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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善铸造缺陷的铝合金铸造模具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铝合金铸造的技术领域，尤其是

涉及一种改善铸造缺陷的铝合金铸造模具，包括

前后放置的前模和后模，前模与后模围成型腔、

流道及浇口，流道一端通至浇口、另一端通至型

腔，所述浇口位于前模和后模的顶部，流道包括

主流道和支流道，浇口位于主流道顶部，支流道

一端连接主流道、另一端连接型腔，且支流道与

型腔连接口的底部位置高于支流道与主流道连

接口的底部位置，支流道与型腔的连接口低于浇

口；前模和后模还围成冒口成型腔，冒口成型腔

位于型腔顶部正上方，冒口成型腔顶部通至前模

和后模的上表面、底部通至型腔。本发明通过冒

口和流道将固渣与产品隔离，于是产品内的缺陷

大大减少，产品质量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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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善铸造缺陷的铝合金铸造模具，包括前后放置的前模（1）和后模（2），前模（1）

与后模（2）围成型腔（3）、流道（4）及浇口（5），流道（4）一端通至浇口（5）、另一端通至型腔

（3），其特征在于：所述浇口（5）位于前模（1）和后模（2）的顶部，流道（4）包括主流道（6）和支

流道（7），浇口（5）位于主流道（6）顶部，支流道（7）一端连接主流道（6）、另一端连接型腔

（3），且支流道（7）与型腔（3）连接口的底部位置高于支流道（7）与主流道（6）连接口的底部

位置，支流道（7）与型腔（3）的连接口低于浇口（5）；前模（1）和后模（2）还围成冒口成型腔

（8），冒口成型腔（8）位于型腔（3）顶部正上方，冒口成型腔（8）顶部通至前模（1）和后模（2）

的上表面、底部通至型腔（3）；支流道（7）与主流道（6）连接口的最低位置与主流道（6）底壁

的高度差为10-20c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善铸造缺陷的铝合金铸造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流

道（6）连接支流道（7）处设有扩大腔（9），扩大腔（9）在水平方向的截面面积大于主流道（6）

在水平方向的截面面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改善铸造缺陷的铝合金铸造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扩大

腔（9）在前模（1）上的正投影呈圆角矩形，主流道（6）呈直长状，圆角矩形长度方向的中轴线

与主流道（6）的中轴线共线。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改善铸造缺陷的铝合金铸造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流

道（7）与扩大腔（9）的连接口位于圆角矩形的长边范围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善铸造缺陷的铝合金铸造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流

道（6）呈竖直状，主流道（6）从上至下的水平截面面积逐渐减小。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改善铸造缺陷的铝合金铸造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流

道（6）两侧均设有型腔（3），两个型腔（3）关于主流道（6）的中轴线对称。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善铸造缺陷的铝合金铸造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型腔

（3）的轮廓呈圆形，支流道（7）与型腔（3）的连接口位于型腔（3）轮廓的水平直径下方、型腔

（3）轮廓的底部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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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善铸造缺陷的铝合金铸造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铝合金铸造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改善铸造缺陷的铝合金铸造

模具。

背景技术

[0002] 在铸造合金中，铸造铝合金的应用最为广泛，是其它合金所无法比拟的。由于铝合

金各组元不同，从而表现出合金的物理、化学性能均有所不同，结晶过程也不尽相同。故必

须针对铝合金特性，合理选择铸造方法，才能防止或在许可范围内减少铸造缺陷的产生，从

而优化铸件。

[0003] 缩孔和疏松是铸件的主要缺陷之一，产生的原因是液态收缩大于固态收缩。生产

中发现，铸造铝合金凝固范围越小，越容易形成集中缩孔，凝固范围越宽，越容易形成散性

缩孔。因此，在设计中必须使铸造铝合金符合顺序凝固原则，即铸件在液态到凝固期间的体

收缩应得到合金液的补充，使缩孔和疏松集中在铸件外部冒口中。

[0004] 授权公告号为CN202762954U的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避免铸造缺陷的模具，型腔的

内壁上于易形成铸造缺陷处设有多条相交的条形槽，利用条形槽增加铸造件和模具之间的

结合面积，避免铸造件在此处产生铸造缺陷，但是这种方式会导致铸造件脱模困难。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改善铸造缺陷的铝合金铸造模具，其具有大大减少铸件

内部缺陷的效果。

[0006]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改善铸造缺陷的铝

合金铸造模具，包括前后放置的前模和后模，前模与后模围成型腔、流道及浇口，流道一端

通至浇口、另一端通至型腔，所述浇口位于前模和后模的顶部，流道包括主流道和支流道，

浇口位于主流道顶部，支流道一端连接主流道、另一端连接型腔，且支流道与型腔连接口的

底部位置高于支流道与主流道连接口的底部位置，支流道与型腔的连接口低于浇口；前模

和后模还围成冒口成型腔，冒口成型腔位于型腔顶部正上方，冒口成型腔顶部通至前模和

后模的上表面、底部通至型腔。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铝液从浇口进入流道，铝液先是在主流道最低处聚积，氧

化物等固体下沉，铝液聚积达到一定高度后溢流至型腔内，待型腔内的铝液高出溢流口（支

流道与型腔的连接口）时，溢流口处由铝液凝固形成拦渣墙，溢流口的面积变小，接着通过

低压铸造工艺将后续铝液缓缓注入型腔；型腔内的铝液在升高过程中，液面处先接触冷铁

便先降温凝固，不断上升的铝液将液面处凝固物送入冒口成型腔中，于是型腔中的产品缺

陷大大减少，产品质量得到了提高。

[0008] 优选的，所述支流道与主流道的连接口高于主流道的底部。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主流道及主流道与支流道的连接处有足够大的空间，

用于容纳铝液中无法溢流至型腔的固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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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的，所述主流道连接支流道处设有扩大腔，扩大腔在水平方向的截面面积大

于主流道在水平方向的截面面积。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计主流道的水平截面面积小于扩大腔的水平截面面

积，可减少浇注过程中进入铝液的空气量。

[0012] 优选的，所述扩大腔在前模上的正投影呈圆角矩形，主流道呈直长状，圆角矩形长

度方向的中轴线与主流道的中轴线共线。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可扩大支流道与主流道连接口的高度，从而允许溢流口

处由铝液凝固形成拦渣墙，不必担心拦渣墙封闭铝液流道。

[0014] 优选的，所述支流道与扩大腔的连接口位于圆角矩形的长边范围内。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防止支流道与扩大腔的连接口位置过低，而导致压力将

主流道底部及主流道与支流道连接口处的固渣推入型腔，导致产品中出现大量缺陷。

[0016] 优选的，所述主流道呈竖直状，主流道从上至下的水平截面面积逐渐减小。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铝液向不断变窄的主流道深处流动时，铝液中包裹的空

气被挤出。

[0018] 优选的，所述主流道两侧均设有型腔，两个型腔关于主流道的中轴线对称。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一次成型两个产品，提高了生产效率。

[0020] 优选的，所述型腔的轮廓呈圆形，支流道与型腔的连接口位于型腔轮廓的水平直

径下方、型腔轮廓的底部上方。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最先溢流入型腔中的铝液受重力作用流淌至型腔底部，

在该过程中铝液接触到冷铁，在型腔内壁凝固形成一层薄薄的弧形铝片，弧形铝片凝固收

缩后与型腔内壁脱离，后续溢流入型腔的铝液将弧形铝片铲起至液面上，随着型腔内铝液

的不断升高，弧形铝片最后被挤碎并进入冒口成型腔。

[0022] 设计流道与型腔的连接口位于型腔轮廓的底部上方，而不是直接将连接口设于型

腔轮廓的底部，是为了防止最先进入型腔底部的铝液接触到冷铁快速凝固后直接被后续铝

液积压于型腔底部，导致成型出的产品底部由于内外层凝固有差异而分层，使产品底部容

易脱壳；而设计流道与型腔的连接口位于型腔轮廓的水平直径下方，是为了防止最先进入

型腔内的铝液接触到冷铁形成的弧形铝片过大，而导致弧形铝片破碎后部分残留于产品

内。

[0023] 综上所述，本发明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4] 1 .通过冒口和流道将固渣与产品隔离，于是产品内的缺陷大大减少，产品质量得

到了提高；

[0025] 2.设计流道与型腔的连接口位于一定高度范围内，避免了产品表面分层而容易脱

壳的缺陷产生，也减少了产品内部的固渣含量。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一种改善铸造缺陷的铝合金铸造模具的立体图；

[0027] 图2是一种改善铸造缺陷的铝合金铸造模具的俯视图；

[0028] 图3是图2的A-A向剖视图。

[0029] 图中，1、前模；2、后模；3、型腔；4、流道；5、浇口；6、主流道；7、支流道；8、冒口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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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9、扩大腔。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1] 参照图1，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改善铸造缺陷的铝合金铸造模具，包括前后放置的

前模1和后模2，前模1与后模2合围成浇口5、型腔3（见图3）、流道4（见图3）、冒口成型腔8，浇

口5位于前模1和后模2的顶部。

[0032] 如图3所示，流道4一端通至浇口5，流道4另一端通至型腔3，冒口成型腔8位于型腔

3的顶部正上方，冒口成型腔8顶部通至前模1和后模2的上表面、底部通至型腔3。

[0033] 如图3所示，流道4由主流道6与支流道7连成，上述浇口5位于主流道6的顶部，支流

道7一端连接主流道6、另一端连接型腔3。支流道7与主流道6的连接口高于主流道6的底部，

支流道7与主流道6连接口的最低位置与主流道6底壁的高度差为10-20cm。为了提高生产效

率，可以设置两个型腔3，两个型腔3关于主流道6的中轴线呈中心对称，如此可一次成型两

件产品。

[0034] 如图3所示，支流道7与型腔3连接口的底部位置，高于支流道7与主流道6连接口的

底部位置，并且支流道7的底壁为平直的斜面。浇口5的位置要比型腔3顶部高，支流道7与型

腔3的连接口位于经过型腔3中心的水平线下方，但连接口不位于型腔3底部。

[0035] 如图3所示，型腔3轮廓为圆形的情况下，支流道7与型腔3的连接口位于型腔3轮廓

的水平直径下方、型腔3轮廓的底部上方，如此设计的原因：最先溢流入型腔3中的铝液受重

力作用流淌至型腔3底部，在该过程中铝液接触到冷铁，在型腔3内壁凝固形成一层薄薄的

弧形铝片，弧形铝片凝固收缩后与型腔3内壁脱离，后续溢流入型腔3的铝液将弧形铝片铲

起至液面上，随着型腔3内铝液的不断升高，弧形铝片最后被挤碎并进入冒口成型腔8。

[0036] 设计流道4与型腔3的连接口位于型腔3轮廓的底部上方，而不是直接将连接口设

于型腔3轮廓的底部，是为了防止最先进入型腔3底部的铝液接触到冷铁快速凝固后直接被

后续铝液积压于型腔3底部，导致成型出的产品底部由于内外层凝固有差异而分层，使产品

底部容易脱壳；而设计流道4与型腔3的连接口位于型腔3轮廓的水平直径下方，是为了防止

最先进入型腔3内的铝液接触到冷铁形成的弧形铝片过大，而导致弧形铝片破碎后部分残

留于产品内。

[0037] 如图3所示，主流道6靠近底部处成型有扩大腔9，支流道7连接于扩大腔9的侧部。

扩大腔9在前模1或后模2上的正投影均呈圆角矩形，圆角矩形的最长边呈竖直状，支流道7

与扩大腔9的连接口位于圆角矩形的长边范围内。主流道6呈竖直状，圆角矩形长度方向的

中轴线与主流道6的中轴线共线。主流道6从上至下的水平截面面积逐渐减小，扩大腔9的水

平截面面积大于主流道6的最大水平截面面积。

[0038] 本实施例减少产品缺陷的原理为：铝液从浇口5进入流道4，铝液先是在主流道6最

低处聚积，氧化物等固体下沉，铝液聚积达到一定高度后溢流至型腔3内，待型腔3内的铝液

高出溢流口（支流道7与型腔3的连接口）时，溢流口处由铝液凝固形成拦渣墙，溢流口的面

积变小，接着通过低压铸造工艺将后续铝液缓缓注入型腔3；型腔3内的铝液在升高过程中，

液面处先接触冷铁便先降温凝固，不断上升的铝液将液面处凝固物送入冒口成型腔8中，于

是型腔3中的产品缺陷大大减少，产品质量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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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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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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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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