。合金柱按照公

知方法制作。

[0028] 本发明所述方法优选的方案是：步骤④所述中频炉的炉盖是两个半圆形炉盖，以

中频炉的炉体中间部位向两侧开合，转轴设置在中频炉口，对称分布，转轴为两个，转轴上

安装轴套，半圆形炉盖分别安装在相应的转轴轴套上。

[0029] 本发明所述方法进一步优先的方案是：步骤⑦得到的衬板为套筒型，其包括圆锥

形和圆柱形，衬板的底部为圆柱形，圆柱形以上部分是圆锥形，衬板圆锥形的中下部嵌入合

金柱范围的高度H2是400-700毫米，高度H2底端位于衬板的圆柱形上端，每两个合金柱的中

心线间的距离L是60-80毫米，合金柱的大直径端面与相应的衬板圆锥形外表面位于同一平

面内。在衬板的圆锥外表面选取一部分高度范围内嵌入合金柱，使衬板的易损部位硬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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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延长了衬板的使用寿命。每两个合金柱中心线间的距离可以是60毫米、65毫米、70毫米、

75毫米或80毫米等，均能打达到本发明的目的。

[0030] 本发明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是：步骤⑤所述的内套22上开设的第二通气孔12的直径

为30-100毫米。

[0031] 本发明步骤①所述的合金柱16外表面锥状的斜度为0.09，这种优选的斜度便于合

金柱的最大面积位于衬板相应的工作面内，进一保证衬板的耐磨性，并使合金柱间不产生

冷隔。

[0032] 本发明步骤⑤所述浇注口的口径为280毫米-290毫米，浇注口外设置浇注杯14，浇

注杯14高度为150毫米-165毫米，浇注杯14的外径与气体保护罩10的内径相配合。

[0033] 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是：浇注口处安装浇注杯14，浇注杯14外壁底部设置底座25，底

座25与环形支撑架26连接，环形支撑架26固定在浇注杯14外壁上，底座25与气体保护罩10

的内套22相配合。这种优选结构可进一步保证钢水快速由中频炉进入型腔，并使气体保护

浇注不出现漏气等现象，使气体保护浇注步骤达到更好效果。

[0034] 图中17为第一冒口、18为第二冒口、19为第三冒口、20为第四冒口、29为第一暗冒

口、30为第二暗冒口、H1为衬板总高度。

[0035] 本发明未详述内容均为公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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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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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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