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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提高表面质量的气缸套的生产方法。提

供了一种降低原材料消耗，降低后续机械加工的

工作量和制造成本的提高表面质量的气缸套的

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消失模造型；2)浇注

气缸套铸坯，冷凝形成毛坯；3)对气缸套铸坯进

行粗加工；4)热处理；5)平台网纹加工。本发明中

的消失模铸造工艺与传统的普通砂型铸造工艺

之间既具有合金凝固特性方面相近的继承性，又

具有造型工艺上的互补性，显然消失模铸造工艺

具有气缸套产品质量和内部结构稳定性显然提

高，降低了铸件本身的原材料消耗与熔炼金属所

需的能源总量，节能减排，有利于环保；也同时降

低了后续机械加工的工作量和制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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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表面质量的气缸套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消失模造型，在气缸套模具内采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发泡成型，形成与气缸套形状

相同的消失模，消失模粘上采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发泡成型的浇道与浇口；

在消失模表面涂覆涂料层并烘干，将其埋入铸造砂箱内的干砂中；

2)浇注气缸套铸坯，使用低硫低磷生铁进行浇注，冷凝形成毛坯，所述低硫低磷生铁中

硫S＜0.02％、磷P＜0.03％、锰Mn＜0.31％；

3)对气缸套铸坯进行粗加工；

4)热处理，在可控气体的保护下，于320～385℃盐浴炉中进行，热处理的时间为1～3.5

小时，可控气体由体积百分比分别为一氧化碳16％、氢气44％和氮气40％组成；

5)平台网纹加工，在4mm范围内，珩磨网纹的槽深≥4μm的沟槽≥6个，轮廓偏斜度-0.9

～-2.8；

所述铸造砂箱的干砂内设有磁粉，所述磁粉位于所述消失模的四周，所述铸造砂箱的

四周具有内孔，所述铸造砂箱的内孔可拆卸连接设有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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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表面质量的气缸套的生产方法

[0001] 本发明专利申请是申请号：2016101437999，名称：一种气缸套的生产方法，申请

日：2016-03-14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金属材料类，特别涉及一种增压发动机气缸套的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3] 在现有技术中，发动机气缸套采用硼铸铁、硼铜铸铁、铬钼铜铸铁、高磷合金铸铁、

高磷铸铁、高含量铬钼镍铸铁、铬钼铜硼合金铸铁等制造。传统铸造方法通常采用砂型铸

造,生产时,形成产品的外表面形状的铸型和形成内部表面形状的砂芯是分开作业的。其中

造型外模又包括三个部分：产品外形型腔成型模、两个冒口成型模和浇注系统成型模。造型

时，现将三者按照其相对位置关系放置在造型平板上进行造型。取模时，先将两个冒口和直

浇道从上砂箱的背部取出，再从砂箱的正面将产品模型的外模及其连带的横浇道模型取

出，从而形成铸型的上型腔；而砂芯成型可以采取多种方式：黏土砂芯、油砂芯或树脂砂芯。

由于传统的砂型铸造一方面其工艺本身工序繁杂，对从业者的铸造技能依赖性较大，劳动

强度大，砂处理粉尘污染严重，从业人员职业危害较大,这就导致了铸造质量很难稳定，而

且从业人员队伍也不稳定；另一方面，普通砂型铸造出来的铸件尺寸精度低，所以机械加工

余量也就偏大，正常都在5～6mm之间。限于普通砂型造型工艺及砂箱空间大小的双重限制，

每次造型浇注的工艺出品率很低，仅为60％。这不但增加了铸件本身的原材料消耗与熔炼

金属所需的能源总量，也同时加大了后续机械加工的工作量和制造成本。

[0004] 目前，传统砂型铸造方法已不能满足现代化绿色制造的要求,该方法大大增加了

铸件本身的原材料消耗与熔炼金属所需的能源总量，也同时加大了后续机械加工的工作量

和制造成本。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针对以上问题，提供了一种降低原材料消耗，降低后续机械加工的工作量

和制造成本的提高表面质量的气缸套的生产方法。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消失模造型，在气缸套模具内采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发泡成型，形成与气缸套

形状相同的消失模，消失模粘上采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发泡成型的浇道与浇口；

[0008] 在消失模表面涂覆涂料层并烘干，将其埋入铸造砂箱内的干砂中；

[0009] 2)浇注气缸套铸坯，使用低硫低磷生铁进行浇注，冷凝形成毛坯，所述低硫低磷生

铁中硫S＜0.02％、磷P＜0.03％、锰Mn＜0.31％；

[0010] 3)对气缸套铸坯进行粗加工；

[0011] 4)热处理，在可控气体的保护下，于320～385℃盐浴炉中进行，热处理的时间为1

～3.5小时，可控气体由体积百分比分别为一氧化碳16％、氢气44％和氮气40％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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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5)平台网纹加工，在4mm范围内，珩磨网纹的槽深≥4μm的沟槽≥6个，轮廓偏斜度-

0.9～-2.8。

[0013] 所述涂料层具有内层和外层，外层的涂料层内设有磁粉，所述铸造砂箱的四周具

有内孔，所述铸造砂箱的内孔可拆卸连接设有磁铁。

[0014] 所述铸造砂箱的干砂内设有磁粉，所述磁粉位于所述消失模的四周，所述铸造砂

箱的四周具有内孔，所述铸造砂箱的内孔可拆卸连接设有磁铁。

[0015] 本发明在工作中，消失模采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发泡成型经过涂覆涂料并烘干后

进行模型簇的组装，放置在铸造砂箱内，最后在铸造砂箱内实现一次性浇注成形，即气缸套

产品泡沫模型随着熔融金属液的浇注而燃烧气化。

[0016] 在浇注过程中，随着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的热解温度越高，其发气量越大，可通过在

外层涂料层内设置磁粉，通过磁铁进行吸附，形成排气通道，提高涂料层的透气性，方便排

出，提高气缸套的表面质量；

[0017] 或可通过在消失模四周的干砂中设置磁粉，通过磁铁进行吸附，形成干砂的排气

通道，使得气体从涂料层再经过干砂的排气通道排出，提高气缸套的表面质量。

[0018] 浇注气缸套铸坯根据设计要求配方,使用低硫低磷生铁进行浇注，低硫低磷生铁

中的硫S＜0.02％、磷P＜0.03％、锰Mn＜0.31％。

[0019] 热处理是在可控气体的保护下，于320～385℃盐浴炉中进行，热处理的时间为1～

3.5小时，提高气缸套的质量和稳定性。

[0020] 平台珩磨网纹加工是在4mm范围内，珩磨网纹的槽深≥4μm的沟槽≥6个，轮廓偏斜

度SK-0.9～-2.8。平台网纹就是在平整光洁的表面上均匀地拥有窄而深的沟槽，好的平台

网纹其平台粗糙度很低，一般为＜0.2μm而沟槽窄而深，其最大优点是储油能力强，表面耐

磨，同时大大缩短了初期磨合时间，例如国内发动机出厂前需磨合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十几

个小时才达到要求，而国外发动机出厂时接近于零磨合，几分钟就可达到要求。

[0021] 本发明中的消失模铸造工艺与传统的普通砂型铸造工艺之间既具有合金凝固特

性方面相近的继承性，又具有造型工艺上的互补性，消失模铸造工艺提高了气缸套产品质

量及其内部结构稳定性，降低了铸件本身的原材料消耗与熔炼金属所需的能源总量，节能

减排，有利于环保；也同时降低了后续机械加工的工作量和制造成本。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第一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第二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是消失模，2是涂料层，21是内层，22是外层，3是铸造砂箱，4是干砂，5是磁

粉，6是磁铁；

[0025] 图中垂直方向的箭头代表磁铁的动作方向；水平方向代表磁粉的动作方向。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本发明如图1-2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0027] 1)消失模造型，在气缸套模具内采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发泡成型，形成与气缸套

形状相同的消失模1，消失模粘上采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发泡成型的浇道与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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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在消失模表面涂覆涂料层并烘干，将其埋入铸造砂箱3内的干砂4中；在涂料层或

干砂中混入磁粉，通过在铸造砂箱内可拆卸连接磁铁进行吸附，形成排气通道，提高排气效

率和可靠性；磁铁随着流道的流向进行放置，使得产生的气体逐步排出，提高铸坯表面的质

量。

[0029] 2)浇注气缸套铸坯，使用低硫低磷生铁进行浇注，冷凝形成毛坯，所述低硫低磷生

铁中硫S＜0.02％、磷P＜0.03％、锰Mn＜0.31％；

[0030] 3)对气缸套铸坯进行粗加工；

[0031] 4)热处理，在可控气体的保护下，于320～385℃盐浴炉中进行，热处理的时间为1

～3.5小时，可控气体由体积百分比分别为一氧化碳16％、氢气44％和氮气40％组成；

[0032] 5)平台网纹加工，在4mm范围内，珩磨网纹的槽深≥4μm的沟槽≥6个，轮廓偏斜度-

0.9～-2.8。

[0033] 本发明的第一种实施方式如图1所示，所述涂料层2具有内层21和外层22，外层的

涂料层内设有磁粉5，所述铸造砂箱的四周具有内孔，所述铸造砂箱的内孔可拆卸连接设有

磁铁6。

[0034] 通过在外层涂料层内设置磁粉，通过磁铁进行吸附，形成排气通道，提高涂料层的

透气性，方便排出，提高气缸套的表面质量；由于对涂料层进行烘干呈固态，外层涂料层上

磁粉的吸出，不影响涂料层的正常工作。

[0035] 本发明的第二种实施方式如图2所示，所述铸造砂箱的干砂内设有磁粉5，所述磁

粉位于所述消失模的四周，所述铸造砂箱的四周具有内孔，所述铸造砂箱的内孔可拆卸连

接设有磁铁6。

[0036] 通过在消失模四周的干砂中设置磁粉，通过磁铁进行吸附，形成干砂的排气通道，

使得气体从涂料层再经过干砂的排气通道排出，提高气缸套的表面质量；干砂中的磁粉的

吸出，使得周围的干砂适当的松散，形成排气通道，便于气体的排出。

[0037] 在浇注时，磁铁随着浇道的流向逐一放入铸造砂箱四周的内孔中，一方面，保证浇

注前铸造砂箱内的密实性；另一方面，在浇注过程中，气体逐渐产生，通过磁铁的逐步吸附，

使得产生的气体逐步充填排气通道排出，避免气缸套铸件表面受到气体的影响，提高气缸

套表面的质量。

[0038] 工作时，涂料层和干砂能够进行排气，但是排气效率低，使得气体容易积聚，降低

了排气的可靠性，造成铸坯表面质量差；通过设置排气通道，提高了排气效率和可靠性。

[0039] 本发明的生产过程为：

[0040] 一、生产步骤：

[0041] 1、消失模造型：消失模的泡沫模型采用可膨胀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制作泡塑

气化白模，组合浇注系统，气化白模表面刷、喷特制耐高温涂料并烘干。消失模铸造是实型

铸造，直接用产品泡沫模型来造型，无需砂芯。

[0042] 2、将铸造砂箱置于振动工作台上，填入底砂(干砂)振实，刮平，将烘干的气化模放

于底砂上，填满干砂，微振适当时间刮平箱口。

[0043] 3、干砂紧固成型后，进行浇注，白模气化消失，金属液取代其位置。

[0044] 4、待铸件冷凝后翻箱，从松散的干砂中取出铸件，进行下一循环。

[0045] 二、浇注气缸套铸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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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1、选用废钢增碳的合金铸铁或高纯球铁生铁作为生产气缸套的主要金属材料，严

格控制合金化元素的加入量；在中频电炉内熔炼铁水，1520～1580℃出炉。在浇注过程中模

型气化需要吸收热量，消失模设备铸造的浇注温度应略高于砂型铸造。

[0047] 2、合金化元素的加入量(％)，其余为Fe：

[0048]

C Si Mn P S

3.1-3.9 2.0-3.0 ＜0.31 ＜0.03 ＜0.02

[0049] 3、对气缸套铸坯进行粗加工。

[0050] 4、热处理：

[0051] 在可控气体保护(由体积百分比分别为一氧化碳16％、氢气44％和氮气40％组成)

的盐浴炉中进行，热处理320-385℃，1-3.5小时。控制热变形量在±0.2mm之内。

[0052] 热处理后取样、金相检查并测定硬度。

[0053] 5、平台珩磨网纹处理：

[0054] 在4mm范围内，珩磨网纹的槽深≥4μm的沟槽≥6个，轮廓偏斜度SK-0.9～-2.8。

[0055] 6、检验、出合格证、包装。

[0056] 二、产品性能指标：

[0057] 通过台架试验及线路运用考核试验：采用本发明方法生产的气缸套的性能可以达

到增压发动机的要求。

[0058] 1、气缸套主要尺寸(mm):

[0059]

内径尺寸 外径尺寸 上法兰外径 总高

228.6 296 310 580

[0060] 2、服役条件:

[0061] 几何压缩比

[0062]

[0063] 3、合金化元素加入后化学成分(％)

[0064]

C Si Mn P S

3.3 2.5 0.26 0.028 0.019

[0065] 4、合金铸铁金相组织

[0066] 珠光体96-100％。

[0067] 5、材质机械性能：抗拉强度≥30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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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6、HB＝207-285

[0069] 采用本发明方法形成的气缸套产品质量和内部结构稳定性显然获得了提高，而且

降低了铸件本身的原材料消耗与熔炼金属所需的能源总量，节能减排，有利于环保；也同时

降低了后续机械加工的工作量和制造成本。

[0070] 消失模铸造工艺集实型铸造、V法铸造工艺的优点为一体，使用干砂固型，原型原

样；铸件尺寸精度高，均匀一致；不下芯，不扣箱，铸件无飞边、毛刺；表面光滑度接近精密铸

造，内部结构稳定，排除、降低了砂眼、气空等铸造缺陷。整个生产过程环保，没有污染。综上

所述，消失模铸造符合当今铸造技术发展的总趋势，有着广阔的前景。与传统铸造技术相

比，消失模铸造技术具有与无伦比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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