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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提高挤压铸造活塞铸件质

量的方法和装置，属铸造技术领域。本发明是基

于当料柄与铸件连接处与铸件外表面呈扩张角

时，可使得金属熔液在充型过程中形态更平稳，

防止紊流；料柄颈口缩短，延缓凝固过程中活塞

内补缩通道切断，扩张口内金属熔液可用于补

缩，缩松缩孔几率下降；对活塞模温预热、充型温

度要求下降，并使活塞顶部熔池位置下移，方便

切削加工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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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挤压铸造活塞铸件质量的装置，包括动模、动模仁、定模、定模仁、上压头、

模脚、推杆座板、推杆固定板、推杆、复位杆、导柱导套、夹具、螺栓、垫板、挤压油缸、挤压料

筒和冲头；该装置由所述的动模仁、定模仁、上压头形成的活塞型腔包括：料柄、铸件型腔、

集渣包、排气道，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料柄与铸件型腔连接浇口为扩张型浇口，呈120°-150°

角扩张；所述的上压头由金属压头和冷却水管构成，冷却水管从金属压头内部呈U形通过，U

形底面与金属压头外表面最短距离为10mm，挤压铸造活塞过程中冷却水管持续通水，通水

量需保证排出水温不高于60℃；所述动模仁、定模仁和上压头形成的活塞型腔是指相对型

腔内受挤压合金本体为封闭状态，而挤压铸造活塞过程中活塞型腔内气体、表层氧化膜通

过集渣包、排气道与外界连通；形成封闭的充型空间及挤压铸造活塞的步骤如下：动模与定

模预热至200℃-350℃，以活塞成品尺寸预合型，设定上压头挤压间隙除预留合金凝固收

缩、挤压压射变形所需的体积压缩量外，还有挤压时排出合金熔体表层氧化膜的量，冷却水

管从金属压头内部通过并持续通水；利用输料系统将合金熔体引入挤压料筒；冲头立式压

射将合金熔体压入活塞型腔，充型完成后保压；上压头下行挤压活塞内腔后保压，合金熔体

在上压头和冲头压力下结晶凝固成型。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挤压铸造活塞铸件质量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提

高挤压铸造活塞铸件质量的装置各个部分之间以及与卧式挤压铸造机之间的连接关系如

下：将所述挤压铸造活塞模具装置安装在卧式挤压铸造机上，即将定模仁、定模、垫板通过

导柱导套和夹具依次与卧式挤压铸造机的定模板固定连接；将挤压油缸、上压头、动模仁、

动模、模脚通过导柱导套、螺栓、夹具依次与卧式挤压铸造机的动模板固定连接；将推杆、推

杆座板、推杆固定板通过螺栓依次与卧式挤压铸造机的动模板连接；然后检查和调整垫板

和定模板的固定夹具、模脚和动模板的固定夹具，使所述的模具与卧式挤压铸造机连接牢

固可靠；由卧式挤压铸造机控制柜操作动模板向定模板方向移动合模，设定锁模，检查动模

与定模的密合情况，检查上压头与动模、定模的配合情况。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挤压铸造活塞铸件质量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冲头

上行实施立式压射的方法是：由卧式挤压铸造机控制输料系统，将650℃-700℃定量的铝合

金熔液或铝基复合材料熔液引入挤压料筒，挤压料筒无级调速后正对于模具分型面下方；

压射系统由两活塞杆悬挂在定模上，将压射力直接作用在模具上，由所述的冲头上行进行

立式压射，压射完成后保压。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挤压铸造活塞铸件质量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压

头下行实施直接挤压的方法是：由卧式挤压铸造机控制，铸件充型完成后液压缸立即带动

上压头挤压，由卧式挤压铸造机控制柜精确控制上压头下行时间及位移量，所述上压头下

压至指定位置后保压，控制上压头保压压力小于冲头保压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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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挤压铸造活塞铸件质量的方法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提高挤压铸造活塞铸件质量的方法和装置，属铸造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挤压铸造是将一定量的液态金属直接浇入敞口金属模具，随后合模，实现金属液

充填流动，并在机械静压力作用下发生高压凝固和塑性变形，具有细化晶粒、加快凝固速度

和使组织均匀化的作用，从而获得力学性能高于其它普通铸件的毛坯或零件的成形制造技

术。根据挤压铸造时合金液的流动状况及挤压铸造力的形式，挤压铸造可以分为直接挤压

铸造和间接挤压铸造两种基本形式。

[0003] 目前，国内外挤压铸造活塞一般是采用单一直接式挤压铸造、间接式挤压铸造或

在单一式挤压铸造的同时辅助局部增压，但直接挤压铸造时金属液与空气大面积直接接

触、表层氧化膜无法有效排出，间接挤压铸造加压效果较差、模温要求高、最后凝固位置位

于活塞厚壁处中部，局部增压压力不能很好作用于整个活塞，使得活塞力学性能不均。因

此，如何整体提高挤压铸造活塞质量，减少废品率，是本案值得探讨的课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提高挤压铸造活塞铸件质

量的方法。

[0005] 所述的提高挤压铸造活塞铸件质量的方法，是基于直接挤压铸造可以使压力有效

传递于整个活塞铸件，使金属熔液中的树枝晶破碎，进入未凝固的熔液中充当新的形核基

体，细化晶粒，同时利用挤压压力使活塞薄壁处氧化皮受压通过集渣包排出；是基于间接挤

压铸造可减少金属熔液与空气大面积接触氧化、吸气等不利因素，充型时多余熔液可留在

料柄内，在高压下有助于铸件凝固补缩；结合直接挤压铸造与间接挤压铸造的优势，活塞在

高压作用下充型凝固，提高了开始结晶温度和固相线温度，使金属熔液获得较大的过冷度，

同时也使金属熔液与模具壁紧密接触，增加了热交换，从而增大冷却速度。

[0006] 所述的提高挤压铸造活塞铸件质量的方法，是基于当料柄与铸件连接处与铸件外

表面呈扩张角时，可使得金属熔液在充型过程中形态更平稳，防止紊流；料柄颈口缩短，延

缓凝固过程中活塞内补缩通道切断，扩张口内金属熔液可用于补缩，缩松缩孔几率下降；对

活塞模温预热、充型温度要求下降，并使活塞顶部熔池位置下移，方便切削加工去除。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如下装置来实现：

[0008] 一种挤压铸造活塞模具装置，包括动模、动模仁、定模、定模仁、上压头、模脚、推杆

座板、推杆固定板、推杆、复位杆、导柱导套、夹具、螺栓、垫板、挤压油缸、挤压料筒和冲头；

该装置由所述的动模仁、定模仁、上压头形成的活塞型腔包括：料柄、铸件型腔、集渣包、排

气道，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料柄与铸件型腔连接浇口为扩张型浇口，呈120°-150°角扩张；所

述的上压头由金属压头和冷却水管构成，冷却水管从金属压头内部呈U形通过，U形底面与

金属压头外表面最短距离为10mm，挤压铸造活塞过程中冷却水管持续通水，通水量需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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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出水温不高于60℃。

[0009] 所述动模仁、定模仁和上压头形成的活塞型腔是指相对型腔内受挤压合金本体为

封闭状态，而挤压铸造活塞过程中活塞型腔内气体、表层氧化膜等通过集渣包、排气槽与外

界连通；所述形成封闭的充型空间及挤压铸造活塞的步骤如下：动模与定模预热至200℃-

350℃，以活塞成品尺寸预合型，设定上压头挤压间隙除预留合金凝固收缩、挤压压射变形

所需的体积压缩量外，还有挤压时排出合金熔体表层氧化膜的量，冷却水管从金属压头内

部通过并持续通水；利用输料系统将合金熔体引入挤压料筒；冲头立式压射将合金熔体压

入活塞型腔，充型完成后保压；上压头下行挤压活塞内腔后保压，合金熔体在上压头和冲头

压力下结晶凝固成型。

[0010] 所述的挤压铸造活塞模具装置各个部分之间以及与卧式挤压铸造机之间的连接

关系如下：将所述挤压铸造活塞模具装置安装在卧式挤压铸造机上，即将定模仁、定模、垫

板通过导柱导套和夹具依次与卧式挤压铸造机的定模板固定连接；将挤压油缸、上压头、动

模仁、动模、模脚通过导柱导套、螺栓、夹具依次与卧式挤压铸造机的动模板固定连接；将推

杆、推杆座板、推杆固定板通过螺栓依次与卧式挤压铸造机的动模板连接；然后检查和调整

垫板和定模板的固定夹具、模脚和动模板的固定夹具，使所述的模具与卧式挤压铸造机连

接牢固可靠；由卧式挤压铸造机控制柜操作动模板向定模板方向移动合模，设定锁模，检查

动模与定模的密合情况，检查上压头与动模、定模的配合情况。

[0011] 所述冲头上行实施立式压射的方法是：由卧式挤压铸造机控制输料系统，将650

℃-700℃定量的铝合金熔液或铝基复合材料熔液引入挤压料筒，挤压料筒无级调速后正对

于模具分型面下方；压射系统由两活塞杆悬挂在定模上，将压射力直接作用在模具上，由所

述的冲头上行进行立式压射，压射完成后保压。

[0012] 所述上压头下行实施直接挤压的方法是：由卧式挤压铸造机控制，铸件充型完成

后液压缸立即带动上压头挤压，由卧式挤压铸造机控制柜精确控制上压头下行时间及位移

量，所述上压头下压至指定位置后保压，控制上压头保压压力小于冲头保压压力。

[0013] 本发明与现行挤压铸造方法相比具有如下突出的优点：

[0014] 1、所述的挤压间隙保证活塞顶部补缩和裙部增厚避免缺料；

[0015] 2、排气、集渣能力大幅度提升，氧化皮、氧化夹杂集中于排渣包、活塞料柄内；

[0016] 3、冷却水管与扩张口配合，将活塞顶部最后凝固熔池控制于扩张口内，可切削加

工去除；

[0017] 4、活塞金属熔液所需模温预热温度、浇注温度下降；

[0018] 5、活塞铸件高压下成型优良，组织致密；

[0019] 6、所述模具装置可利用现有的挤压铸造模具改进，也可制作新模具，制作新模具

时可减小10-15％料柄厚度。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计算机数值模拟用挤压铸造活塞模具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活塞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的模具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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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4为本发明ProCAST铸造模拟软件结果对比图。

[0025] 图5为ProCAST模拟本发明活塞铸件最终凝固位置图。

[0026] 图6为ProCAST模拟常规活塞铸件Niyama判据判定最终缺陷位置图。

[0027] 图7为ProCAST模拟本发明活塞铸件Niyama判据判定最终缺陷位置图。

[0028] 附图中：1、定模仁；2、定模；3、金属压头；4、冷却水管；5、动模仁；6、动模；7、活塞；

8、合金熔体；9、挤压料筒；10、冲头；11、排气道；12、集渣包；13、扩张型内浇口；14、料柄；15、

垫板；16、定模板；17、动模板；18、推杆座板；19、推杆固定板；20、模脚。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通过如下实施例及其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

限于此。

[0030] 实施例一：挤压铸造活塞模具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对所述的挤压模具装置利用

三维软件UG建模，通过数值模拟软件ProCAST的测定，如图4所示。

[0031] 目前常规的间接挤压浇注活塞模具，未通冷却水和采用扩张浇口，在模温300℃、

挤压料筒400℃、Zl109充型温度680℃、充型速度32.5mm/s时，活塞铸件顶部为最终凝固位

置，缩松缩孔集中于铸件顶部中心位置，无法通过机加工切削去除。

[0032] 本实施例验证在通冷却水的情况下，采用120°扩张型浇口，在模温300℃、挤压料

筒400℃、Zl109充型温度680℃、充型速度32.5mm/s时，Niyama判据显示活塞铸件缩松缩孔

倾向低，并集中于内浇口扩张处，可通过机加工去除，活塞受双向挤压成形优良。

[0033] 用与实施例一相似的方法，将扩张型浇口分别改为135°、150°时结果类似，最终获

得成型优良的活塞铸件。活塞结构示意图如图2。

[0034] 实施例二：本实施例采用的卧式挤压铸造机为苏州三基SCH180挤压铸造机，锁模

力1800KN，输料系统采用人工称重Zl109融化升至700℃后定量浇入挤压料筒9。

[0035] 实现本实施例的模具结构示意图如图3所示。

[0036] 1、设计模具后，本实施例利用现有的挤压铸造模具改进；该模具定模仁1、动模仁5

采用H13，定模2、动模6采用45号钢材；

[0037] 2、本实施例利用所述的现有挤压铸造模具时，将所述模具的模仁内浇口13切削加

工为120°扩张型浇口；

[0038] 3、安装挤压铸造模具：把制出的挤压铸造模具按图3所示安装于所述SCH180卧式

挤压铸造机上；

[0039] 4、立式浇注、挤压并保压：在SCH180卧式挤压铸造机控制柜控制下，对操作程序进

行程序检查，使运行过程无误，喷涂水剂石墨涂料，预热模具至250℃，预热挤压料筒9至400

℃，设定冲头10上行充型速度为32.5mm/s，保压压力100MPa，在铸件充型完成后液压缸立即

带动上压头3挤压活塞7，挤压压力90MPa，到固定位置后上压头3和冲头10一起保压40s，留

模时间5s；

[0040] 5、脱模成型：挤压料筒9、冲头10下行，动模6随动模板17平移开模，上压头3由液压

缸控制上行，活塞7由推杆推出，空冷成型，机加工切削除去排气道、集渣包、扩张型内浇口、

料柄，检测合格，即为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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