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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适用于连续薄壁铸钢件铸

造的消失模涂料，由以下质量组分构成：锆英粉

30份，铝矾土70份，钠基膨润土为2份～4份，羧甲

基纤维素钠（CMC）为0.5份，硅溶胶5份，聚乙烯醇

缩丁醛（PVB）0.3份，酚醛树脂0.7份，烷基酚聚氧

乙烯醚（OP10）为0.1—0.5份，正丁醇为0.1—0.5

份，甲醛为0.1—0.5份，滑石粉为2份；所述的水

为80～100份。本发明适用于连续薄壁铸钢件的

铸造，使用该涂料制造的连续薄壁铸钢件可达到

充型完整、表面圆滑光洁、无裂纹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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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连续薄壁铸钢件铸造的消失模涂料，其特征是：由以下质量组分构成：锆

英粉为30份，铝矾土为70份，钠基膨润土为2份～4份，羧甲基纤维素钠为0.5份，硅溶胶为5

份，聚乙烯醇缩丁醛为0.3份，酚醛树脂为0.7份，烷基酚聚氧乙烯醚为0.1～0.5份，正丁醇

为0.1～0.5份，甲醛为0.1～0.5份，滑石粉为2份，水为80～10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连续薄壁铸钢件铸造的消失模涂料，其特征是：所

述的锆英粉和铝矾土的粒度均为270～32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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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连续薄壁铸钢件铸造的消失模涂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铸造技术，具体是一种适用于连续薄壁铸钢件铸造的消失模涂料。

背景技术

[0002] 消失模涂料与消失模模样、金属液的浇注温度等因素是消失模铸造的三大关键技

术之一，消失模涂料的性能优劣直接影响到铸件的质量。消失模涂料的使用不同于一般铸

造涂料。在普通铸造中，涂料涂敷在铸型型腔表面，但在消失模铸造中，涂料是涂敷在泡沫

塑料模样上。消失模涂料的主要作用有以下几点：1）增强作用，消失模涂料层能提高泡沫塑

料的强度和刚度，防止模样在运输、填砂振动时破坏或变形，合适的涂料能够提高模型的刚

度，减少变形；2）隔离作用，浇注时，涂料层是液体金属与干砂之间重要的隔离介质，涂料层

将金属液体和铸型分开，防止金属液体渗入干砂中，以保证得到表面光洁、无粘砂的铸件，

同时，防止干砂流入金属液体与泡沫模样的间隙中，造成铸型塌箱；3）排出作用，涂料层能

让泡沫塑料热分解的产物（大量的气体或液体等）顺利地排逸到铸型中去，防止铸件产生气

孔、炭黑缺陷等。由于铸造不同合金时浇注温度不同，泡沫塑料模型的分解产物区别很大，

浇注钢铁等黑色金属时，以气态产物为主，涂料要有较高的透气性。在很多情况下，涂料层

分解产物与涂料层的强度是一对矛盾，这就要求所选用的涂料既要对泡沫塑料的裂解产物

有好的吸附能力和透气能力，同时要求有高的涂层强度，另外还要有很好的涂挂工艺性能。

[0003] 透气性、悬浮性、涂层强度、粘度是消失模铸钢涂料的基本性能指标，其中透气性

直接控制着泡沫融化和分解的产物逸出的速度，从而决定了液态金属的流动速度，进而决

定了是否可以消除气孔、冷隔、浇不到、积碳等缺陷的产生。目前，我们在预制一种用于金属

与块石复合材料的金属箱格时，使用的是国产的YQ铸钢涂料，该涂料适用于普通的铸钢件，

但应用到连续薄壁的金属箱格铸钢件时，金属箱格出现了充型不完整等缺陷，初步分析是

涂料的透气性达不到连续薄壁件的铸造工艺要求；而国内对于适用于连续薄壁钢铸件铸造

的消失模涂料尚无合适的产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是提出一种适用于连续薄壁铸钢件铸造的消失模涂料，本涂料是根据

消失模涂料的基本原理，经过合理的试验设计以及大量试验检验所研制的，涂料强度高，耐

高温性能好，透气性和悬浮性好，适合制备连续薄壁的金属箱格结构。

[0005] 1、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适用于连续薄壁铸钢件铸造

的消失模涂料，一种适用于连续薄壁铸钢件铸造的消失模涂料，其特征是：由以下质量组分

构成：锆英粉为30份，铝矾土为70份，钠基膨润土为2份～4份，羧甲基纤维素钠为0.5份，硅

溶胶为5份，聚乙烯醇缩丁醛为0.3份，酚醛树脂为0.7份，烷基酚聚氧乙烯醚为0.1～0.5份，

正丁醇为0.1～0.5份，甲醛为0.1～0.5份，滑石粉为2份，水为80～100份。

[0006] 所述的锆英粉和铝矾土的粒度均为270～320目。

[000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所提出的一种消失模涂料，经试验测试，具有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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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气性、悬浮性和涂挂性能，涂层干燥后强度高，尤其适用于连续薄壁铸钢件的铸造，使用

该涂料制造的连续薄壁铸钢件可达到充型完整、表面圆滑光洁、无裂纹的技术要求。

具体实施方式

[000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09] 实施例：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适用于连续薄壁铸钢件铸造的消失模涂料，由以下质量组分构成：

锆英粉30份，铝矾土70份，钠基膨润土为2份～4份，羧甲基纤维素钠（CMC）为0.5份，硅溶胶5

份，聚乙烯醇缩丁醛（PVB）0.3份，酚醛树脂0.7份，烷基酚聚氧乙烯醚（OP10）为0.1—0.5份，

正丁醇为0.1—0.5份，甲醛为0.1—0.5份，滑石粉为2份；所述的水为80～100份。

[0010] 所述的锆英粉和铝矾土的粒度均为270～320目。

[0011] 本发明所提出的消失模涂料，其主要组分的质量配比是按照以下过程取得的：

1）首先根据理论分析，确定耐火骨料为锆英粉和铝矾土，其中，由机械粉碎锆英石而制

成的锆英粉在高温下表现为中性或弱酸性，不与氧化铁起化学反应，有利于在大型铸钢件

上防止粘砂缺陷，因而在生产大型铸钢件和重要铸钢、铸铁件时，常常采用锆英粉作耐火粉

料；铝矾土耐火熟料的优点是热膨胀量小，温度为  20～1320℃时热膨胀系数不超过  4.5×

10-6，高温体积稳定，耐火度高，抗渣性好，铁及其氧化物对其浸润性低，又因铝矾土在浇注

温度下不和金属氧化物生成低熔点物质，因此用于涂料能起到很好的抗粘砂作用。

[0012] 为了确定耐火骨料中各组分之间的最佳比例，进行了三次实验，按照表一的配比

配制涂料，并测定了三组涂料的各种性能。

[0013] 三组实验的耐火骨料的配合比如表一所示：

三组实验中，涂料的性能测定值如表二所示:

表二：

从表二中试验数值可以看出，其他组分相同的情况下，锆英粉和铝矾土不同比例所配

制的涂料的性能有很大差距。第一，随着铝矾土加入量的增加，涂料的强度随之增大。第一

组的涂料强度最大。第二，第一组的透气性明显高于其它两组，第三组的透气性最小。第三，

从涂挂性、附着量两组数据来看，第一组的涂挂性和附着量均好于后两组。第一组的透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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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强度基本符合消失模铸钢涂料的要求，但涂料的涂挂性、附着量等指标还比较差，还需进

一步对其配方进行研究，以提高涂挂性、附着量等性能，达到消失模铸钢的要求。综合对比

分析，初步确定第一组实验中的耐火骨料配比为最佳骨料比例，即采用铝矾土70%，锆英粉

30%。

[0014] 2）根据试验分析了钠基膨润土加入量对涂料性能的影响。

[0015] 钠基膨润土在涂料中起悬浮稳定剂和常温及高温粘结剂的作用，为了确定钠基膨

润土的合理加入量，进行了五次试验，每次试验中，硅溶胶和  CMC  加入量分别为  5%和 

0.5%，钠基膨润土加入量对涂料性能的影响如表三所示：

表三：

分析强度砂重可知，钠基膨润土含量从  1%增加到  2%时，涂料的强度从  671g  急剧减

小到  450g。当钠基膨润土的加入量为  2%～4%时，涂料的强度随钠基膨润土含量的增加而

减小，但降幅不大，满足消失模铸钢的要求。若继续增加钠基膨润土的含量，涂料的强度继

续减小，起不到涂料增加模样的强度的作用，所以钠基膨润土含量不宜过高。

[0016] 分析涂料粘度可知，钠基膨润土含量从  1%增加到  4%时，涂料的粘度从  230mPa.s 

增加到  350mPa .s，变化不大。当钠基膨润土含量  4%～5%时，涂料的粘度急剧增大，最高可

达  500  mPa.s。

[0017] 分析悬浮性可知，当钠基膨润土含量在  1%～2%范围内变化时，涂料的悬浮性随钠

基膨润土含量的增加而变大；当钠基膨润土含量在  2%～4%时，涂料的悬浮性变化不大，基

本保持在  95%左右；当钠基膨润土含量在  4%～5%时，涂料的悬浮性又随钠基膨润土含量的

增大而变大。涂料要求悬浮性大于  90%，这样才能保证涂料的稳定性，所以钠基膨润土含量

选择在  2%～4%较为合适。

[0018] 3）根据试验分析了羧甲基纤维素钠（CMC）加入量对涂料性能的影响。

[0019] 进行了五次试验，每次试验的硅溶胶加入量为  5%，钠基膨润土的加入量为  3%，

CMC  加入量对涂料性能的影响如表四所示：

表四：

对涂料粘度的影响分析可知，当  CMC 的加入量为  0.3%时，涂料的粘度为  1470mPa.s，

此时涂料的粘度过大，模样干燥后，涂层开裂。当  CMC 的含量在  0.5%～1.1%的范围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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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涂料的粘度随  CMC  含量的增大而减小。CMC  的含量为  0.5%时，涂料既不开裂也不滴

淌，能在模样上形成消失模铸钢所需厚度的涂层，所以  CMC 的含量选择  0.5%比较合适。

[0020] 对涂料附着量的影响分析可知，CMC 的含量在  0.3%～1.1%的范围内变化时，涂料

的附着量随  CMC  含量的增大而减小；涂料的附着量与粘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粘度越大，附

着量越大；CMC  含量在  0.3%时，由于粘度过大，涂料附着量过大，导致涂层过厚，透气性减

小，且涂层不均匀。所以  CMC 的含量选择  0.5%，此时满足消失模铸钢的要求。

[0021] 对涂料的强度影响分析可知，CMC 的含量在0.3%～0.7%的范围内变化时，涂料的

强度随  CMC  含量的增大而减小；当  CMC  含量约为  0.8%时，涂料的强度达到一个极小值，

之后随着  CMC  含量的增大，涂料的强度逐渐增大。当  CMC 的含量在  0.5%时，涂层强度并

非最大值，但此时粘度适中，涂层不开裂不滴淌，强度亦能满足消失模铸钢的要求。

[0022] 综上分析，涂料的粘度过大，导致涂层开裂。随着  CMC  含量的增加，涂料表现出较

好的涂挂性，并且无裂痕，但是涂料中  CMC 的加入量过多会使涂料产生严重流淌现象，从

而导致涂层的强度不够。所以  CMC  含量选择在  0.5%左右。

[0023] 4）根据试验分析了硅溶胶加入量对涂料性能的影响。

[0024] 泡沫模型在埋箱时为抵抗散砂或铁丸对模样的冲击，要求涂料在常温烘烤后具有

足够的强度，而在高温下，不阻碍消失模气化时产生的气体外逸，为此，选用硅溶胶做高温

粘结剂，CMC  作为涂料的低温粘结剂。当  CMC  加入量  0.5%，钠基膨润土加入量为  3%时，进

行了五组试验来研究硅溶胶加入量对涂料性能的影响，试验结果如表五所示：

表五：

对涂料粘度的影响分析可知，硅溶胶的含量在  2%～4%的范围内变化时，随着硅溶胶含

量的增加，涂料的粘度逐渐下降，当硅溶胶含量达到  4%时，粘度达到最小值  350mPa .s，此

时粘度满足消失模铸钢的要求，之后随着硅溶胶含量的增加，涂料的粘度增大。

[0025] 对涂料的强度影响分析可知，当涂料中硅溶胶的含量为  2%时，涂料的强度为 

232g，满足消失模铸钢涂料的要求，而强度是随硅溶胶含量的增大而增大，所以硅溶胶含量

只要大于  2%均可以满足要求。当硅溶胶含量从  3%增加到  5%时，涂层的强度稳定，硅溶胶

含量从  5%增加到  6%时，涂料的强度急剧增加。所以选择硅溶胶含量在  3%～5%为最佳。

[0026] 综上分析，当硅溶胶含量为  2%和  6%时，涂料的粘度较大，铝板上涂料样品出现裂

纹，涂料的涂挂性较差。硅溶胶含量在  3%～5%之间时，强度稳定，强度和粘度均能满足消失

模铸钢的要求，所以硅溶胶含量选择在3%～5%之间。

[0027] 根据以上试验分析，本发明所提出的消失模涂料，具有最佳的工艺性能，其性能测

试如表六所示：

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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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实际铸造生产检验，使用本发明所提出的消失模涂料，能充分满足连续薄壁铸钢

件铸造的技术要求。

[0028] 本发明未详述部分为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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