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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主要应用于发动机技术领域，特别涉

及一种船用柴油机气缸盖铸件的一箱两件铸造

工艺，其特征在于采取以下步骤：①确定浇注系

统为中注，铸件外模砂型的分型面为水平分型

面；②确定左右两件气缸盖砂型布置方式为中心

对称；③在气缸盖下半外模砂型相邻的侧面上做

了定位销和定位孔；④下芯组合好以后，将左右

两件气缸盖的砂型依次放入一个砂箱里；⑤将砂

箱与外模砂型之间的空隙用废砂填充；⑥浇注时

保持浇口杯充满状态直至浇注结束。上半外模砂

型不再设置溢流出气冒口，增大了静压力头的尺

寸，既有利于铸件的液态补缩。确定左右两件气

缸盖砂型布置方式为中心对称，并确定出对称中

心，确定了左右两件气缸盖砂型通过定位销孔进

行组合的定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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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船用柴油机气缸盖铸件的一箱两件铸造工艺，其特征在于采取以下步骤：

①确定浇注系统为中注，铸件外模砂型的分型面为水平分型面；

②确定左右两件气缸盖砂型布置方式为中心对称，并确定出对称中心为两气缸盖铸件

中心连线的中心点，将左气缸盖砂型围绕对称中心旋转180°即为右气缸盖砂型位置，两个

气缸盖砂型通过定位销、定位孔组合在一起后，相邻的侧面上形成直浇道和横浇道；

③确定了左右两件气缸盖砂型在砂箱内的定位方式，在气缸盖下半外模砂型相邻的侧

面上设计了定位销和定位孔，定位孔和定位销配合使用；

④确定了浇注系统的形成方式，在气缸盖上半外模砂型上设计了浇注系统，包括直浇

道、横浇道、内浇道；

⑤下芯组合好以后，将左右两件气缸盖的砂型依次放入一个砂箱里，两件砂型之间通

过定位销、定位孔的定位装置进行定位，并将两件砂型进行紧固；

⑥将气缸盖外模砂型与砂型之间的空隙用废砂填充，转移至待浇注区域，等待浇注；

⑦铸件浇注，浇注时保持浇口杯充满状态直至浇注结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船用柴油机气缸盖铸件的一箱两件铸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步

骤①中确定外模砂型的基本厚度控制在15mm，并辅以加强筋保证砂型强度，上下外模砂型

的接触面设置相配合的错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船用柴油机气缸盖铸件的一箱两件铸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步

骤②中气缸盖铸件中心与外模砂型中心偏心25mm-3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船用柴油机气缸盖铸件的一箱两件铸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步

骤④中确定浇注系统的静压力头高度对应铸件顶面到浇口杯上顶面的距离，在单件气缸盖

上半外模砂型上，直浇道和横浇道都是外露的，左右两件气缸盖外模砂型组合后形成完整

的浇注系统。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船用柴油机气缸盖铸件的一箱两件铸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步

骤⑤中砂箱为用钢板焊制的简易砂箱，砂箱的侧面和顶面有紧固装置，利用紧固装置将砂

型进行紧固。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船用柴油机气缸盖铸件的一箱两件铸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步

骤⑥中废砂依次用废覆膜砂砂块和散废砂填满。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船用柴油机气缸盖铸件的一箱两件铸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步

骤⑦中根据铸件基本壁厚设计浇注温度气缸盖壁厚在6mm-8mm，确定浇注温度为1350-1380

℃。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船用柴油机气缸盖铸件的一箱两件铸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步

骤⑦中控制每箱缸盖的浇注时间40秒，加上准备时间共1分钟，控制每包铁水浇注箱数为6

箱，总浇注时间控制在蠕化处理成功之后的8分钟之内，在铁水包内铁水液面上覆盖一层保

温岩棉。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船用柴油机气缸盖铸件的一箱两件铸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步

骤⑤中砂箱的侧面和顶面的紧固装置分别为侧紧固装置和上紧固装置，上紧固装置包括上

固定板，上固定板设置在砂箱顶部，上固定板与砂箱对应设置固定耳，侧紧固装置包括位于

砂箱内部的侧紧固板，其中一侧紧固板与砂箱之间设置顶紧组件。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船用柴油机气缸盖铸件的一箱两件铸造工艺，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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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耳上均设置外侧开口的安装孔，上固定板和砂箱之间的固定耳之间通过螺栓紧固，侧

紧固板布置在砂箱的左右两侧，顶紧组件包括顶紧螺杆和顶紧螺母，顶紧螺母固定在砂箱

外侧，顶紧螺杆贯穿顶紧螺母和砂箱，侧紧固板外侧对应顶紧螺杆设置定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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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柴油机气缸盖铸件的一箱两件铸造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船用柴油机气缸盖铸件的一箱两件铸造工艺，主要应用于发动机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船用柴油机气缸盖铸造毛坯，基本为球墨铸铁和蠕墨铸铁材质，为防止铸件

内部缩松，生产中大多采用砂型强度较高的树脂砂或覆膜砂造型工艺。树脂砂造型难以实

现机械化，比较适合于大尺寸小批量的气缸盖。覆膜砂造型机械化程度高，比较适合于大批

量小尺寸的气缸盖。但覆膜砂造型应用于气缸盖铸件一般只是制作部分砂芯，应用于全部

砂芯和外模砂型时，仍需外套树脂砂型或粘土砂型，即将全部砂芯下到覆膜砂制作的外模

砂型后，再整体下到一个树脂砂或粘土砂的砂型里，以保证足够的砂型强度，抵抗球墨铸铁

或蠕墨铸铁材质铁水产生的凝固膨胀，获得内部组织致密的铸件。这个外套的树脂砂或粘

土砂砂型仍需制作模具和专用砂箱，前期模具、工装费用投入较大，后期生产中也会产生砂

型成本。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保证气缸盖铸件外表和内部气道、水套

等腔道的表面光洁度，节省砂型成本，能防止因冷却速度过快导致铸件出现缩松或硬度超

标等问题的船用柴油机气缸盖铸件的一箱两件铸造工艺。

[0004] 本发明所述的船用柴油机气缸盖铸件的一箱两件铸造工艺，其特征在于采取以下

步骤：

[0005] ①确定浇注系统为中注，铸件外模砂型的分型面为水平分型面；

[0006] ②确定左右两件气缸盖砂型布置方式为中心对称，并确定出对称中心为两气缸盖

铸件中心连线的中心点，将左气缸盖砂型围绕对称中心旋转180°即为右气缸盖砂型位置，

两个气缸盖砂型通过定位销、定位孔组合在一起后，相邻的侧面上形成直浇道和横浇道；

[0007] ③确定了左右两件气缸盖砂型在砂箱内的定位方式，在气缸盖下半外模砂型相邻

的侧面上设计了定位销和定位孔，定位孔和定位销配合使用；

[0008] ④确定了浇注系统的形成方式，在气缸盖上半外模砂型上设计了浇注系统，包括

直浇道、横浇道、内浇道；

[0009] ⑤下芯组合好以后，将左右两件气缸盖的砂型依次放入一个砂箱里，两件砂型之

间通过定位销、定位孔的定位装置进行定位，并将两件砂型进行紧固；

[0010] ⑥将气缸盖外模砂型与砂型之间的空隙用废砂填充，转移至待浇注区域，等待浇

注；

[0011] ⑦铸件浇注，浇注时保持浇口杯充满状态直至浇注结束。

[0012] ⑧控制每箱缸盖的浇注时间，控制每包铁水浇注箱数，控制总浇注时间。控制每箱

缸盖的浇注时间40秒，加上准备时间共1分钟，控制每包铁水浇注箱数为6箱，总浇注时间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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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蠕化处理成功之后的8分钟之内，在铁水包内铁水液面上覆盖一层保温岩棉。

[0013] 步骤①中确定外模砂型的基本厚度控制在15mm，并辅以加强筋保证砂型强度，上

下外模砂型的接触面设置相配合的错台。设计高度10mm的错台，既能起到定位的作用，又能

防止浇注时铁水钻出造成分型面跑火。

[0014] 步骤②中气缸盖铸件中心与外模砂型中心偏心28mm。

[0015] 步骤④中确定浇注系统的有效静压力头高度对应铸件顶面到浇口杯上顶面的距

离，而非砂型顶面到浇口杯顶面的距离。在单件气缸盖上半外模砂型上，直浇道和横浇道都

是外露的，左右两件气缸盖外模砂型组合后形成完整的浇注系统。

[0016] 步骤⑤中砂箱为用钢板焊制的简易砂箱，砂箱的侧面和顶面有紧固装置，利用紧

固装置将砂型进行紧固。

[0017] 步骤⑥中废砂依次用废覆膜砂砂块和散废砂填满。

[0018] 步骤⑦中根据铸件基本壁厚设计浇注温度气缸盖壁厚在6mm-8mm，确定浇注温度

为1350-1380℃。

[0019] 步骤⑦中控制每箱缸盖的浇注时间40秒，加上准备时间共1分钟，控制每包铁水浇

注箱数为6箱，总浇注时间控制在蠕化处理成功之后的8分钟之内，在铁水包内铁水液面上

覆盖一层保温岩棉。

[0020] 步骤⑤中砂箱的侧面和顶面的紧固装置分别为侧紧固装置和上紧固装置，上紧固

装置包括上固定板，上固定板设置在砂箱顶部，上固定板与砂箱对应设置固定耳，侧紧固装

置包括位于砂箱内部的侧紧固板，其中一侧紧固板与砂箱之间设置顶紧组件。固定耳上均

设置外侧开口的安装孔，上固定板和砂箱之间的固定耳之间通过螺栓紧固，侧紧固板布置

在砂箱的左右两侧，顶紧组件包括顶紧螺杆和顶紧螺母，顶紧螺母固定在砂箱外侧，顶紧螺

杆贯穿顶紧螺母和砂箱，侧紧固板外侧对应顶紧螺杆设置定位套。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2] 本发明的铸造工艺设计中合理设计了外模砂型的分型面，包括砂型的基本厚度，

加强筋布置等。上半外模砂型的侧面设计出直浇道、横浇道，下半外模砂型的侧面设计出定

位销、定位销孔。根据覆膜砂透气性能良好的特点，上半外模砂型不再设置溢流出气冒口，

增大了静压力头的尺寸，既有利于铸件的液态补缩，又减少了覆膜砂用量节省了成本。确定

左右两件气缸盖砂型布置方式为中心对称，并确定出对称中心，确定了左右两件气缸盖砂

型通过定位销孔进行组合的定位方式。合理设计了砂箱，包括砂箱侧面和上面的随形紧固

装置，既能保证浇注和凝固过程安全可靠，又兼顾操作简便。合理设计浇注温度，根据蠕墨

铸铁的特点制定了每包铁水浇注的数量。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铸件外模砂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定位销孔和浇道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图2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是静压力头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是砂箱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6是图5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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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图7是错台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1、浇口杯；2、直浇道；3、上半外模砂型；4、下半外模砂型；5、定位销；6、横浇

道；7、内浇道；8、定位孔；9、上固定板；10、固定耳；11、螺栓；12、侧紧固板；13、顶紧螺杆；14、

顶紧螺母；15、定位套；16、砂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32] 如图1～图7所示，本发明所述的船用柴油机气缸盖铸件的一箱两件铸造工艺，其

特征在于采取以下步骤：

[0033] ①设计铸造工艺，根据气缸盖铸件结构，确定浇注系统为中注，合理设计了铸件外

模砂型的分型面，见附图1和附图2。为减少覆膜砂用量降低生产成本，确定外模砂型的基本

厚度控制在15mm，并辅以加强筋保证砂型强度。

[0034] ②确定左右两件气缸盖砂型布置方式为中心对称，并确定出对称中心为两气缸盖

铸件中心连线的中心点，与外模砂型中心偏心约28mm，见附图1和附图3中的图示A。将左气

缸盖砂型围绕对称中心旋转180°即为右气缸盖砂型位置，两个气缸盖砂型通过定位销5、定

位孔8组合在一起后，相邻的侧面上形成直浇道2和横浇道6。

[0035] ③为保证一箱两件气缸盖的操作简便且能使左右两件气缸盖砂型做到通用，在气

缸盖下半外模砂型4相邻的侧面上做出了定位销5和定位孔8，并设计成一个定位销5加一个

定位孔8的形式。在上半外模砂型3上做出了浇注系统，包括直浇道2、横浇道6、内浇道7。定

位销5、定位孔8和浇道具体设计形式见附图2和图3。

[0036] ④下芯组合好以后，将左右两件气缸盖的砂型依次放入一个用钢板焊制的简易砂

箱16里，两件砂型之间通过前述定位销5、定位孔8的定位装置进行定位。定位完成后，用砂

箱16的侧面和顶面紧固装置将两件砂型进行紧固，砂箱16及紧固装置示意图见附图5和图

6。

[0037] ⑤将砂箱16与外模砂型之间的空隙依次用废覆膜砂砂块和散废砂填满，转移至待

浇注区域，等待浇注。

[0038] ⑥为节省覆膜砂用量，并保证静压力头大小，在上半外模砂型3上不再设置溢流冒

口。浇注时保持浇口杯内铁水液面在浇口杯1顶面处，即保持浇口杯1充满状态直至浇注结

束。确定浇注系统的静压力头近似于铸件顶面到浇口杯1顶面距离，而非砂型顶面到浇口杯

1顶面。具体设计形式见附图4，静压力头高度尺寸见图示B。

[0039] ⑦根据铸件基本壁厚设计合理的浇注温度，本气缸盖基本壁厚在6-8mm，确定浇注

温度为1350-1380℃，温度过高容易引起缩松，过低容易引起浇不足和冷隔缺陷。

[0040] ⑧设计每箱缸盖的浇注时间约40秒，加上准备时间共约1分钟，为保证蠕化效果防

止蠕化衰退、孕育衰退，控制每包铁水浇注箱数为6箱，总浇注时间控制在蠕化处理成功之

后的8分钟之内，既能保证首、末箱气缸盖的浇注温度，又能保证蠕化和孕育效果。为防止浇

注过程中铁水降温过快，在铁水包内铁水液面上覆盖一层保温岩棉，可以较好地起到保温

聚渣的作用。

[0041] 步骤⑤中砂箱16的侧面和顶面的紧固装置分别为侧紧固装置和上紧固装置，上紧

固装置包括上固定板9，上固定板9设置在砂箱16顶部，上固定板9与砂箱16对应设置固定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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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侧紧固装置包括位于砂箱16内部的侧紧固板12，其中一侧紧固板12与砂箱16之间设置

顶紧组件。固定耳10上均设置外侧开口的安装孔，上固定板9和砂箱16之间的固定耳10之间

通过螺栓11紧固，侧紧固板12布置在砂箱16的左右两侧，顶紧组件包括顶紧螺杆13和顶紧

螺母14，顶紧螺母14固定在砂箱16外侧，顶紧螺杆13贯穿顶紧螺母14和砂箱16，侧紧固板12

外侧对应顶紧螺杆13设置定位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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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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