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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主要以火电、水电
为主的大型铸钢件生产厂家，火电、水电铸件约占总产量的60%
，出口产品占总产量的75%。国外产品不但对内部质量要求高，

而且对表面质量要求也非常高。福鞍重工一直致力于高端优质
铸钢件生产的创新研发，把提高铸件的原始质量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提高铸件的交货质量、实现客户零投诉做为福鞍重工的
努力方向。制造“零缺陷”铸件是福鞍重工的追求目标，近年
来取得了实质性进步。在重型燃机压缩机排汽缸体、透平缸体
、汽轮机外汽缸、内汽缸、超超临界阀体及轨道交通内燃机转
向架等高难度、高标准产品上，实现了高质量水平批量制造；
对水轮机的主要部件的制造，如上冠、下环、叶片、转轮体、
导叶、推力头等，已在多台套机组的铸件实现了“零缺陷”铸
件的制造。  



      孙乃众       13840097348 

福鞍重工主要产品 

重型燃机压缩机排汽缸体 

气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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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鞍重工主要产品 

高压阀壳 

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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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鞍重工主要产品 

                      转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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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钢件表面质量问题 

大型火电气缸、阀体铸钢件结构复杂，气缸法兰壁厚达
500mm，壁厚差较大，吨位大，浇注时间长，有些铸件壁

厚也较厚，凝固时间长，钢水与型砂热作用时间较长，因
此，很容易导致铸件表面粘砂。目前铸件的面砂使用碱酚
醛树脂铬铁矿砂，采用刚玉粉涂料。一些大型铸钢件的表
面质量不是很理想，需要大量的气刨和打磨，大大增加了
铸件的生产工期，造成产品的拖期，生产成本也相应的增
加很多。为了解决铸件表面质量问题，我们对涂料的质量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过浙江恩得路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抗粘砂涂料的试验
和应用，使超临界钢、大型 Cr Mo V 铸钢件的表面质量得
到了很大的提高。  



超临界Cr Mo V钢铸件使用刚玉涂料存在的铸件表
面质量问题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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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图问题---由于高温状态下涂层较大面积剥落或
位移和氧化结皮，造成的表面缺陷  
 
2、涂料层和金属氧化物发生化学反应形成非金属和

金属融合的固溶体粘敷在铸件表面，形成高硬度和
高韧性的难以打磨的表面层。  
 
3、橘皮现象严重，涂料层受金属液渗透浸蚀严重，
导致铸件表面不规则斑块和十分粗糙。 
  
4、高温状态下涂层耐冲刷性能较差，冲砂、夹杂、
气孔和微裂纹等缺陷较多。  
 
5、铸件后续处理电弧气刨、焊补、打磨和精整花费

大量人工和时间，拖延交货期，大幅度提高铸件生
产成本。 



这是使用刚玉
涂料的大型  
Cr Mo V 钢铸
件普遍存在的
一种铸件表面
缺陷：俗称地
图，经常大面
积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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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刚玉涂料合
金钢，不锈钢铸
件地图缺陷在冬
季更为严重，厚
度有时可达2-3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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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刚玉涂料，
在大型超低碳
超临界Cr MoV 
钢铸件上产生
的一种缺陷，
涂料层形成斑
块状固溶物粘
结在铸件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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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刚玉涂料产生
的斑块缺陷的严重
程度与铸件重量和
厚度有关，热容量
越大，越严重，也
与铬铁矿砂质量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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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刚玉涂料
出现的铸件表
面橘皮、粗糙
缺陷，是地图，
斑块和蠕变混
合起来的铸件
表面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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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刚玉涂料
增加了铸件后
续处理工作量，
加大加工余量，
延长交货工期 
，大幅增加了
生产成本。 

沈唯军  13314126677         孙乃众  13840097348 



使用刚玉涂料在大型
合金钢和不锈钢铸件
上，所有地图、斑块
固溶物、橘皮和粗糙
等表面质量缺陷，都
与涂料中刚玉材料的
性质密切相关。 
下面三个图示是右面
铸件整体表面的不同
部位的真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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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刚玉涂料，因为涂料层材料和钢水反应生成固溶体，高硬度高
韧性导致砂轮无法打磨，不得不采用电弧气刨，铸件表面要刨掉一
层，然后打磨、焊补，再精磨，后续处理周期长达3个多月，大大
增加了铸件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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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件大部分表面需要做电弧气刨，工艺上要放大加工余量，增加
了金属和能源消耗。去掉形成固溶体的涂层材料，才能进行探伤
检测。所以涂料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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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低碳超临界铸钢件表面缺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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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临界合金钢生产实践中，我们曾使用过锆英粉涂料，但因
粘砂比较严重最终而放弃使用，改为刚玉涂料，使用刚玉涂料
铸件表面粘砂现象减轻很多，落砂时感觉铸件表面质量不错，
但是热处理和抛丸以后，随之而来的是地图缺陷，表面粗糙，
涂层转移到铸件上形成新的固溶体难以打磨等一系列质量问题，
问题严重时不得不用电弧气刨，这不但大幅度增加生产成本，
也严重拖延了交货期，给工厂造成损失。  
我们先后采取了很多措施来解决这些难题，虽有一定改善但不
能根除。经过检测分析，固溶体斑块中含大量地Al, Si, Fe和少
量的Cr，还有很少的其他元素。硬度很高，所以用砂轮打磨非
常困难。当附着的固溶体比较厚的时候，只能通过电弧气刨去
除。分析造成这些缺陷的主要原因有： 
  
1、金属材质的因素  
2、涂料材料的因素  
3、工艺操作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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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属材料因素：  
超临界钢铸件化学成分复杂，含有多种碱性金属氧化物成分，故高
温状态下金属液对涂层的渗透和浸蚀比较严重，对涂层的抗渗透和
浸蚀性能要求比较高。 
  
2、涂料材料因素：  
刚玉涂料是一种优质耐火材料，优点耐火度高，是两性氧化物，高
温时呈弱碱性或中性。在中小型不锈钢和合金钢铸件上使用具有较
好的抗粘砂效果。刚玉的缺点是高温时不易烧结且稳定性较差，抗
热震性能和抗热疲劳性能较差，长时间高温容易开裂剥落。容易被
碱性金属氧化物和碱性渣渗透浸蚀。超低碳超临界合金钢铸件普遍
产生的地图、固溶体斑块，冲砂夹杂，粗糙等表面缺陷均与刚玉的
材料性能密切相关，生产实践证明在足够的耐火度的前提下，涂料
烧结性能比耐火度更为重要，地图现象就是刚玉涂料高温稳定性差
抗热震性能差所至。斑块状固溶体是涂层抗热疲劳性能较差，钢水
渗透并浸蚀涂层，涂层缓慢开裂，部分金属氧化物与刚玉润湿，发
生化学反应使涂层转移到铸件表面，形成高硬度高韧性的固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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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艺及操作因素  
铸件表面质量的好坏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主要有：  
（1）、铬铁矿砂的影响，  
大家知道铬铁矿砂具有良好的激冷功能和抗战粘砂性能，这是指质
量有保证的铸造用铬铁矿砂，铬铁矿砂中SiO2含量是一个重要的指
标，一般SiO2含量控制在小于1%以内，当铬铁矿砂中的SiO2含量
大于1.5%，其品质开始下降；当SiO2含量3-5%时，铬铁矿砂也会发
生粘砂现象，当铬铁矿砂中SiO2含量大于10%以上时，会生产大量
低熔点的铬铁橄榄石，导致表层铬铁矿砂熔融烧结。目前市场上很
多铬铁矿砂是把铸造级铬铁矿和冶金级细粉铬铁矿相混合，然后低
价销售给铸造厂，所以铬铁矿砂粘砂的现象就不奇怪了。 
（2）、型砂紧实度的影响 
实践证明型砂的紧实度对超临界合金钢的表面质量有很大的影响，
相同的涂料，紧实度高且均匀铸件表面质量好，反之表面缺陷明显
增多。 
（3）、涂层厚度的影响 
由于超临界合金钢化学成分复杂，对涂层渗透和浸蚀型强，所以保
持一定的涂层厚度和致密性十分重要。 
 



解决超临界合金钢铸件表面缺陷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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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涂料解决方案 
 
采用浙江恩得路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抗粘砂系列涂料中的合金
钢涂料，在此基础上强化涂料的: 
 （1）、烧结性能； 
 （2）、高温化学稳定性； 
 （3）、抗热疲劳性能； 
 （4）、抗金属氧化物渗透和浸蚀性能。 
 
2、工艺操作解决方案 
 
 （1）、制定严格的工艺路线； 
 （2）、面砂采用新铬铁矿砂，旧砂暂不回用，严格控制SiO2含
量； 
 （3）、严格控制型砂的紧实度； 
 （4）、控制涂料波美度，保证涂层厚度1-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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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超临界Cr Mo V合金钢铸件表面质量要求 
 

 
 

抗粘砂涂料具有的性能和特点： 

1、良好的烧结性能---高温状态不开裂和不与砂型
剥离； 
 
2、良好的高温化学稳定性：---长时间高温状态下
不与金属液润湿和反应； 
 
3、良好的抗热疲劳性能：---长时间高温状态下能
保持较高的强度； 
 
4、良好的抗金属液浸蚀性能：--避免涂层被浸蚀而
支离破碎，保持涂层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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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单位   刚玉涂料   抗粘砂涂料 

密度 g/cm3 2.0-2.1 1.6-1.71 

黏度(￠4mm) s 29.63-30.62 26.36-27.04 

波美度 °Be 100-110 100-110 

悬浮性（6h） % 95 98 

悬浮性 (24h) % 93 96 

固体含量 % 73-75 65-67 

点燃后强度 好 好 

发气量 ml/g <  20 <  20 

      抗粘砂涂料和刚玉涂料各项指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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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粘砂涂料剥离的涂层 

抗粘砂涂料涂层100倍显微照片 刚玉涂料涂层上明显的龟裂和被浸湿
的痕迹，黑色的是铬铁矿砂 



图中是使用抗粘砂涂料生产的32吨超低碳超临界高压缸铸件，没有地
图和斑块粗糙等缺陷，铸件表面光洁，简单修整即可，不需要做电弧
气刨和精细打磨，基本保持了原始铸造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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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粘砂涂料生产应用案例 



 
  

 

这是使用抗粘砂涂料生产的50多吨重的超低碳超临界的高压缸铸件，
不需要电弧气刨，铸件整体表面光洁，基本没有地图，斑块和粗糙
等表面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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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粘砂涂料生产应用案例 



 
  

 

这是使用抗粘砂涂料生产的50多吨超低碳超临界高压缸铸件，工人
在做表面氧化层厚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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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使用刚
玉涂料和抗
粘砂涂料相
同部位表面
质量状况的
对比 

刚玉涂料铸件表面 

抗粘砂涂料铸件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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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大部位铸件
表面质量对比 
 
厚度：440mm 

刚玉涂料表面 

抗粘砂涂料表面 

       孙乃众      13840097348 



整体铸件表面
对比： 
刚玉涂料铸件
重：12吨； 
抗粘砂涂料铸
件重：52吨 

刚玉涂料表面 

抗粘砂涂料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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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玉涂料在高压缸厚大部位的铸件表面 

抗粘砂涂料在高压缸厚大部位的铸件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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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超临界合金钢的技术要求特点，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我们对
涂料性能进行不断改进，先后选用三种型号的抗粘砂涂料  
 
NDL—D17A：合金钢涂料  
NDL—D17B：强化高温稳定性的合金钢涂料  
NDL—D17C：强化高温稳定性和抗浸蚀能力的合金钢涂料  
 
通过试验和生产验证,三种涂料综合性能均比刚玉涂料有明
显改善，地图缺陷，斑块固溶物现象和表面粗糙现象明显
减轻或基本消失，金属表面氧化层厚度明显减薄。其中
D17C型号涂料综合性能最佳。生产出的大型超临界合金钢
铸件，很少部分需电弧气刨，铸件表面光洁，除少部分切
割部位需要焊补精磨外，可以大部分保持原始铸造表面，
提高了铸件整体表面质量，大幅度减少了清理打磨工作量
，减少铸件加工余量，节能减耗，缩短交货期, 
降低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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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经过半年多的试验和生产应用证明： 
 
  1、抗粘砂涂料抗粘砂性能优越、效果明显，减少和
基本消除 Cr Mo V合金钢铸件经常出现的地图、斑块固
溶体和表面粗糙等缺陷； 
  
  2、抗粘砂涂料烧结性能和剥离性良好，表面光洁平
整；  
 
  3、抗粘砂涂料的使用量比刚玉涂料节省10%-15% 
 
  4、抗粘砂涂料提高清理打磨工作效率1-2倍以上； 
  
  5、抗粘砂涂料绿色环保性价比明显优于刚玉涂料； 
  
  6、抗粘砂涂料在超临界Cr Mo V合金钢铸件上抗粘砂
效果明显优于锆粉涂料和刚玉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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