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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超高纯铝的纯化晶析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将纯度为3N～5N的铝原料在坩埚

中融化成铝液；将晶析装置安装在坩埚上方且下

端伸入铝液液面下，由晶析装置上端的进气管向

晶析装置内部连续通入50～100L/min的常温空

气；开启电机带动晶析装置连续旋转，提升电机

的转速并保持铝液液面不被带动，旋转过程中纯

度高的铝液在晶析装置下端凝固堆积形成结晶

物；结晶物到达所定尺寸的一半时，取出晶析装

置，停止旋转并使晶析装置下端和结晶物在空气

中快速冷却，冷却至280℃～320℃后再次插入铝

液液面下继续旋转，直至结晶物无法增加，取下

所述结晶物；将结晶物切除头尾50～70mm，得到

初步提纯物。本发明工艺更加简单高效，更加注

重实效，更适用于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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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高纯铝的纯化晶析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纯度为3N～5N的铝原料在坩埚（1）中融化成铝液，融化温度为660℃～680

℃，所述坩埚（1）的下端为圆弧状结构；

步骤二，将晶析装置安装在所述坩埚（1）上方且下端伸入所述铝液液面下，所述晶析装

置由铁管焊接成型并与旋转电机（3）连接，由设置在所述晶析装置上端的进气管（4）向所述

晶析装置内部连续通入50～100L/min的常温空气；

步骤三，开启所述旋转电机（3）带动所述晶析装置下端的下转体（10）连续旋转，控制转

向电机（6），使得联动片（5）向第二传动轮（34）方向移动并最终使得第二传动轮（34）上的驱

动柱（11）插入到联动片（5）的定位孔中形成一体件，带动上转体（9）与所述下转体（10）以相

反的方向旋转;提升所述旋转电机（3）的转速并保持所述铝液液面不被带动，旋转过程中使

得更多的高纯度铝液聚集在上转体（9）与下转体（10）周围并在冷却气体作用下固化，最终

在所述晶析装置下端凝固堆积形成高纯度铝结晶物；

步骤四，所述结晶物到达所定尺寸的一半时，取出所述晶析装置，停止旋转并使所述晶

析装置下端和所述结晶物在空气中快速冷却，冷却至280℃～20℃后再次插入所述铝液液

面下重复步骤二和步骤三，直至所述结晶物无法继续增加，停止旋转并吊离所述晶析装置，

取下所述结晶物；

步骤五，将所述结晶物切除头尾50～70mm，得到初步提纯物；

步骤六，将所述坩埚（1）中剩余铝液倒出后，将所述初步提纯物再次放入所述坩埚（1）

重复步骤一至步骤五，得到超高纯铝原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超高纯铝的纯化晶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中，若对所述晶

析装置的转速要求不高时，控制转向电机（6），使得联动片（5）向第二传动齿轮（35）方向移

动并最终使得第二传动齿轮（35）上的驱动柱（11）插入到联动片（5）的定位孔中形成一体

件，带动外转轴（8）旋转，使得上转体（9）和下转体（10）按照同一个方向同一速度进行旋转。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超高纯铝的纯化晶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坩埚（1）的内壁

和所述晶析装置的外壁均设有抗氧化涂层（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超高纯铝的纯化晶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中，所述晶析装

置的转速为75rpm～85rpm。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超高纯铝的纯化晶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

所述晶析装置的下端伸入所述铝液液面下200～300mm。

6.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超高纯铝的纯化晶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坩埚

（1）为普通坩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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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高纯铝的纯化晶析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金属铝的提纯方法，尤其是涉及一种超高纯铝的纯化晶析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纯度在  5N5以上的铝产品称为超高纯铝。超高纯铝在电子、航空、航海、化工与国

防工业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且用量逐年增加。  但现在国内能生产出满足用户需求的

5N5超高纯铝的企业甚少，研发单位也屈指可数，因此国内所需超高纯铝几乎全部依靠进

口。

[0003] 尽管国内有企业已在试生产，但与国外同类企业有较大差距，也无法满足国内需

求，因此研发新的生产方式，替代进口，是行业内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

[0004] 首要就是从方法上去改善，国内现有技术有的涉及的领域过多，耗费巨大，不易掌

控；其次是效率低，需要多次重复工艺流程，费时费力，产能低下；其三是能耗偏高，与国家

节能减排政策相违；其四，质量不稳定，无法为国内用户长期稳定的供应。

检索中发现，中国专利号为  201610042682.1提出了一种超高纯铝提纯方法，其特征包

括选择精铝纯度至少为4N6；坩埚内壁涂有抗氧化层；籽晶采用5N铝为材料；铝液保温在680

℃～700℃；籽晶伸入液面2～3cm，最终结晶呈倒蘑菇状；籽晶转速为60～100rpm，带动铝液

螺旋式旋转；冷却空气速率1～3L/min、温度0～20℃；实例产出200～300kg超高纯铝。该方

法中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如：原料纯度至少为4N6，应用范围存在限制；铝液需要保持在较高

的温度，耗能且低效；籽晶以5N为原材料制作成本较高不宜加工且冷却效果差；籽晶带动铝

液进行螺旋式旋转易导致铝液掺混，影响提纯；倒蘑菇状结晶包括籽晶产量不明确；用来冷

却的空气非常温空气。

[0005] 因此，导致产品纯度不高，提纯效率低。寻求一种工艺简单、成本低、提纯效果好且

适应于工业化生产的超高纯铝的提纯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

[0006] 超高纯铝的生产过程中晶析装置在旋转过程中要保证一定转速，同时还需保持铝

液液面不被带动，减少铝液与空气的接触，以减少氧化物的产生。但是大多数的晶析装置都

不能提高转速的同时保持铝液液面不被带动，导致产品纯度不高，提纯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设计了一种超高纯铝的晶析方法，其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现有的晶析方法不

能在保持高速旋转的同时保持铝液液面不被带动，导致铝液与空气接触，容易产生氧化物，

产品纯度不高，提纯效率低。

[0008] 为了解决上述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了以下方案：

一种超高纯铝的纯化晶析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纯度为3N～5N的铝原料在坩埚（1）中融化成铝液，融化温度为660℃～680

℃，所述坩埚（1）的下端为圆弧状结构；

步骤二，将晶析装置安装在所述坩埚（1）上方且下端伸入所述铝液液面下，所述晶析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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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由铁管焊接成型并与旋转电机（3）连接，由设置在所述晶析装置上端的进气管（4）向所述

晶析装置内部连续通入50～100L/min的常温空气；

步骤三，开启所述旋转电机（3）带动所述晶析装置下端的下转体（10）连续旋转，控制转

向电机（6），使得联动片（5）向第二传动轮（34）方向移动并最终使得第二传动轮（34）上的驱

动柱（11）插入到联动片（5）的定位孔中形成一体件，带动上转体（9）与所述下转体（10）以相

反的方向旋转;提升所述旋转电机（3）的转速并保持所述铝液液面不被带动，旋转过程中使

得更多的高纯度铝液聚集在上转体（9）与下转体（10）周围并在冷却气体作用下固化，最终

在所述晶析装置下端凝固堆积形成高纯度铝结晶物；

步骤四，所述结晶物到达所定尺寸的一半时，取出所述晶析装置，停止旋转并使所述晶

析装置下端和所述结晶物在空气中快速冷却，冷却至280℃～20℃后再次插入所述铝液液

面下重复步骤二和步骤三，直至所述结晶物无法继续增加，停止旋转并吊离所述晶析装置，

取下所述结晶物；

步骤五，将所述结晶物切除头尾50～70mm，得到初步提纯物；

步骤六，将所述坩埚（1）中剩余铝液倒出后，将所述初步提纯物再次放入所述坩埚（1）

重复步骤一至步骤五，得到超高纯铝原料。

[0009] 进一步，步骤三中，若对所述晶析装置的转速要求不高时，控制转向电机（6），使得

联动片（5）向第二传动齿轮（35）方向移动并最终使得第二传动齿轮（35）上的驱动柱（11）插

入到联动片（5）的定位孔中形成一体件，带动外转轴（8）旋转，使得上转体（9）和下转体（10）

按照同一个方向同一速度进行旋转。

[0010] 进一步，所述坩埚（1）的内壁和所述晶析装置的外壁均设有抗氧化涂层（2）。

[0011] 进一步，步骤三中，所述晶析装置的转速为75rpm～85rpm。

[0012] 进一步，步骤二中，所述晶析装置的下端伸入所述铝液液面下200～300mm。

[0013] 进一步，所述坩埚（1）为普通坩埚。

[0014] 该超高纯铝的晶析方法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超高纯铝的晶析方法使得上转体和下转体逆向旋转，上转体和下转体方向

旋转时两者之间的相对速度会使得液面下高纯铝液活动更加剧烈并且聚集在上转体和下

转体附近，确保后续可以获得高纯度的晶析产物，同时，单独转体转速无需太高，确保液面

平稳，避免空气与液面下纯铝液接触，减少氧化物的产生。

[0015] （2）本发明当对晶析方法在对转速要求较低时，上转体和下转体以相同方向旋转，

当对晶析装置转速要求较高时，调整上转体和下转体以相反的方向旋转，在保证下转体转

速的同时，通过上转体的逆向旋转来保持铝液液面不被带动，减少铝液与空气的接触，减少

了氧化物的产生。

[0016] （3）本发明超高纯铝的晶析方法能够使上转体和下转体在同向或逆向旋转之间随

意切换，满足不同的需求。

附图说明

[0017] 图1：本发明超高纯铝的纯化晶析装置的工作状态剖面图；

图2：本发明超高纯铝的纯化晶析装置的安装状态示意图；

图3：本发明超高纯铝的纯化晶析装置联动片中间状态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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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本发明超高纯铝的纯化晶析装置联动片上移状态剖面图；

图5：本发明超高纯铝的纯化晶析装置联动片下移状态剖面图；

图6：本发明超高纯铝的纯化晶析装置联动片示意图。

[0018] 附图标记说明：

1—坩埚；2—抗氧化涂层；3—旋转电机；31—驱动轴；32—第一传动轮；33—第一传动

齿轮；34—第二传动轮；35—第二传动齿轮；36—传动链条；4—进气管；5—联动片；51—联

动支架；52—支撑支架；53—六边形孔；54—第一驱动孔；55—第二驱动孔；6—转向电机；

7—内转轴；8—外转轴；9—上转体；10—下转体；11—驱动柱。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图1至图6，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超高纯铝的纯化晶析方法所使用的装置包括一台坩埚1和一台纯

化晶析装置，坩埚仅为普通坩埚，提供可固定并且稳定牢固的纯化晶析装置工作基础。该坩

埚的下端设为圆弧结构，内壁涂有抗氧化涂层2。

[0020] 纯化晶析装置主体为铁管焊接加工成型，顶部连接气管4实现冷却功能，通过连接

旋转电机3实现旋转功能，同样外壁涂有抗氧化涂层2。

[0021] 实施例：以5N铝提纯至5N5为例。

[0022] 步骤一、在坩堝中熔解一定量的5N铝块，温度保持在660～680℃。

[0023] 步骤二、安装纯化晶析装置至坩埚上方，此时上转体9和下转体10插入铝液液面

下，上转体9位于铝液液面下方。

[0024] 步骤三、向晶析装置内部连续通入50～100L/min常温空气。

[0025] 步骤四、开启旋转电机3连续旋转下转体10，控制转向电机6，使得上转体9与下转

体10以相反的方向旋转，将转速提升至80rpm左右并保持液面不被带动，旋转过程中纯度高

的铝液由于晶析装置的冷却作用优先固化，在上转体9和下转体10的周围不断增加。

[0026] 步骤五、凝固物到达所定尺寸的一半时，取出纯化晶析装置，停止旋转并使凝固物

在空气中快速冷却，冷却至300±20℃后再次插入铝液继续工作，直至凝固物无法继续增

加，停止旋转，吊离纯化晶析装置并取下凝固物。

[0027] 步骤六、切除头尾50～70mm，得到初步提纯物。

[0028] 步骤七、将坩埚中剩余铝液倒出后，将初步提纯物再次放入坩埚重复一次上述步

骤，最终同样切除头尾50～70mm，得到超高纯铝原料。

[0029] 上述步骤最终可获取约90kg超高纯铝（5N5），总时长约8小时。

可见本发明相比传统方法，工艺更加简单高效，更加注重实效，更适用于工业化生产。

[0030] 如图2和图3所示，纯化晶析装置的下端设置有上转体9和下转体10，上转体9设置

在下转体10的上方靠近铝液液面处，上转体9和下转体10能够以相同或相反的方向旋转。

[0031] 旋转电机3提供上转体9和下转体10旋转的动力，旋转电机3的驱动轴31上设有第

一传动轮32和第一传动齿轮33，第一传动轮32通过传动链条36与第二传动轮34连接，第二

传动轮34通过轴承安装在内转轴7的上端，内转轴7的下端安装在下转体10上；第一传动齿

轮33直接与第二传动齿轮35啮合连接，第二传动齿轮35安装在外转轴8的上端，外转轴8的

下端与上转体9连接；内转轴7的长度大于外转轴8，内转轴7的顶端高于外转轴8的顶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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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轴8的轴向设有通孔，内转轴7穿过外转轴8的通孔并且两者之间通过轴承进行支撑。

[0032] 第二传动轮34和第二传动齿轮35之间的内转轴7上套设有联动片5，联动片5的中

部开设有六边形孔53，联动片5通过六边形孔53安装在内转轴7上并且能够在第二传动轮34

和第二传动齿轮35之间移动；

如图6所示，联动片5上开设有对称的第一驱动孔54和第二驱动孔55，对应的在第二传

动轮34和第二传动齿轮35上都设有两个驱动柱11，第一驱动孔54和第二驱动孔55为与驱动

柱11运动轨迹相配合的弧形孔。驱动柱11插入驱动孔中时使得联动片5与第二传动轮34或

第二传动齿轮35成为一体件。

[0033] 联动片5由转向电机6驱动，转向电机6通过支撑支架52安装在坩埚上方，转向电机

6驱动螺杆旋转，螺杆通过螺纹连接一能够沿着螺杆轴向往复移动的联动支架51，联动片5

安装在联动支架51上。

[0034] 内转轴7的轴向设有通孔，内转轴7的通孔上端连接有进气管4。上转体9和下转体

10均为中空结构，内转轴7的通孔下端与上转体9和下转体10的内部腔体连通。上转体9和下

转体10的外表面均设有抗氧化涂层。

[0035] 此外，内转轴7的上端也可以与第二传动齿轮35连接，外转轴8的上端与第二传动

轮34连接，联动片5套设在外转轴8上，使得上转体9不主动运动，控制转向电机6，使得联动

片5与第二传动轮34或第二传动齿轮35形成一体件来控制上转体9的旋转及旋转方向。

[0036] 如图3至图5所示，该联动片5的工作原理及控制方法如下：

控制旋转电机3，使得第一传动轮32和第一传动齿轮33旋转，第一传动轮32通过传动链

条36驱动第二传动轮34旋转，第一传动轮32和第二传动轮34同方向旋转；第二传动轮34由

于通过轴承与内转轴7连接，所以第二传动轮34只能空转并不能带动内转轴7旋转；与此同

时，第一传动齿轮33直接作用第二传动齿轮35旋转，但两者的旋转方向相反，第二传动齿轮

35将带动外转轴8旋转，旋转的外转轴8将带动上转体9旋转，此时下转体10不主动运动。

[0037] 控制转向电机6，使得联动片5向第二传动轮34方向移动并最终使得第二传动轮34

上的驱动柱11插入到联动片5的驱动孔中形成一体件，第二传动轮34通过联动片5带动内转

轴7旋转，旋转的内转轴7将带动下转体10旋转，下转体10的旋转的方向与上转体9的旋转的

方向相反。在保证下转体10高速旋转的同时保持铝液液面不被带动。此环节中，液面下的剧

烈搅动可以使得高纯铝液更加向上转体9和下转体10聚集，同时也保证液面平稳。

[0038] 当对剧烈搅拌完成等待晶析完成时，再次控制转向电机6，使得联动片5向第二传

动齿轮35方向移动并最终使得第二传动齿轮35上的驱动柱11插入到联动片5的驱动孔中形

成一体件，第二传动齿轮35通过联动片5带动内转轴7旋转，此时内转轴7的旋转方向与之前

旋转方向相反并使得上转体9和下转体10按照同一个方向同一速度进行旋转。此环节中，停

止剧烈搅拌使得高纯铝液在上转体9和下转体10完成晶析。

[0039] 同理，本发明还有一种替换结构：内转轴7的上端与第二传动齿轮35连接，外转轴8

的上端与第二传动轮34连接，此时上转体9不主动运动。

[0040] 控制转向电机6，使得联动片5向第二传动轮34方向移动并最终使得第二传动轮34

上的驱动柱11插入到联动片5的驱动孔中形成一体件，第二传动轮34通过联动片5带动外转

轴8旋转，旋转的外转轴8将带动上转体9旋转，上转体9的旋转的方向与下转体10的旋转的

方向相反。在保证下转体10高速旋转的同时保持铝液液面不被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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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当剧烈搅拌完成等待晶析完成时，再次控制转向电机6，使得联动片5向第二传动

齿轮35方向移动并最终使得第二传动齿轮35上的驱动柱11插入到联动片5的驱动孔中形成

一体件，第二传动齿轮35通过联动片5带动外转轴8旋转，此时外转轴8的旋转方向与之前旋

转方向相反并使得上转体9和下转体10按照同一个方向同一速度进行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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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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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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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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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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