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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铝合金精密凝固成形制造技术，

涉及一种整体叶轮树脂砂和金属型复合铸型及

制备方法。本发明的复合铸型包括金属型外环

(8)、芯头排气孔芯杆(9)、上轮缘排气孔芯杆

(10)、金属型顶环(11)和浇道型芯。本发明的制

备步骤为：备料；混料；制备上砂箱；制备下砂箱；

涂刷涂料；烘烤干燥；组合铸型。本发明提出了一

种整体叶轮树脂砂和金属型复合铸型及制备方

法，避免了铸件出现夹渣、气孔及冷隔等冶金缺

陷；提高了铸件的综合力学性能、冶金质量与尺

寸精度；满足了大型薄壁叶轮铝合金铸件的使用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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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整体叶轮树脂砂和金属型复合铸型，所铸造的整体叶轮包括上轮缘(1)、叶片

(2)、下轮缘(3)和轮毂(4)；上轮缘(1)是一个圆环，下轮缘(3)是一个圆板，轮毂(4)位于下

轮缘(3)的中心，叶片(2)位于上轮缘(1)和下轮缘(3)之间并沿圆周均布，叶片(2)的上端与

上轮缘(1)的下表面连接为整体，叶片(2)的下端与下轮缘(3)的上表面连接为整体；所述的

树脂砂和金属型复合铸型包括树脂砂型芯，树脂砂型芯包括内芯环(5)、叶片型腔(6)和型

芯座(7)；内芯环(5)的外表面即上轮缘(1)的内表面，型芯座(7)的下表面即下轮缘(3)的上

表面；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金属型外环(8)、芯头排气孔芯杆(9)、上轮缘排气孔芯杆(10)、金

属型顶环(11)和浇道型芯；金属型外环(8)是一个圆环，树脂砂型芯位于金属型外环(8)的

内孔中，芯头排气孔芯杆(9)是圆柱形杆，它位于轮毂(4)的上方并沿圆周均布；上轮缘排气

孔芯杆(10)也是圆柱形杆，它位于内芯环(5)的上方并沿内芯环(5)的圆周均布；金属型顶

环(11)是一个圆环，金属型顶环(11)位于上轮缘排气孔芯杆(10)的内侧、内芯环(5)的上表

面上；浇道型芯包括内浇口型芯(12a)、十字形横浇道型芯(12b)和环状横浇道型芯(12c)；

复合铸型完成造型后，内浇口型芯(12a)所在型腔的上端与十字形横浇道型芯(12b)所在型

腔的内端连通，十字形横浇道型芯(12b)所在型腔的外端与环状横浇道型芯(12c)的所在型

腔连通，环状横浇道型芯(12c)的所在型腔与叶片型腔(6)的下端连通。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整体叶轮树脂砂和金属型复合铸型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制

备的步骤如下：

2.1、备料：准备70目～140目铸造硅砂、亚斯兰5140和亚斯兰5132树脂、铸造ZA3造型涂

料；

2.2、混料：称重至少120Kg的铸造硅砂，先添加占铸造硅砂总重0.4％～0.5％的亚斯兰

5140树脂，采用碗式混砂机均匀搅拌3min～4min，再添加占铸造硅砂总重0.3％～0.4％的

亚斯兰5132树脂，采用碗式混砂机均匀搅拌3min～4min，得到造型砂料；

2.3、制备上砂箱：以金属型外环(8)的上表面为砂箱分型面，依次将芯头排气孔芯杆

(9)、上轮缘排气孔芯杆(10)与金属型顶环(11)放入上砂箱中，之后将造型砂料填充至上砂

箱中，将上砂箱放置于常温下，硬化18min～45min，然后，依次抽出芯头排气孔芯杆(9)、上

轮缘排气孔芯杆(10)与金属型顶环(11)，形成上砂箱；

2.4、制备下砂箱：将浇道型芯放入下砂箱中，之后将造型砂料填充至下砂箱中，将下砂

箱放置于常温下硬化18min～45min，然后，抽出浇道型芯，形成下砂箱；

2.5、涂刷涂料：采用刷子分别对上砂箱与下砂箱的型芯外表面涂刷铸造ZA3造型涂料，

涂刷完毕后采用喷灯烘烤2min～3min，烘烤完毕后采用600目砂纸手工打磨型芯表面；

2.6、烘烤干燥：采用喷灯烘烤金属型外环(8)、金属型顶环(11)、上砂箱、下砂箱与树脂

砂型芯，以有效脱除表面水分；

2.7、组合铸型：将树脂砂型芯放置于下砂箱的定位芯头座内，之后采用粘结剂将金属

型外环(8)、金属型顶环(11)与树脂砂型芯粘结在一起，再盖上上砂箱，形成复合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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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整体叶轮树脂砂和金属型复合铸型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铝合金精密凝固成形制造技术，涉及一种整体叶轮树脂砂和金属型复

合铸型及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冶金、化工、机械制造与石油等重型工业产业的迅猛发展，对铝合金

材料结构制件的需求数量日益增加。铝合金由于比强度高、成形性好、焊接性优、抗冲击性

和耐腐蚀性佳等一系列优点，成为超高比强度材料的选材之一。大型曲面叶轮铝合金铸件

由于结构复杂且曲面形状较多，采用机械加工制造时存在着加工周期长、制造成本高、加工

制造合格率低与合金材料利用率低等工艺缺点，因此优先选用传统的凝固成形制造方法进

行批量化研制生产。大型曲面叶轮铝合金铸件在航空航天领域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加工

制造技术也日臻完善，其中针对整体壁厚为6mm～8mm的薄壁曲面叶轮铝合金铸件，广泛采

用金属型整体精密凝固成形加工制造，以用来替代过去广泛采用的钣金组合件或钣金机加

组合件，这类铸件的最大轮廓尺寸可达到800mm左右，对铸件的冶金质量与尺寸精度要求都

较高，选用金属型凝固成形制造时可以有效提高叶轮铸件的综合力学性能，但在成形整体

壁厚为2mm～5mm的薄壁叶轮铝合金铸件时，选用金属型凝固成形加工制造工艺时易出现夹

渣、气孔及冷隔等冶金缺陷。对于整体壁厚为3mm～5mm、最大轮廓尺寸达到600mm左右的薄

壁曲面叶轮铝合金铸件，可以采用整体精密树脂砂铸型进行凝固成形，与金属型凝固成形

相比，树脂砂铸型凝固成形制造的铝合金铸件，其综合力学性能、冶金质量与尺寸精度有所

降低。采用熔模壳型铸造大型曲面叶轮铝合金铸件时，大尺寸蜡模难以压制且大型熔模型

壳在制备与热烘烤过程中极易变形，熔模壳型的透气性差、散热慢，虽可以整体成形壁厚为

2mm～4mm的薄壁曲面叶轮铝合金铸件，但铸件的冶金质量差且综合力学性能不高，无法满

足大型薄壁叶轮铝合金铸件的使用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一种整体叶轮树脂砂和金属型复合铸型及制备方法，以便

避免铸件出现夹渣、气孔及冷隔等冶金缺陷；提高铸件的综合力学性能、冶金质量与尺寸精

度；满足大型薄壁叶轮铝合金铸件的使用要求。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整体叶轮树脂砂和金属型复合铸型，所铸造的整体叶

轮包括上轮缘1、叶片2、下轮缘3和轮毂4；上轮缘1是一个圆环，下轮缘3是一个圆板，轮毂4

位于下轮缘3的中心，叶片2位于上轮缘1和下轮缘3之间并沿圆周均布，叶片2的上端与上轮

缘1的下表面连接为整体，叶片2的下端与下轮缘3的上表面连接为整体；所述的树脂砂和金

属型复合铸型包括树脂砂型芯，树脂砂型芯包括内芯环5、叶片型腔6和型芯座7；内芯环5的

外表面即上轮缘1的内表面，型芯座7的下表面即下轮缘3的上表面；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金

属型外环8、芯头排气孔芯杆9、上轮缘排气孔芯杆10、金属型顶环11和浇道型芯，金属型外

环8是一个圆环，树脂砂型芯位于金属型外环8的内孔中，芯头排气孔芯杆9是圆柱形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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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轮毂4的上方并沿圆周均布；上轮缘排气孔芯杆10也是圆柱形杆，它位于内芯环5的上

方并沿内芯环5的圆周均布；金属型顶环11是一个圆环，金属型顶环11位于上轮缘排气孔芯

杆10的内侧、内芯环5的上表面上；浇道型芯包括内浇口型芯12a、十字形横浇道型芯12b和

环状横浇道型芯12c；复合铸型完成造型后，内浇口型芯12a所在型腔的上端与十字形横浇

道型芯12b所在型腔的内端连通，十字形横浇道型芯12b所在型腔的外端与环状横浇道型芯

12c的所在型腔连通，环状横浇道型芯12c的所在型腔与叶片型腔6的下端连通。

[0005] 如上面所述的整体叶轮树脂砂和金属型复合铸型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制备

的步骤如下：

[0006] 1、备料：准备70目～140目铸造硅砂、亚斯兰5140和亚斯兰5132树脂、铸造ZA3造型

涂料；

[0007] 2、混料：称重至少120Kg的铸造硅砂，先添加占铸造硅砂总重0.4％～0.5％的亚斯

兰5140树脂，采用碗式混砂机均匀搅拌3min～4min，再添加占铸造硅砂总重0.3％～0.4％

的亚斯兰5132树脂，采用碗式混砂机均匀搅拌3min～4min，得到造型砂料；

[0008] 3、制备上砂箱：以金属型外环8的上表面为砂箱分型面，依次将芯头排气孔芯杆9、

上轮缘排气孔芯杆10与金属型顶环11放入上砂箱中，之后将造型砂料填充至上砂箱中，将

上砂箱放置于常温下，硬化18min～45min，然后，依次抽出芯头排气孔芯杆9、上轮缘排气孔

芯杆10与金属型顶环11，形成上砂箱；

[0009] 4、制备下砂箱：将浇道型芯放入下砂箱中，之后将造型砂料填充至下砂箱中，将下

砂箱放置于常温下硬化18min～45min，然后，抽出浇道型芯，形成下砂箱；

[0010] 5、涂刷涂料：采用刷子分别对上砂箱与下砂箱的型芯外表面涂刷铸造ZA3造型涂

料，涂刷完毕后采用喷灯烘烤2min～3min，烘烤完毕后采用600目砂纸手工打磨型芯表面；

[0011] 6、烘烤干燥：采用喷灯烘烤金属型外环8、金属型顶环11、上砂箱、下砂箱与树脂砂

型芯，以有效脱除表面水分；

[0012] 7、组合铸型：将树脂砂型芯放置于下砂箱的定位芯头座内，之后采用粘结剂将金

属型外环8、金属型顶环11与树脂砂型芯粘结在一起，再盖上上砂箱，形成复合铸型。

[0013] 本发明的优点是：提出了一种整体叶轮树脂砂和金属型复合铸型及制备方法，避

免了铸件出现夹渣、气孔及冷隔等冶金缺陷；提高了铸件的综合力学性能、冶金质量与尺寸

精度；满足了大型薄壁叶轮铝合金铸件的使用要求。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一种整体叶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上述整体叶轮的树脂砂型芯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未填充造型砂料前上砂箱内部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发明未填充造型砂料前下砂箱内部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参见图1至图4，一种整体叶轮树脂砂和金属型

复合铸型，所铸造的整体叶轮包括上轮缘1、叶片2、下轮缘3和轮毂4；上轮缘1是一个圆环，

下轮缘3是一个圆板，轮毂4位于下轮缘3的中心，叶片2位于上轮缘1和下轮缘3之间并沿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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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均布，叶片2的上端与上轮缘1的下表面连接为整体，叶片2的下端与下轮缘3的上表面连

接为整体；所述的树脂砂和金属型复合铸型包括树脂砂型芯，树脂砂型芯包括内芯环5、叶

片型腔6和型芯座7；内芯环5的外表面即上轮缘1的内表面，型芯座7的下表面即下轮缘3的

上表面；其中内芯环5、叶片型腔6与型芯座7为整体结构，用于整体成形制造叶轮铸件的叶

片结构，与常规分块铸型装配制造相比，可明显提高叶轮铸件叶片结构的尺寸一致性与精

密度；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金属型外环8、芯头排气孔芯杆9、上轮缘排气孔芯杆10、金属型顶

环11和浇道型芯，金属型外环8是一个圆环，树脂砂型芯位于金属型外环8的内孔中，芯头排

气孔芯杆9是圆柱形杆，它位于轮毂4的上方并沿圆周均布；上轮缘排气孔芯杆10也是圆柱

形杆，它位于内芯环5的上方并沿内芯环5的圆周均布；金属型顶环11是一个圆环，金属型顶

环11位于上轮缘排气孔芯杆10的内侧、内芯环5的上表面上；其中金属型外环8位于叶轮铸

件型腔的外侧面，可提供自外向内的凝固冷却温度梯度，利于熔体补缩；芯头排气孔芯杆9

与上轮缘排气孔芯杆10的设置便于合金熔体在低压充型过程，型腔内的气体沿芯头排气孔

与上轮缘排气孔自下而上顺利排出铸型之外，提高铸件内部的致密度，避免产生针孔与疏

松缺陷；合金熔体低压充型完成后，金属型顶环11的设置可为合金熔体提供自上而下的凝

固温度梯度，细化凝固微观组织的晶粒度，提高叶轮铸件的综合力学性能；浇道型芯包括内

浇口型芯12a、十字形横浇道型芯12b和环状横浇道型芯12c；复合铸型完成造型后，内浇口

型芯12a所在型腔的上端与十字形横浇道型芯12b所在型腔的内端连通，十字形横浇道型芯

12b所在型腔的外端与环状横浇道型芯12c的所在型腔连通，环状横浇道型芯12c的所在型

腔与叶片型腔6的下端连通；内浇口型芯12a产生的空腔便于合金熔体在低压充型压力下快

速稳流填充至铸型型腔内部，十字形横浇道型芯12b对合金熔体进行了对称分流，避免在充

型初期产生过高的局部温差，环状横浇道型芯12c的设计可通过环状结构均匀化充型初期

合金熔体的温度场分布，避免出现冷隔缺陷。

[0019] 如上面所述的整体叶轮树脂砂和金属型复合铸型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制备

的步骤如下：

[0020] 1、备料：准备70目～140目铸造硅砂、亚斯兰5140和亚斯兰5132树脂、铸造ZA3造型

涂料；

[0021] 2、混料：称重至少120Kg的铸造硅砂，先添加占铸造硅砂总重0.4％～0.5％的亚斯

兰5140树脂，采用碗式混砂机均匀搅拌3min～4min，再添加占铸造硅砂总重0.3％～0.4％

的亚斯兰5132树脂，采用碗式混砂机均匀搅拌3min～4min，得到造型砂料；

[0022] 3、制备上砂箱：以金属型外环8的上表面为砂箱分型面，依次将芯头排气孔芯杆9、

上轮缘排气孔芯杆10与金属型顶环11放入上砂箱中，之后将造型砂料填充至上砂箱中，将

上砂箱放置于常温下，硬化18min～45min，然后，依次抽出芯头排气孔芯杆9、上轮缘排气孔

芯杆10与金属型顶环11，形成上砂箱；

[0023] 4、制备下砂箱：将浇道型芯放入下砂箱中，之后将造型砂料填充至下砂箱中，将下

砂箱放置于常温下硬化18min～45min，然后，抽出浇道型芯，形成下砂箱；

[0024] 5、涂刷涂料：采用刷子分别对上砂箱与下砂箱的型芯外表面涂刷铸造ZA3造型涂

料，涂刷完毕后采用喷灯烘烤2min～3min，烘烤完毕后采用600目砂纸手工打磨型芯表面；

[0025] 6、烘烤干燥：采用喷灯烘烤金属型外环8、金属型顶环11、上砂箱、下砂箱与树脂砂

型芯，以有效脱除表面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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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7、组合铸型：将树脂砂型芯放置于下砂箱的定位芯头座内，之后采用粘结剂将金

属型外环8、金属型顶环11与树脂砂型芯粘结在一起，再盖上上砂箱，形成复合铸型。

[0027]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针对目前大型叶轮铸件选用单一金属型、树脂砂型及熔模

壳型在制造过程中存在的冶金质量差、力学性能偏下及尺寸精度低等工艺缺点，提出了一

种整体叶轮树脂砂和金属型复合铸型及制备方法，其中树脂砂型芯采用金属型模具一体化

成形制造，将树脂砂型芯与经机械加工制造的金属型通过粘结剂粘合或螺栓紧固的方式进

行组装，树脂砂型芯用于成形叶轮铸件中的薄壁复杂曲面结构，金属型铸型在凝固过程形

成分布有序的凝固温度梯度，提高产品的冶金质量、综合力学性能与整体尺寸精度。

[0028] 实施例1：

[0029] 采用本发明所涉及的一种整体叶轮树脂砂和金属型复合铸型及制备方法，制造了

某型号燃气机车风机叶轮ZL114A铸件的树脂砂和金属型复合铸型，该叶轮铸件尺寸为Φ

684mm×364mm，整体壁厚为4.0mm，叶片区域最小壁厚为2.0mm，铸件尺寸精度为HB6103-CT7

级，铸件级别为HB963-2001Ⅱ类铸件。制备的步骤如下：

[0030] 1、备料：准备平均目数约为85目的铸造硅砂、亚斯兰5140和亚斯兰5132树脂、铸造

ZA3造型涂料；

[0031] 2、混料：称重150Kg的铸造硅砂，先添加占铸造硅砂总重0.42％的亚斯兰5140树

脂，采用碗式混砂机均匀搅拌3.2min，再添加占铸造硅砂总重0.34％的亚斯兰5132树脂，采

用碗式混砂机均匀搅拌3.3min，得到造型砂料；

[0032] 3、制备上砂箱：以金属型外环8的上表面为砂箱分型面，依次将芯头排气孔芯杆9、

上轮缘排气孔芯杆10与金属型顶环11放入上砂箱中，之后将造型砂料填充至上砂箱中，将

上砂箱放置于常温下，硬化20min，然后，依次抽出芯头排气孔芯杆9、上轮缘排气孔芯杆10

与金属型顶环11，形成上砂箱；

[0033] 4、制备下砂箱：将浇道型芯放入下砂箱中，之后将造型砂料填充至下砂箱中，将下

砂箱放置于常温下硬化22min，然后，抽出浇道型芯，形成下砂箱；

[0034] 5、涂刷涂料：采用刷子分别对上砂箱与下砂箱的型芯外表面涂刷铸造ZA3造型涂

料，涂刷完毕后采用喷灯烘烤2.2min，烘烤完毕后采用600目砂纸手工打磨型芯表面；

[0035] 6、烘烤干燥：采用喷灯烘烤金属型外环8、金属型顶环11、上砂箱、下砂箱与树脂砂

型芯，以有效脱除表面水分；

[0036] 7、组合铸型：将树脂砂型芯放置于下砂箱的定位芯头座内，之后采用粘结剂将金

属型外环8、金属型顶环11与树脂砂型芯粘结在一起，再盖上上砂箱，形成复合铸型。

[0037] 实施例2：

[0038] 采用本发明所涉及的一种整体叶轮树脂砂和金属型复合铸型及制备方法，制造了

某型号燃气机车风机叶轮ZL101A铸件的树脂砂和金属型复合铸型，该叶轮铸件尺寸为Φ

626mm×342mm，整体壁厚为4.5mm，叶片区域最小壁厚为1.8mm，铸件尺寸精度为HB6103-CT7

级，铸件级别为HB963-2001  Ⅱ类铸件。制备的步骤如下：

[0039] 1、备料：准备平均目数约为100目的铸造硅砂、亚斯兰5140和亚斯兰5132树脂、铸

造ZA3造型涂料；

[0040] 2、混料：称重200Kg的铸造硅砂，先添加占铸造硅砂总重0.45％的亚斯兰5140树

脂，采用碗式混砂机均匀搅拌3.6min，再添加占铸造硅砂总重0.36％的亚斯兰5132树脂，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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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碗式混砂机均匀搅拌3.5min，得到造型砂料；

[0041] 3、制备上砂箱：以金属型外环8的上表面为砂箱分型面，依次将芯头排气孔芯杆9、

上轮缘排气孔芯杆10与金属型顶环11放入上砂箱中，之后将造型砂料填充至上砂箱中，将

上砂箱放置于常温下，硬化26min，然后，依次抽出芯头排气孔芯杆9、上轮缘排气孔芯杆10

与金属型顶环11，形成上砂箱；

[0042] 4、制备下砂箱：将浇道型芯放入下砂箱中，之后将造型砂料填充至下砂箱中，将下

砂箱放置于常温下硬化28min，然后，抽出浇道型芯，形成下砂箱；

[0043] 5、涂刷涂料：采用刷子分别对上砂箱与下砂箱的型芯外表面涂刷铸造ZA3造型涂

料，涂刷完毕后采用喷灯烘烤2.7min，烘烤完毕后采用600目砂纸手工打磨型芯表面；

[0044] 6、烘烤干燥：采用喷灯烘烤金属型外环8、金属型顶环11、上砂箱、下砂箱与树脂砂

型芯，以有效脱除表面水分；

[0045] 7、组合铸型：将树脂砂型芯放置于下砂箱的定位芯头座内，之后采用粘结剂将金

属型外环8、金属型顶环11与树脂砂型芯粘结在一起，再盖上上砂箱，形成复合铸型。

[0046] 实施例3：

[0047] 采用本发明所涉及的一种整体叶轮树脂砂和金属型复合铸型及制备方法，制造了

某型号燃气机车风机叶轮ZL205A铸件的树脂砂和金属型复合铸型，该叶轮铸件尺寸为Φ

738mm×384mm，整体壁厚为4.2mm，叶片区域最小壁厚为1.6mm，铸件尺寸精度为HB6103-CT6

级，铸件级别为HB963-2001  Ⅱ类铸件。制备的步骤如下：

[0048] 1、备料：准备平均目数约为120目的铸造硅砂、亚斯兰5140和亚斯兰5132树脂、铸

造ZA3造型涂料；

[0049] 2、混料：称重至少250Kg的铸造硅砂，先添加占铸造硅砂总重0.48％的亚斯兰5140

树脂，采用碗式混砂机均匀搅拌3.9min，再添加占铸造硅砂总重0.39％的亚斯兰5132树脂，

采用碗式混砂机均匀搅拌3.8min，得到造型砂料；

[0050] 3、制备上砂箱：以金属型外环8的上表面为砂箱分型面，依次将芯头排气孔芯杆9、

上轮缘排气孔芯杆10与金属型顶环11放入上砂箱中，之后将造型砂料填充至上砂箱中，将

上砂箱放置于常温下，硬化32min，然后，依次抽出芯头排气孔芯杆9、上轮缘排气孔芯杆10

与金属型顶环11，形成上砂箱；

[0051] 4、制备下砂箱：将浇道型芯放入下砂箱中，之后将造型砂料填充至下砂箱中，将下

砂箱放置于常温下硬化34min，然后，抽出浇道型芯，形成下砂箱；

[0052] 5、涂刷涂料：采用刷子分别对上砂箱与下砂箱的型芯外表面涂刷铸造ZA3造型涂

料，涂刷完毕后采用喷灯烘烤2.8min，烘烤完毕后采用600目砂纸手工打磨型芯表面；

[0053] 6、烘烤干燥：采用喷灯烘烤金属型外环8、金属型顶环11、上砂箱、下砂箱与树脂砂

型芯，以有效脱除表面水分；

[0054] 7、组合铸型：将树脂砂型芯放置于下砂箱的定位芯头座内，之后采用粘结剂将金

属型外环8、金属型顶环11与树脂砂型芯粘结在一起，再盖上上砂箱，形成复合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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