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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齿圈的成型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制作蜡模；蜡料的原材料为石蜡、蜂蜡、

硬脂酸和松香按质量比为4:1.5:3.5:1均匀混合

加热成糊状，将蜡料灌入压型腔内获得蜡模；在

蜡模表面涂覆一层由锆粉与硅溶胶粘结剂制成

的浆液并表面人工浮砂、风干。风干后在蜡模上

均匀地涂覆三层耐火涂料并在NaCl溶液中硬化、

风干。将蜡模放入烘干炉中烘干促使被硬化处理

后蜡模熔化以获取作为齿圈的硬质外壳。将硬质

外壳置于960～1000℃的高温下烘烤。在600～

700℃的高温下向硬质外壳内浇注金属熔液，然

后静置、冷却、脱模。本发明所提供的方法可大大

提高齿圈的制造效率和成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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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齿圈的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制作蜡模；蜡料的原材料为石蜡、蜂蜡、硬脂酸和松香按质量比为4:1.5:3.5:1均匀

混合而成，在制作时将混合好的蜡料装入搅拌装置内进行均匀搅拌且同时将所述蜡料加热

维持在40～44℃，至少搅拌30分钟，保证所有蜡料呈均匀的糊状，将搅拌好的糊状的蜡料灌

入压型腔内，所述压型腔可以浇筑出与齿圈形状结构一致的蜡模，在灌入糊状的蜡料时，应

不停地翻转压型腔，促使蜡料在压型腔内均匀填充以形成齿圈状的蜡模，待糊状的蜡料完

全冷却后便可从压型腔中取出，去毛刺飞边后得到蜡模；

(2)在所述蜡模表面涂覆一层浆液，所述浆液由锆粉与硅溶胶粘结剂按质量比为2:3配

制而成，所述浆液的粘度值为37～43秒，采用110目的锆砂在被浸泡涂覆过浆液的蜡模表面

人工浮砂，待人工浮砂之后清理残留浆液和锆砂，蜡模采用微风风干，所述微风的风速为

0.6～1.3m/s，风干时间为5～6小时；

(3)风干后在蜡模上均匀地涂覆三层耐火涂料，从里至外的三层厚度依次为2mm、2mm、

1mm，且相邻两层之间涂覆的时间间隔不小于6小时，在涂覆完第三层耐火材料后再均匀地

洒上两层厚度均为2mm的耐火砂，两层耐火砂之间涂覆时间间隔不小于6小时，在涂覆完耐

火砂之后将蜡模放入质量百分数为26％的NaCl溶液中，待蜡模的表面硬化出一层外壳时取

出风干；

(4)将上述表面硬化处理完的蜡模放入烘干炉中烘干或放入92～98℃的热水中浸泡，

促使被硬化处理后蜡模熔化流出并回收，以便获取蜡模表面的未熔化的硬质外壳，该硬质

外壳作为齿圈的成型模具；

(5)将所述成型模具置于960～1000℃的高温下烘烤2～3小时；

(6)齿轮的钢水浇注；将高温烘烤后的成型模具保持在600～700℃的高温下时，向成型

模具的型腔内浇注金属熔液，然后静置、冷却；

(7)等成型模具型腔内的金属熔液充分冷却凝固后，脱模，切平浇口后去毛刺飞边，获

得所需的齿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齿圈的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压型腔体，所述压型腔体

为圆环状，在压型腔体的其中一个端面开有一圈所作为所述压型腔的凹槽，所述凹槽槽底

设有若干与齿圈端面的轮齿对应的沟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齿圈的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型腔体采用快速成型机和

激光将网状金属片烧结而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齿圈的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压型腔内壁上涂覆有铸造

型粉，所述铸造型粉的组分及各组分按质量份计为：石英45～65份、半水石膏23份，β型方石

英20～27份缓凝剂或促凝剂0.07～0.13份，消泡剂0.03～0.04份，表面活性剂0.025份。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齿圈的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向所述压型腔内灌注

所述蜡料时的灌注压力为0.3～0.4Mpa，稳压灌注时间为15～18秒。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齿圈的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耐火涂料为水玻璃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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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齿圈的成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齿圈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齿圈的成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齿圈是常见的一种传动元件，其种类繁多，其中有一种齿圈的轮齿设置在端面，参

照图1，其给出了一种含特制齿圈的传动部件上齿圈的安装结构示意图，它包括轮毂本体1，

所述轮毂本体1设有轮毂轴承安装孔，该轮毂轴承安装孔的一端为轮毂轴承安装面，在轮毂

轴承安装面的外侧设有齿圈2，所述齿圈2平行于轮毂轴承安装面。对于上述端面带齿的齿

圈2的加工，目前常用的方法是采用机械加工的方法。具体为采用35号无缝钢管为原材料，

经锯床分段、车床加工、铣床铣齿加工、磨床加工和镀锌处理，才能完成齿圈的生产。由此可

见，该生产工艺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设备，而且加工起来相当复杂，加工效率低，一旦设备

操作不当，就会造成产品报废。因此，急需提供一种便捷的生产端面带齿的齿圈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上述不足而提供一种齿圈的成

型方法，该成型方法可以快速准确地获得齿圈、大大提高制造效率和成型质量。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5] 一种齿圈的成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制作蜡模；蜡料的原材料为石蜡、蜂蜡、硬脂酸和松香按质量比为4:1.5:3.5:1

均匀混合而成，在制作时将混合好的蜡料装入搅拌装置内进行均匀搅拌且同时将所述蜡料

加热维持在40～44℃，至少搅拌30分钟，保证所有蜡料呈均匀的糊状，将搅拌好的糊状的蜡

料灌入压型腔内，所述压型腔可以浇筑出与齿圈形状结构一致的蜡模，在灌入糊状的蜡料

时，应不停地翻转压型腔，促使蜡料在压型腔内均匀填充以形成齿圈状的蜡模，待糊状的蜡

料完全冷却后便可从压型腔中取出，去毛刺飞边后得到蜡模；

[0007] (2)在所述蜡模表面涂覆一层浆液，所述浆液由锆粉与硅溶胶粘结剂按质量比为

2:3配制而成，所述浆液的粘度值为37～43秒，采用110目的锆砂在被浸泡涂覆过浆液的蜡

模表面人工浮砂，待人工浮砂之后清理残留浆液和锆砂，蜡模采用微风风干，所述微风的风

速为0.6～1.3m/s，风干时间为5～6小时；

[0008] (3)风干后在蜡模上均匀地涂覆三层耐火涂料，从里至外的三层厚度依次为2mm、

2mm、1mm，且相邻两层之间涂覆的时间间隔不小于6小时，在涂覆完第三层耐火材料后再均

匀地洒上两层厚度均为2mm的耐火砂，两层耐火砂之间涂覆时间间隔不小于6小时，在涂覆

完耐火砂之后将蜡模放入质量百分数为26％的NaCl溶液中，待蜡模的表面硬化出一层外壳

时取出风干；

[0009] (4)将上述表面硬化处理完的蜡模放入烘干炉中烘干或放入92～98℃的热水中浸

泡，促使被硬化处理后蜡模熔化流出并回收，以便获取蜡模表面的未熔化的硬质外壳，该硬

质外壳作为齿圈的成型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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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5)将所述成型模具置于960～1000℃的高温下烘烤2～3小时；

[0011] (6)齿轮的钢水浇注；将高温烘烤后的成型模具保持在600～700℃的高温下时，向

成型模具的型腔内浇注金属熔液，然后静置、冷却；

[0012] (7)等成型模具型腔内的金属熔液充分冷却凝固后，脱模，切平浇口后去毛刺飞

边，获得所需的齿圈。

[0013] 进一步地，还包括压型腔体，所述压型腔体为圆环状，在压型腔体的其中一个端面

开有一圈所作为所述压型腔的凹槽，所述凹槽槽底设有若干与齿圈端面的轮齿对应的沟

槽。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压型腔体采用快速成型机和激光将网状金属片烧结而成。

[0015] 进一步地，在所述压型腔内壁上涂覆有铸造型粉，所述铸造型粉的组分及各组分

按质量份计为：石英45～65份、半水石膏23份，β型方石英20～27份缓凝剂或促凝剂0.07～

0.13份，消泡剂0.03～0.04份，表面活性剂0.025份。

[0016] 进一步地，向所述压型腔内灌注所述蜡料时的灌注压力为0.3～0.4Mpa，稳压灌注

时间为15～18秒。

[0017] 进一步地，所述耐火涂料包括碱性酚醛树脂基质相、氧化铝的基质相、纳米颗粒

相。

[0018] 进一步地，所述碱性酚醛树脂基质相、氧化铝的基质相、纳米颗粒相的质量比为

2.2：3.5：1。

[0019] 进一步地，所述耐火涂料为水玻璃溶液。

[0020]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采用成型腔来预先制备蜡材料制成的与齿圈相同的蜡模，并采用一系列工

艺在蜡模上涂覆耐火材料等形成硬化层，该硬化层由蜡模熔化后脱落形成，作为ASB齿圈的

铸造成型模具，具备形成齿圈的标准型腔，即根据齿圈准确地逆向生成其成型模具，且采用

耐火材料制成的成型模具比浇筑蜡模时的母模热稳定性等各方面都较好，从而解决了一般

铸造模具对于齿圈铸造稳定性差的问题，使得齿圈采用铸造成型得以实现，相对于目前的

锯、车、铣、磨多道工序加工而言，大大提高了制造效率和成型质量。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齿圈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压型腔体的剖视图。

[0024] 图3为压型腔体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作用更加清楚及易于了解，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阐述：

[0026]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齿圈的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27] (1)制作蜡模；蜡料的原材料为石蜡、蜂蜡、硬脂酸和松香按质量比为4:1.5:3.5:1

均匀混合而成。在制作时将混合好的蜡料装入搅拌装置内进行均匀搅拌且同时将所述蜡料

加热维持在40～44℃，至少搅拌30分钟，保证所有蜡料呈均匀的糊状，将搅拌好的糊状的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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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灌入压型腔内，所述压型腔可以浇筑出与齿圈形状结构一致的蜡模，在灌入糊状的蜡料

时，应不停地翻转压型腔，促使蜡料在压型腔内均匀填充以形成齿圈状的蜡模，待糊状的蜡

料完全冷却后便可从压型腔中取出，去毛刺飞边后得到蜡模。采用上述比例的蜡料配比辅

以上述制作方法可以得到精度较高的蜡模，为制作出寿命更长更稳定的齿圈成型模具奠定

坚实的基础。

[0028] (2)在所述蜡模表面涂覆一层浆液，所述浆液由锆粉与硅溶胶粘结剂按质量比为

2:3配制而成，所述浆液的粘度值为37～43秒，采用110目的锆砂在被浸泡涂覆过浆液的蜡

模表面人工浮砂，待人工浮砂之后清理残留浆液和锆砂，蜡模采用微风风干，所述微风的风

速为0.6～1.3m/s，风干时间为5～6小时。本道工序的浆液配比和黏度值及相应的处理方法

可使蜡模表面附着的锆更加均匀、牢靠。

[0029] (3)风干后在蜡模上均匀地涂覆三层耐火涂料，从里至外的三层厚度依次为2mm、

2mm、1mm，分层涂覆有利于耐火涂料的均匀附着，耐火材料对成型模具质量好坏起着重要作

用，因此其均匀附着必须纳入制作关键步骤予以确保。为保证涂覆效果，相邻两层之间涂覆

的时间间隔不小于6小时，宜处于6到12小时。在涂覆完第三层耐火材料后再均匀地洒上两

层厚度均为2mm的耐火砂，进一步强化其耐火性能，两层耐火砂之间涂覆时间间隔不小于6

小时，以6到12小时为宜，在涂覆完耐火砂之后将蜡模放入质量百分数为26％的NaCl溶液

中，待蜡模的表面硬化出一层外壳时取出风干。

[0030] (4)将上述表面硬化处理完的蜡模放入烘干炉中烘干，或者放入92～98℃的热水

中浸泡，促使被硬化处理后的蜡模熔化流出，并根据需要作回收处理，提高蜡料的利用率；

然后可以获取蜡模表面的未熔化的硬质外壳，该未熔化的硬质外壳即为齿圈的成型模具，

其形状结构与压型腔所在的母模相似但精度和稳定性均高于母模。

[0031] (5)将所述成型模具置于960～1000℃的高温下烘烤2～3小时；对成型模具进行再

次热强化，提高成型模具的稳定性和使用寿命。

[0032] (6)齿轮的钢水浇注；将高温烘烤后的成型模具保持在600～700℃的高温下时，向

成型模具的型腔内浇注金属熔液，然后静置、冷却，其冷却方式参照现有相关冷却工序执行

即可。

[0033] (7)等成型模具型腔内的金属熔液充分冷却凝固后，脱模，切平浇口后去毛刺飞

边，获得所需的齿圈。

[0034] 进一步地，还包括压型腔体1，即蜡模的母模，如图2—3所示，所述压型腔体1为圆

环状，在压型腔体的其中一个端面开有一圈所作为所述压型腔的凹槽101，所述凹槽101的

槽底设有若干与齿圈端面的轮齿对应的沟槽102，以对应形成齿圈的轮齿。

[0035] 进一步地，所述压型腔体1采用快速成型机和激光将网状金属片烧结而成，可提升

压型腔体1的成型效果，得到更为精确的蜡模，从而为获得更精密的齿圈的成型模具奠定基

础。

[0036] 进一步地，在所述压型腔内壁上涂覆有铸造型粉，所述铸造型粉的组分及各组分

按质量份计为：石英45～65份、半水石膏23份，β型方石英20～27份缓凝剂或促凝剂0.07～

0.13份，消泡剂0.03～0.04份，表面活性剂0.025份。该组分制成的铸造型粉可以保证获得

更为精密准确的蜡模。

[0037] 进一步地，向所述压型腔内灌注所述蜡料时的灌注压力为0.3～0.4Mpa，稳压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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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15～18秒，可确保蜡料灌注时平稳而又相对迅速，尽量填充压型腔的同时防止蜡料

局部过早冷却和整体冷却时差过大。

[0038] 进一步地，所述耐火涂料包括碱性酚醛树脂基质相、氧化铝的基质相、纳米颗粒

相，这三类材料可以采用任意非零的比例进行混合，提升耐火性。

[0039] 进一步地，所述碱性酚醛树脂基质相、氧化铝的基质相、纳米颗粒相的质量比为

2.2：3.5：1，在该最佳配比下获得的成型模具具有优良的耐火性能，大大提升热稳定性。

[0040] 进一步地，所述耐火涂料为水玻璃溶液，采用水玻璃容易不仅便于涂覆在蜡模上，

且其耐火性能较佳，十分利于作为耐火涂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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