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217857.3

(22)申请日 2018.10.18

(71)申请人 四川省犍为恒益铝业有限公司

地址 614400 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玉津镇

联合村十三组

(72)发明人 唐顺清　黄志伟　宋权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乾睿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51273

代理人 陈伊苒

(51)Int.Cl.

B22D 18/04(2006.01)

C22C 21/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模具及铸造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模具

及铸造工艺，涉及铝合金铸造技术领域，以解决

现有变速箱箱体铸造过程中由于壁厚差异大而

导致过渡处容易缩松，甚至缩裂的问题。铸造模

具包括上模、下模以及由上模和下模配合构成的

铸件型腔，上模的内侧设有与变速箱箱体外形相

匹配的静镶件，浇道进水口开设在下模上；采用

低压铸造工艺，工艺步骤包括：配料-合金熔炼-

合金溶液转入低压铸机-准备模具-压铸-开模取

件等。通过实施本技术方案，可充分改善铸件型

腔内铝合金溶液的流动性，避免由于变速箱箱体

壁厚差异大而在过渡处容易缩松及缩裂的问题，

产品合格率达到95.9％以上，并可显著提高铸件

产品的加工精度，减少铸件后续粗加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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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模具，包括上模、下模以及由上模和下模配合构成的铸件型

腔，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模上端通过垫块安装有上模连接板，上模连接板与上模之间设有顶

出机构，且所述上模的内侧设有与变速箱箱体外形相匹配的静镶件，所述下模底部安装有

模具底板，所述模具底板与下模开设有与铸件型腔连通的浇道进水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顶出机构包括

顶针固定板以及均匀安装在顶针固定板底部的多个顶针，所述上模内设有与多个所述顶针

相对应的多个顶针通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模具，其特征在于：多个所述顶针通孔

的直径均为11～13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模上均匀设

有多条排气通道，多条所述排气通道的直径为5mm。

5.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工艺，其特征在于：该变速箱体按重量百分比计由以下组分

组成的铝合金制成：Si：6.5～7.5％，Mg：0.3～0.4％，Ti：0.1～0.2％，Cu：2.1～3.5％，Mn：

0.2～0.5％，Fe≤0.75％，Ni≤0.35％，Zn≤0.1％，Pb≤0.2％，Sn≤0.1％，Cr≤0.2％，余量

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质，所述铸造工艺包括以下工艺步骤：

步骤(a)：配料，按照上述组分配料，选择相应的单质原料与Al进行配料；

步骤(b)：合金熔炼，对化铝炉进行烘炉，将步骤(a)中配好的金属合金投入至化铝炉内

熔炼，熔炼温度为780～790℃，并进行精炼、脱氧、扒渣工序，炼制合金溶液；

步骤(c)：改造模具，将现有重力铸造模具改造成低压铸造模具，包括以下步骤：步骤

(1)：铣掉重力金属型模具的浇口杯、直浇道，填横浇道，补焊内浇口浇铸系统；步骤(2)：填

暗冒口、固定冷铁；步骤(3)：加强筋增加排气塞、将产品四周顶针孔加大到14mm；步骤(4)：

下模开设与铸件型腔连通的浇道进水口；步骤(5)：根据低压铸机的连接尺寸制作模具底

板、上模连接板；所述低压铸造模具包括上模、下模以及由上模和下模配合构成的铸件型

腔，所述上模上端通过垫块安装有上模连接板，上模连接板与上模之间设有顶出机构，且所

述上模的内侧设有与变速箱箱体外形相匹配的静镶件，所述下模底部安装有模具底板，所

述模具底板与下模开设有与铸件型腔连通的浇道进水口；

准备模具，低压铸造模具装配调试好后，将模具预热至250～270℃，并在铸件型腔内均

匀喷涂脱模剂；

步骤(e)：将步骤(b)中化铝炉内炼制好的合金溶液转入低压铸机的保温炉内，再通入

99.999％的高纯度氮气做净化合金溶液处理，净化合金溶液时间为15～20min；

步骤(f)：压铸，采用低压铸造的方式压铸变速箱箱体，压铸过程包括升液充型、保压结

晶、泄压冷却的过程；

步骤(g)：待步骤(f)中箱体铸件凝固冷却后打开模具，取得车用尾气处理箱体铸件。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e)中净化后

的合金溶液保持温度为680～700℃准备压铸。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f)压铸工艺

参数为：升液压力为160～180Mpa，升液时间为15～17s，并以此压力保持2～3s后进入增压

阶段；增压阶段压力达到780～800Mpa ,增压时间10～12s；然后以2～3s冲压到950～

980Mpa，并以1100～1120Mpa保压，保压时间为300～320s，随后缓慢释压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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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e)中转入低

压铸机保温炉内的合金溶液重量为450Kg。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在铸件

型腔内喷涂脱模剂的方式为：喷枪咀距离模具壳体表面距离为230～250mm进行喷涂。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脱模剂

喷涂厚度为26～32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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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模具及铸造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变速箱铸造技术领域，更具体的是涉及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模具及

铸造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变速箱箱体是行车的基础零件之一，它将变速箱中的轴和齿轮等零件联接为一个

整体，在整个变速器总成中起支持和连接的作用，使这些零件和机构保持正确的相对位置，

以便其上的各个机构和零件能正确、协调的工作，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变速箱体质量

的优劣将直接影响到轴和齿轮等位零件位置的准确性，进而影响行车变速器的使用性能和

寿命。

[0003] 公告号为CN204194723U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变速箱壳体的箱体模具，包括动半

模和静半模，所述动半模中间设置动阳模，上端面设置用于箱体轴承室腔的型芯和抽芯机

构，所述动阳模上设置用于箱体内腔的动镶件，上端面设置浇道进口，所述动镶件上设置顶

杆，所述静半模上设置用于箱体外形的静镶件，上端面偏后位置设置正对浇道进口的浇道。

该技术方案采用动镶件和静镶件以及型芯，实现零件的内腔和外形一次成型铸造，减少加

工部位，降低生产成本。

[0004] 上述技术方案，浇道进口设置在模具的上端面，铝合金溶液由重力作用进入型腔，

现有行车变速箱箱体试制时确定的铸造方案也是重力铸造，鉴于上述研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针对LYP315.2行车变速箱箱体试制过程中发现，LYP315.2行车变速箱箱体模具外形尺

寸长宽高分别为740mm、560mm和250mm，坯件长宽高分别为600mm、326mm、和120mm，最薄之处

为7.5mm，最厚处达到57.5mm；由于设备空间，限制了浇口的高度，重力铸造过程中，即便采

取通过调整金属型的补缩系统截面积、壁厚处增设暗冒口以及结合保温涂料分区使用等改

进方法，仍不能解决因该产品壁厚急剧变化而导致过渡处容易缩松，甚至缩裂的现象，进而

导致产品泄漏报废的问题。

[0005]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亟需本领域技术人员改进设计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模具及

铸造工艺，用以解决因该产品壁厚急剧变化而导致过渡处容易缩松，甚至缩裂的现象，进而

防止出现产品泄漏报废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现有变速箱箱体铸造过程中由于壁厚差异大而导致过渡处容易缩松，甚

至缩裂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模具，可有效改善浇口高度

不够，补缩系统提供的压力不足而致使型腔内区域温度落差大的问题，充分改善铝合金溶

液流动性，防止变速箱箱体壁厚急剧变化的过渡处容易缩松及缩裂而导致产品泄漏报废的

问题。

[0007] 本发明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具体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模具，包括上模、下模以及由上模和下模配合构成的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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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腔，所述上模上端通过垫块安装有上模连接板，上模连接板与上模之间设有顶出机构，且

所述上模的内侧设有与变速箱箱体外形相匹配的静镶件，所述下模底部安装有模具底板，

所述模具底板与下模开设有与铸件型腔连通的浇道进水口。

[0009] 本发明基础方案的工作原理为：应用上述模具铸造变速箱箱体，该行车变速箱的

铸造宽度达到326mm，壁厚差异大，经分析：浇口高度不够，补缩系统提供的压力不足使得充

型速度慢，致使铸件型腔内区域温度落差大，容易导致存在铸件气孔、欠铸或轮廓不清晰等

缺陷；本技术方案采用将浇道进水口设于铸件型腔下方中部，合金溶液由浇道进水口注入

铸件型腔内，采用低压铸造的方式可有效改善浇口高度不够，补缩系统提供的压力不足而

致使型腔内区域温度落差大的问题，充分改善铝合金溶液流动性，防止变速箱箱体壁厚急

剧变化的过渡处容易缩松及缩裂而导致产品泄漏报废的问题。

[0010] 而在上模的内侧设置与变速箱箱体外形相匹配的静镶件，可有效一次成型变速箱

铸件内腔和外形结构部位，减少粗加工，降低生产成本，箱体铸件的合格率高达95.9％；此

外静镶件结构单独制作，再镶在模具内，使变速箱体整体模具结构加工精度高，可有效提高

铸件产品的加工精度，进而提高变速箱产品的加工质量。

[0011] 优选方案，所述顶出机构包括顶针固定板以及均匀安装在顶针固定板底部的多个

顶针，所述上模内设有与多个所述顶针相对应的多个顶针通孔。且在上模连接板与上模固

定连接有套柱结构，顶针固定板套设在套柱上并可沿套柱上下滑动，套柱不仅可用于支撑

上模连接板与上模连接的稳定性，且可对顶针固定板以及多个顶针的移动起导向作用。

[0012] 优选方案，多个所述顶针通孔的直径均为11～13mm。

[0013] 优选方案，所述上模上均匀设有多条排气通道，多条所述排气通道的直径为5mm。

铸件型腔底面积较大，在上模上均匀分布的多条排气通道可将铸件型腔内的气体均匀排

出，使得成型铸件不同部位成型饱满，避免出现铸件气孔、欠铸或轮廓不清晰等缺陷。

[0014] 一种上述变速箱箱体的铸造工艺，该变速箱体按重量百分比计由以下组分组成的

铝合金制成：Si：6.5～7.5％，Mg：0.3～0.4％，Ti：0.1～0.2％，Cu：2.1～3.5％，Mn：0.2～

0.5％，Fe≤0.75％，Ni≤0.35％，Zn≤0.1％，Pb≤0.2％，Sn≤0.1％，Cr≤0.2％，余量为Al

和不可避免的杂质，所述铸造工艺包括以下工艺步骤：

[0015] 步骤(a)：配料，按照上述组分配料，选择相应的单质原料与Al进行配料；

[0016] 步骤(b)：合金熔炼，对化铝炉进行烘炉，将步骤(a)中配好的金属合金投入至化铝

炉内熔炼，熔炼温度为780～790℃，并进行精炼、脱氧、扒渣工序，炼制合金溶液；

[0017] 步骤(c)：改造模具，将现有重力铸造模具改造成低压铸造模具，包括以下步骤：步

骤(1)：铣掉重力金属型模具的浇口杯、直浇道，填横浇道，补焊内浇口浇铸系统；步骤(2)：

填暗冒口、固定冷铁；步骤(3)：加强筋增加排气塞、将产品四周顶针孔加大到14mm；步骤

(4)：下模开设与铸件型腔连通的浇道进水口；步骤(5)：根据低压铸机的连接尺寸制作模具

底板、上模连接板；所述低压铸造模具包括上模、下模以及由上模和下模配合构成的铸件型

腔，所述上模上端通过垫块安装有上模连接板，上模连接板与上模之间设有顶出机构，且所

述上模的内侧设有与变速箱箱体外形相匹配的静镶件，所述下模底部安装有模具底板，所

述模具底板与下模开设有与铸件型腔连通的浇道进水口；

[0018] 准备模具，低压铸造模具装配调试好后，将模具预热至250～270℃，并在铸件型腔

内均匀喷涂脱模剂；

说　明　书 2/9 页

5

CN 109175306 A

5



[0019] 步骤(e)：将步骤(b)中化铝炉内炼制好的合金溶液转入低压铸机的保温炉内，再

通入99.999％的高纯度氮气做净化合金溶液处理，净化合金溶液时间为15～20min；

[0020] 步骤(f)：压铸，采用低压铸造的方式压铸变速箱箱体，压铸过程包括升液充型、保

压结晶、泄压冷却的过程；

[0021] 步骤(g)：待步骤(f)中箱体铸件凝固冷却后打开模具，取得车用尾气处理箱体铸

件。

[0022] 优选方案，步骤(e)中净化后的合金溶液保持温度为680～700℃准备压铸。

[0023] 优选方案，步骤(f)压铸工艺参数为：升液压力为160～180Mpa，升液时间为15～

17s，并以此压力保持2～3s后进入增压阶段；增压阶段压力达到780～800Mpa ,增压时间10

～12s；然后以2～3s冲压到950～980Mpa，并以1100～1120Mpa保压，保压时间为300～320s，

随后缓慢释压冷却。

[0024] 优选方案，步骤(e)中转入低压铸机保温炉内的合金溶液重量为450Kg。

[0025] 优选方案，步骤(c)中在铸件型腔内喷涂脱模剂的方式为：喷枪咀距离模具壳体表

面距离为230～250mm进行喷涂。涂料喷涂太近容易堆积，而涂料喷涂太远容易粘接不牢，喷

涂距离对涂层质量产生影响从而影响铸件的正品率，经多次实验，采用喷枪咀距离模具壳

体喷涂表面距离为230～250mm，喷射均匀，模具壳体涂层表面光滑。

[0026] 优选方案，步骤(c)中脱模剂喷涂厚度为26～32μm。

[0027] 如上所述，本发明相对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8] 1.本发明变速箱体铸造模具由重力铸造模具改成低压铸模具，在原有模具的基础

上补焊重力铸造模具的浇铸系统，在下模上开设与铸件型腔连通的浇道进水口，改进铸造

模具有低压铸造机的连接部分，改进的低压铸造方式可有效解决变速箱箱壁在铸造过程中

由于厚急剧变化的过渡处容易出现缩松及缩裂而导致产品泄漏报废的问题，且本方案可对

原有重力铸造模具进行有效利用，可显著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0029] 2.本发明采用将浇道进水口设于铸件型腔下方中部，合金溶液由浇道进水口注入

铸件型腔内，改进的低压铸造的方式可有效改善浇口高度不够，补缩系统提供的压力不足

而致使型腔内区域温度落差大的问题，针对变速箱箱体壁厚差异大的问题，充分改善铝合

金溶液流动性，防止壁厚急剧过渡处容易缩松及缩裂而导致产品泄漏报废的问题；且静镶

件的设置可提高模具整体结构的加工精度高，该改进后的低压铸造模具结合铸造工艺使得

箱体铸件的合格率高达95.9％，并可显著提高铸件产品的加工精度，减少铸件后续粗加工

成本。

[0030] 3.本发明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对铝合金的组分进行了调整，调整了其余合金元

素的含量，制得的变速箱箱体铸件的抗拉强度较现有压铸件提高了25％以上，细化铝合金

结晶组织，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可满足强度要求较高的行车结构件的使用要求，改善行

车变速器的使用性能且提高使用寿命。

[0031] 4.本发明改进了压铸工艺参数，结合该铸造模具的结构设置，可有效保证升液阶

段进行保压后再进行增压，既利于型腔内气体充分排出，又利于增压利于控制增压阶段的

充型速度，提高充型流量的平稳性；随后在增压完成后以1100～1120Mpa进行保压，铸件在

该压力下充分利用结晶机会进行结晶，使设计的铝合金强度得以充分发挥，阶段性调整充

型参数，使得箱体铸件具有较好的结合性能，防止铸件型腔内区域温度落差大，减薄铸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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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热接点；该压铸工艺的参数设置可充分调整铝合金溶液在铸件型腔内的扩散性，并保持

不同区域的铝合金溶液具有良好的结合性，有效解决该变速箱箱体铸件壁厚急剧变化而导

致过渡处容易缩松，甚至缩裂的现象；铸件产品密封性好，进而使得铸件产品合格率高。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发明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模具的立体图；

[0033] 图2为本发明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模具的正视剖面图；

[0034] 图3为本发明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模具的俯视剖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6]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1-上模、2-下模、3-铸件型腔、4-垫块、5-上模连接

板、6-套柱、7-静镶件、8-顶针固定板、9-顶针通孔、10-排气通道、11-浇道进水口、12-模具

底板、13-顶针孔。

[0037] 实施例1

[0038] 请参照图1、图2和图3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模具，包括上模

1、下模2以及由上模1和下模2配合构成的铸件型腔3，上模1上端通过垫块4安装有上模连接

板5，上模连接板5与上模1之间设有顶出机构，顶出机构包括顶针固定板8以及均匀安装在

顶针固定板8上的多个顶针，多个顶针与顶针固定板8螺纹可拆卸连接，顶针固定板8上设有

供顶针安装的螺纹孔；在上模1内设有与多个顶针相对应的顶针通孔9，多个顶针通孔9的直

径均为11～13mm，本实施例多个顶针通孔9的直径优选为12mm；且在上模连接板5与上模1固

定连接有套柱6结构，顶针固定板8套设在套柱6上并可沿套柱6上下滑动，套柱6不仅可用于

支撑上模连接板5与上模1连接的稳定性，也可对顶针固定板8以及多个顶针的移动起导向

作用。

[0039] 上模1的内侧设有与变速箱箱体外形相匹配的静镶件7，静镶件7结构单独制作，再

镶在模具内，使变速箱体整体模具结构加工精度高，可有效提高铸件产品的加工精度，进而

提高变速箱产品的加工质量；且静镶件7的设置与变速箱箱体外形相匹配的静镶件7，可有

效一次成型变速箱铸件内腔和外形结构部位，减少粗加工，降低生产成本，箱体铸件的合格

率高达95.9％。

[0040] 在上模1上均匀设有多条与铸件型腔3连通的排气通道10，多条所述排气通道10的

直径为5mm；铸件型腔3底面积较大，在上模1上均匀分布的多条排气通道10可将铸件型腔3

内的气体均匀排出，使得成型铸件不同部位成型饱满，避免出现铸件气孔、欠铸或轮廓不清

晰等缺陷；而铸件产品成型四周顶针孔13为14mm。

[0041] 下模2底部设有模具底板12，下模2嵌入模具底板12内；模具底板12与下模2上开设

有与铸件型腔3连通的浇道进水口11，浇道进水口11设于铸件型腔3底部的中心位置，合金

溶液由浇道进水口11注入铸件型腔3内，并沿铸件型腔3中心位置向四周扩散。

[0042] 该行车变速箱的铸造宽度达到326mm，壁厚最薄之处为7.5mm，最厚处达到57.5mm，

壁厚差异大；经分析：由于浇口高度不够，补缩系统提供的压力不足使得充型速度慢，致使

铸件型腔3内区域温度落差大，容易导致存在铸件气孔、欠铸或轮廓不清晰等缺陷；本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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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增加了在变速箱铸件充型壁厚较薄处的模具外壳上安装电子加热器结构，电子加热器结

构及安装方式为现有技术，在此不作赘述，采用该结构方式可对变速箱铸件充型壁厚较薄

处的模具外壳进行加热，避免铸件型腔3内区域温度落差大，使得铝合金结晶应力稳定，完

善铸件成型效果。

[0043] 本实施例的具体实施方式为：应用上述模具铸造LYP315.2行车变速箱箱体，本实

施例采用将浇道进水口11设于铸件型腔3下方中部，合金溶液由浇道进水口11注入铸件型

腔3内，并在变速箱铸件充型壁厚较薄处的模具外壳上安装电子加热器，改善该区域铝合金

液体的流动性，防止铸件型腔内区域温度落差大的问题，使得铝合金结晶应力稳定，采用低

压铸造的方式可有效改善浇口高度不够，补缩系统提供的压力不足而致使型腔内区域温度

落差大的问题，充分改善铝合金溶液流动性，防止变速箱箱体壁厚急剧变化的过渡处容易

缩松及缩裂而导致产品泄漏报废的问题，充型铸件成型质地饱满。

[0044] 实施例2

[0045] 请结合图1、图2和图3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工艺，应用上述

实施例1中变速箱箱体的铸造模具铸造LYP315.2行车变速箱箱体，该变速箱体按重量百分

比计由以下组分组成的铝合金制成：Si：6.5％，Mg：0.3％，Ti：0.1％，Cu：2.1％，Mn：0.2％，

Fe：0.65％，Ni：0.25％，Zn：0.08％，Pb：0.15％，Sn：0.05％，Cr：0.12％，余量为Al和不可避

免的杂质，铸造工艺具体包括以下工艺步骤：

[0046] 步骤(a)：配料，按照上述组分配料，选择相应的单质原料与Al进行配料；

[0047] 步骤(b)：合金熔炼，对化铝炉进行烘炉，将步骤(a)中配好的金属合金投入至化铝

炉内熔炼，熔炼温度为780℃，并进行精炼、脱氧、扒渣工序，炼制合金溶液；

[0048] 步骤(c)：改造模具，将现有重力铸造模具改造成低压铸造模具，包括以下步骤：步

骤(1)：铣掉重力金属型模具的浇口杯、直浇道，填横浇道，补焊内浇口浇铸系统；步骤(2)：

填暗冒口、固定冷铁；步骤(3)：加强筋增加排气塞、将产品四周顶针孔加大到14mm；步骤

(4)：下模开设与铸件型腔连通的浇道进水口；步骤(5)：根据低压铸机的连接尺寸制作模具

底板、上模连接板；所述低压铸造模具包括上模1、下模2以及由上模和下模配合构成的铸件

型腔3，所述上模1上端通过垫块安装有上模连接板5，上模连接板5与上模1之间设有顶出机

构，且所述上模1的内侧设有与变速箱箱体外形相匹配的静镶件7，所述下模底部安装有模

具底板12，所述模具底板12与下模2开设有与铸件型腔3连通的浇道进水口11；

[0049] 准备模具，包括如下步骤：1.1清理模具；1.2安装及调试模具；1.3烘烤模具；1.4用

涂料喷涂模具；1.5烘烤模具，将模具预热至270℃，并在铸件型腔3内均匀喷涂一层具有隔

热、保温作用的脱模剂，脱模剂的喷涂方式为：喷枪咀距离模具壳体表面距离为230mm进行

喷涂，且脱模剂喷涂厚度为26μm。涂料喷涂太近容易堆积，而涂料喷涂太远容易粘接不牢，

喷涂距离对涂层质量产生影响从而影响铸件的正品率，经多次实验，采用喷枪咀距离模具

壳体喷涂表面距离为230mm，喷射均匀，模具壳体涂层表面光滑；进行合模，合模时一定做到

轻、缓；合模过程中，如果出现异常，查明原因，消除故障后再进行下一步；

[0050] 步骤(e)：将步骤(b)中化铝炉内炼制好的合金溶液转入低压铸机的保温炉内，转

入低压铸机保温炉内的合金溶液重量为450Kg；再通入99.999％的高纯度氮气做净化合金

溶液处理，净化合金溶液时间为15min；净化后的合金溶液保持温度为680℃准备压铸；

[0051] 步骤(f)：压铸，首先确认合模是否到位；合模到位后进行模具充型；采用低压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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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压铸变速箱箱体，压铸过程包括升液充型、保压结晶、泄压冷却的过程；压铸工艺参

数为：升液压力为160Mpa，升液时间为15s，并以此压力保持2s后进入增压阶段；增压阶段压

力达到800Mpa,增压时间10s；然后以2s冲压到950Mpa，并以1100Mpa保压，保压时间为300s，

随后缓慢释压冷却；压铸过程中操作员仔细观察模具是否泄漏，如出现泄漏，即停止操作；

消除故障后再进行操作；充型结束后，进入铸件型腔3内铝合金溶液的重量为22Kg；

[0052] 步骤(g)：待步骤(f)中箱体铸件凝固冷却后打开模具，取得车用尾气处理箱体铸

件；具体地，首先提起上模1，箱体铸件随上模1提起，当把箱体铸件提升到要求高度，再转出

接料盘，通过驱动件驱动顶出机构顶出产品，而顶出机构的驱动件为现有技术，在此不作赘

述；接料盘回转取下产品；检测是否具有缺陷。

[0053] 表1实施例2变速箱箱体铸件气密性检测试验表

[0054]

[0055] 经检测，如表1所示，在0.6～1.0Mpa压力下保压30s，变速箱箱体铸件无气泡产生，

气密性合格；铸件成型完整，变速箱箱体壁厚急剧变化过渡处以及其他部位均未出现缩松

及缩裂的现象；铸件产品轮廓清晰且质地饱满，箱体铸件抗拉强度较现有技术提高了

31.5％左右，可有效完善铸件的力学性能，可满足强度要求较高的行车结构件的使用要求，

改善行车变速器的使用性能且提高使用寿命。

[0056] 实施例3

[0057] 请结合图1、图2和图3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工艺，应用上述

实施例1中变速箱箱体的铸造模具铸造LYP315.2行车变速箱箱体，该变速箱体按重量百分

比计由以下组分组成的铝合金制成：Si：7.5％，Mg：0.4％，Ti：0.2％，Cu：3.5％，Mn：0.5％，

Fe：0.55％，Ni：0.15％，Zn：0.06％，Pb：0.12％，Sn：0.08％，Cr：0.15％，余量为Al和不可避

免的杂质，铸造工艺具体包括以下工艺步骤：

[0058] 步骤(a)：配料，按照上述组分配料，选择相应的单质原料与Al进行配料；

[0059] 步骤(b)：合金熔炼，对化铝炉进行烘炉，将步骤(a)中配好的金属合金投入至化铝

炉内熔炼，熔炼温度为790℃，并进行精炼、脱氧、扒渣工序，炼制合金溶液；

[0060] 步骤(c)：改造模具，将现有重力铸造模具改造成低压铸造模具，包括以下步骤：步

骤(1)：铣掉重力金属型模具的浇口杯、直浇道，填横浇道，补焊内浇口浇铸系统；步骤(2)：

填暗冒口、固定冷铁；步骤(3)：加强筋增加排气塞、将产品四周顶针孔加大到14mm；步骤

(4)：下模开设与铸件型腔连通的浇道进水口；步骤(5)：根据低压铸机的连接尺寸制作模具

底板、上模连接板；所述低压铸造模具包括上模1、下模2以及由上模和下模配合构成的铸件

型腔3，所述上模1上端通过垫块安装有上模连接板5，上模连接板5与上模1之间设有顶出机

构，且所述上模1的内侧设有与变速箱箱体外形相匹配的静镶件7，所述下模底部安装有模

具底板12，所述模具底板12与下模2开设有与铸件型腔3连通的浇道进水口11；

[0061] 准备模具，包括如下步骤：1.1清理模具；1.2安装及调试模具；1.3烘烤模具；1.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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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喷涂模具；1.5烘烤模具，将模具预热至260℃，并在铸件型腔3内均匀喷涂一层具有隔

热、保温作用的脱模剂，脱模剂的喷涂方式为：喷枪咀距离模具壳体表面距离为250mm进行

喷涂，且脱模剂喷涂厚度为30μm。涂料喷涂太近容易堆积，而涂料喷涂太远容易粘接不牢，

喷涂距离对涂层质量产生影响从而影响铸件的正品率，经多次实验，采用喷枪咀距离模具

壳体喷涂表面距离为250mm，喷射均匀，模具壳体涂层表面光滑；进行合模，合模时一定做到

轻、缓；合模过程中，如果出现异常，查明原因，消除故障后再进行下一步；

[0062] 步骤(e)：将步骤(b)中化铝炉内炼制好的合金溶液转入低压铸机的保温炉内，转

入低压铸机保温炉内的合金溶液重量为450Kg；再通入99.999％的高纯度氮气做净化合金

溶液处理，净化合金溶液时间为15min；净化后的合金溶液保持温度为690℃准备压铸；

[0063] 步骤(f)：压铸，首先确认合模是否到位；合模到位后进行模具充型；采用低压铸造

的方式压铸变速箱箱体，压铸过程包括升液充型、保压结晶、泄压冷却的过程；压铸工艺参

数为：升液压力为165Mpa，升液时间为16s，并以此压力保持2s后进入增压阶段；增压阶段压

力达到790Mpa,增压时间12s；然后以3s冲压到960Mpa，并以1115Mpa保压，保压时间为320s，

随后缓慢释压冷却；压铸过程中操作员仔细观察模具是否泄漏，如出现泄漏，即停止操作；

消除故障后再进行操作；充型结束后，进入铸件型腔3内铝合金溶液的重量为22Kg；

[0064] 步骤(g)：待步骤(f)中箱体铸件凝固冷却后打开模具，取得车用尾气处理箱体铸

件；具体地，首先提起上模1，箱体铸件随上模1提起，当把箱体铸件提升到要求高度，再转出

接料盘，通过驱动件驱动顶出机构顶出产品，而顶出机构的驱动件为现有技术，在此不作赘

述；接料盘回转取下产品；检测是否具有缺陷。

[0065] 表2实施例3变速箱箱体铸件气密性检测试验表

[0066]

[0067] 经检测，如表2所示，在0.6～1.0Mpa压力下保压30s，变速箱箱体铸件无气泡产生，

气密性合格；铸件成型完整，变速箱箱体壁厚急剧变化过渡处以及其他部位均未出现缩松

及缩裂的现象；铸件产品轮廓清晰且质地饱满，箱体铸件抗拉强度较现有技术提高了

28.6％左右，可有效完善铸件的力学性能，可满足强度要求较高的行车结构件的使用要求，

改善行车变速器的使用性能且提高使用寿命。

[0068] 实施例4

[0069] 请结合图1、图2和图3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变速箱箱体的铸造工艺，应用上述

实施例1中变速箱箱体的铸造模具铸造LYP315.2行车变速箱箱体，该变速箱体按重量百分

比计由以下组分组成的铝合金制成：Si：7 .2％，Mg：0 .35％，Ti：0 .16％，Cu：2.8％，Mn：

0.35％，Fe：0.45％，Ni：0.21％，Zn：0.06％，Pb：0.11％，Sn：0.06％，Cr：0.02％，余量为Al和

不可避免的杂质，铸造工艺具体包括以下工艺步骤：

[0070] 步骤(a)：配料，按照上述组分配料，选择相应的单质原料与Al进行配料；

[0071] 步骤(b)：合金熔炼，对化铝炉进行烘炉，将步骤(a)中配好的金属合金投入至化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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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内熔炼，熔炼温度为790℃，并进行精炼、脱氧、扒渣工序，炼制合金溶液；

[0072] 步骤(c)：改造模具，将现有重力铸造模具改造成低压铸造模具，包括以下步骤：步

骤(1)：铣掉重力金属型模具的浇口杯、直浇道，填横浇道，补焊内浇口浇铸系统；步骤(2)：

填暗冒口、固定冷铁；步骤(3)：加强筋增加排气塞、将产品四周顶针孔加大到14mm；步骤

(4)：下模开设与铸件型腔连通的浇道进水口；步骤(5)：根据低压铸机的连接尺寸制作模具

底板、上模连接板；所述低压铸造模具包括上模1、下模2以及由上模和下模配合构成的铸件

型腔3，所述上模1上端通过垫块安装有上模连接板5，上模连接板5与上模1之间设有顶出机

构，且所述上模1的内侧设有与变速箱箱体外形相匹配的静镶件7，所述下模底部安装有模

具底板12，所述模具底板12与下模2开设有与铸件型腔3连通的浇道进水口11；

[0073] 准备模具，包括如下步骤：1.1清理模具；1.2安装及调试模具；1.3烘烤模具；1.4用

涂料喷涂模具；1.5烘烤模具，将模具预热至270℃，并在铸件型腔3内均匀喷涂一层具有隔

热、保温作用的脱模剂，脱模剂的喷涂方式为：喷枪咀距离模具壳体表面距离为230mm进行

喷涂，且脱模剂喷涂厚度为26μm。涂料喷涂太近容易堆积，而涂料喷涂太远容易粘接不牢，

喷涂距离对涂层质量产生影响从而影响铸件的正品率，经多次实验，采用喷枪咀距离模具

壳体喷涂表面距离为230mm，喷射均匀，模具壳体涂层表面光滑；进行合模，合模时一定做到

轻、缓；合模过程中，如果出现异常，查明原因，消除故障后再进行下一步；

[0074] 步骤(e)：将步骤(b)中化铝炉内炼制好的合金溶液转入低压铸机的保温炉内，转

入低压铸机保温炉内的合金溶液重量为450Kg；再通入99.999％的高纯度氮气做净化合金

溶液处理，净化合金溶液时间为20min；净化后的合金溶液保持温度为700℃准备压铸；

[0075] 步骤(f)：压铸，首先确认合模是否到位；合模到位后进行模具充型；采用低压铸造

的方式压铸变速箱箱体，压铸过程包括升液充型、保压结晶、泄压冷却的过程；压铸工艺参

数为：升液压力为170Mpa，升液时间为16s，并以此压力保持3s后进入增压阶段；增压阶段压

力达到786Mpa,增压时间12s；然后以3s冲压到980Mpa，并以1120Mpa保压，保压时间为320s，

随后缓慢释压冷却；压铸过程中操作员仔细观察模具是否泄漏，如出现泄漏，即停止操作；

消除故障后再进行操作；充型结束后，进入铸件型腔3内铝合金溶液的重量为22Kg；

[0076] 步骤(g)：待步骤(f)中箱体铸件凝固冷却后打开模具，取得车用尾气处理箱体铸

件；具体地，首先提起上模1，箱体铸件随上模1提起，当把箱体铸件提升到要求高度，再转出

接料盘，通过驱动件驱动顶出机构顶出产品，而顶出机构的驱动件为现有技术，在此不作赘

述；接料盘回转取下产品；检测是否具有缺陷。

[0077] 表3实施例4变速箱箱体铸件气密性检测试验表

[0078]

[0079] 经检测，如表3所示，在0.6～1.0Mpa压力下保压30s，变速箱箱体铸件无气泡产生，

气密性合格；铸件成型完整，变速箱箱体壁厚急剧变化过渡处以及其他部位均未出现缩松

及缩裂的现象；铸件产品轮廓清晰且质地饱满，箱体铸件抗拉强度较现有技术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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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左右，可有效完善铸件的力学性能，可满足强度要求较高的行车结构件的使用要求，

改善行车变速器的使用性能且提高使用寿命。

[008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

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凡是运用本发明的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同结构变化，同理均

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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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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