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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铸造技术领域内一种水轮机上

冠和外环铸件同箱铸造的方法，采用上冠和外环

同箱铸造，上冠与外环按使用时的装配位置同轴

套设，浇注方向设置：上冠的冠顶平面向上设置

并与外环的顶面平齐；分型面设置于与外环底缘

平齐的位置；底部设置共用的浇注系统，顶部设

置冒口系统，冒口系统包括沿上冠和外环顶部周

向设置的若干个共用冒口和上冠顶部设置的若

干个上冠冒口，在外环外周与共用冒口对应的竖

直方向分别设有与冒口连通的补贴。本发明的上

冠外环铸件的同箱铸造方法，将同规格的上冠和

外环通过同一铸造砂箱同步造型浇注完成，成倍

节省砂料、浇注用瓷管；成倍缩短生产周期及人

工成本，提高产品出品率，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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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轮机上冠和外环铸件同箱铸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上冠和外环同箱铸

造，上冠与外环按使用时的装配位置同轴套设，浇注方向设置：上冠的冠顶平面向上设置并

与外环的顶面平齐；分型面设置于与外环底缘平齐的位置；底部设置共用的浇注系统，顶部

设置冒口系统，所述冒口系统包括沿上冠和外环顶部周向设置的若干个共用冒口和上冠顶

部设置的若干个上冠冒口，在外环外周与共用冒口对应的竖直方向分别设有与冒口连通的

补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轮机上冠和外环铸件同箱铸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上冠和

外环同箱铸造的砂箱分上箱和下箱，所述上箱内设有一号砂芯、二号砂芯、三号砂芯和四号

砂芯；所述浇注系统位于下箱，所述一号砂芯用于成型外环铸件外表面和对应的补贴；所述

二号砂芯用于成型外环铸件的内表面轮廓和分型面以上的上冠铸件的外轮廓；所述三号砂

芯过渡设置于上箱和下箱的中心用于成型上冠铸件的中心孔道的内表面，所述四号砂芯用

于成形外环和上冠的顶面及冒口系统；所述上冠铸件向下凸出外环高度的外弧面通过圆台

式下箱活料一成形，所述下箱活料一对应上冠中心孔的底侧设有用于三号砂芯定位的下芯

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轮机上冠和外环铸件同箱铸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四

号砂芯顶部与三号砂芯对应的位置配合卡套。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轮机上冠和外环铸件同箱铸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一

号砂芯下端对应的分型面一低于二号砂芯下端对应的分型面二1～1.2倍外环厚度，下箱造

型时，通过一环形的下箱活料二形成两分型面高度差的环形凹槽。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轮机上冠和外环铸件同箱铸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一

号砂芯沿回转的周向设有八个，砂芯内设有若干用于冷却外环腔道的冷铁一。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轮机上冠和外环铸件同箱铸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二

号砂芯沿回转的周向设有四个，砂芯内设有用于冷却上冠腔道的冷铁二。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轮机上冠和外环铸件同箱铸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四

号砂芯内设有若干用于冷却上冠顶面的冷铁三。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轮机上冠和外环铸件同箱铸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浇

注系统包括直浇道，所述直浇道底部设有共用横浇道，所述共用横浇道的末端设有两路呈T

型对称分布的一级支浇道，每路一级支浇道上分别连接有二级T型浇道，所述二级T型浇道

的二级支浇道上分别连接有三级支道  ，所述三级支道的一条分支道连接有与外环型腔连

通的外环内浇道，所述三级支道的另一条分支道上连有与上冠的型腔连通的上冠内浇道。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水轮机上冠和外环铸件同箱铸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外

环内浇道沿每个三级支道的分支道上分别分支设有两路，每路外环内浇道对应的外环型腔

的底侧分别设有外环内浇口；所述外环型腔的底部共设有八个外环内浇口，所述二号砂芯

对应上冠内浇道的上冠型腔中部设有上冠内浇口，所述上冠内浇口设有四个。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水轮机上冠和外环铸件同箱铸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上冠

和外环同箱铸造砂型的造型方法包括：

1）分别制作用于造型一号砂芯、二号砂芯、三号砂芯和四号砂芯的一号芯盒、二号芯

盒、三号芯盒、四号芯盒、下箱活料一和下箱活料二；

2)采用步骤1）制作的芯盒分别按所需数量造型一号砂芯、二号砂芯、三号砂芯和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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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芯；

3）砂箱造型：将下砂箱置于造型平台上，在下砂箱内居中位置的造型平台上放置下箱

活料一，再同心放置下箱活料二，组装连接浇注系统，并根据铸件各内浇口的位置固定铺设

浇注系统，再流砂完成下箱砂型；将下砂箱翻箱180°，取出下箱活料一和下箱活料二，放置

上砂箱，在下箱活料二形成的环形凹槽位置分别拼接放置各一号砂芯，在一号砂芯的内周

同心拼接放置各二号砂芯，在下箱活料一的下芯头形成的凹槽内配合放置三号砂芯，然后

在一号砂芯和二号砂芯上侧放置四号砂芯，并在冒口腔的顶部铺设保温砖，在一号砂芯外

侧与浇注系统直浇道对应的位置铺设上箱直浇道，然后流砂造型，完成上箱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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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轮机上冠和外环铸件同箱铸造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砂型铸造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水轮机上冠和外环铸件同箱铸造的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有技术中的水轮机铸钢件砂型铸造领域，一套完整的水轮机包含上冠、外环、

叶片、转轮体，一般铸造方式为将上冠、下环、叶片、转轮体分别单独铸造，加工后，再由专业

公司组配为整体水轮机。现有技术中水轮机主体各部的铸件单独造型方式对于铸造企业来

说，成本极高。铸造原料包括树脂砂使用量、金属材料（砂芯骨架）、砂箱场地以及大量的原

辅材料，每铸造一次，原材料大量消耗一次，且铸造整体出品率（铸件净重/铸件浇注重量）

在30%~50%，冶炼出的钢水得不到有效利用，且人力资源调配和生产周期周转压力将增大，

以本公司生产的某上冠和外环为例，上冠1单独进行铸造生产时，浇注工艺如图1所示，铸件

顶部设有若干冒口2，底部设置浇注系统3，其铸造工艺的轮廓尺寸约φ3000mm*1250mm，需

配备砂箱3500*3500*2000mm高砂箱，准备各口径浇注瓷管12000mm，砂芯骨架1.2t，树脂砂

用量38t。下环4单独造型时，浇注工艺如图2所示，铸件顶部沿环周设置若干冒口5，底部设

置多口进液的注浇系统6，该铸造工艺的轮廓尺寸约φ3400mm*650mm需配备砂箱3500*

3500*1500mm高砂箱，准备各口径浇注瓷管14000mm，砂芯骨架1.4t，树脂砂使用量40t。再计

算单独造型所需要的模具费用、人力资源和场地占用及周期分配，最终此类铸件前期铸造

成本超高，大大降低了铸造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同类铸件的行业竞争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中水轮机的各部件单独铸造生产造成的铸造成本高的问题，

提供一种水轮机上冠和外环铸件同箱铸造的方法，以降低铸造原料用量，提高生产效率和

铸件出品率。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水轮机上冠和外环铸件同箱铸造的方法，采用

上冠和外环同箱铸造，上冠与外环按使用时的装配位置同轴套设，浇注方向设置：上冠的冠

顶平面向上设置并与外环的顶面平齐；分型面设置于与外环底缘平齐的位置；底部设置共

用的浇注系统，顶部设置冒口系统，所述冒口系统包括沿上冠和外环顶部周向设置的若干

个共用冒口和上冠顶部设置的若干个上冠冒口，在外环外周与共用冒口对应的竖直方向分

别设有与冒口连通的补贴。

[0005] 本发明的上冠外环铸件的同箱铸造方法，将同一配套规格的上冠和外环通过同一

铸造砂箱同步造型浇注完成，成倍节省砂料、浇注用瓷管；成倍缩短生产周期及人工成本，

提高产品出品率，共用的冒口系统也明显减少浇注液的用量，在同一规格的水轮机主体部

件的铸造生产中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率。

[0006] 为便于砂箱造型，上冠和外环同箱铸造的砂箱分上箱和下箱，所述上箱内设有一

号砂芯、二号砂芯、三号砂芯和四号砂芯；所述浇注系统位于下箱，所述一号砂芯用于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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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环铸件外表面和对应的补贴；所述二号砂芯用于成型外环铸件的内表面轮廓和分型面以

上的上冠铸件的外轮廓；所述三号砂芯过渡设置于上箱和下箱的中心用于成型上冠铸件的

中心孔道的内表面，所述四号砂芯用于成形外环和上冠的顶面及冒口系统；所述上冠铸件

向下凸出外环高度的外弧面通过圆台式下箱活料一成形，所述下箱活料一对应上冠中心孔

的底侧设有用于三号砂芯定位的下芯头。

[0007] 为便于造型时组型定位，所述四号砂芯顶部与三号砂芯对应的位置配合卡套。

[0008] 为便于造型时组型合型，所述一号砂芯下端对应的分型面一低于二号砂芯下端对

应的分型面二1～1.2倍外环厚度，下箱造型时，通过一环形的下箱活料二形成两分型面高

度差的环形凹槽。

[0009] 为简化一号砂芯结构，所述一号砂芯沿回转的周向设有八个，砂芯内设有若干用

于冷却外环腔道的冷铁一。

[0010] 为简化二号砂芯结构，所述二号砂芯沿回转的周向设有四个，砂芯内设有用于冷

却上冠腔道的冷铁二。

[0011] 为保证上冠的冷却，所述四号砂芯内设有若干用于冷却上冠顶面的冷铁三。

[0012] 为保证共用的浇注系统平衡向内外型腔进流，所述浇注系统包括直浇道，所述直

浇道底部设有共用横浇道，所述共用横浇道的末端设有两路呈T型对称分布的一级支浇道，

每路一级支浇道上分别连接有二级T型浇道，所述二级T型浇道的二级支浇道上分别连接有

三级支道  ，所述三级支道的一条分支道连接有与外环型腔连通的外环内浇道，另一路所述

三级支道连接有与上冠型腔连通的上冠内浇道。

[0013] 为进一步保证两腔型平稳进流，所述外环内浇道沿每个三级支道的分支道上分别

分支设有两路，每路外环内浇道对应的外环型腔的底侧分别设有外环内浇口；所述外环型

腔的底部共设有八个外环内浇口，所述二号砂芯对应上冠内浇道的上冠型腔中部设有上冠

内浇口，所述上冠内浇口设有四个。

[0014] 更进一步地，上冠和外环同箱铸造砂型的造型方法包括：

[0015] 1）分别制作用于造型一号砂芯、二号砂芯、三号砂芯和四号砂芯的一号芯盒、二号

芯盒、三号芯盒、四号芯盒、下箱活料一和下箱活料二；

[0016] 2)采用步骤1）制作的芯盒分别按所需数量造型一号砂芯、二号砂芯、三号砂芯和

四号砂芯；

[0017] 3）砂箱造型：将下砂箱置于造型平台上，在下砂箱内居中位置的造型平台上放置

下箱活料一，再同心放置下箱活料二，组装连接浇注系统，并根据铸件各内浇口的位置固定

铺设浇注系统，再流砂完成下箱砂型；将下砂箱翻箱180°，取出下箱活料一和下箱活料二，

放置上砂箱，在下箱活料二形成的环形凹槽位置分别拼接放置各一号砂芯，在一号砂芯的

内周同心拼接放置各二号砂芯，在下箱活料一的下芯头形成的凹槽内配合放置三号砂芯，

然后在一号砂芯和二号砂芯上侧放置四号砂芯，并在冒口腔的顶部铺设保温砖，在一号砂

芯外侧与浇注系统直浇道对应的位置铺设上箱直浇道，然后流砂造型，完成上箱造型。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现有技术中上冠的铸造工艺图。

[0019] 图2为现在技术中外环的铸造工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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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3为本发明的同箱铸造方法中上冠和外环同轴套设的位置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的上冠和外环同箱铸造的砂型结构示意图（不含冒口和浇注系统）。

[0022] 图5为本发明的水轮机上冠和外环铸件同箱铸造的铸造工艺图的立体图（沿斜上

方向）。

[0023] 图6本发明的水轮机上冠和外环铸件同箱铸造的铸造工艺图的立体图（沿斜下方

向）。

[0024] 图7为一号芯盒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为一号砂芯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9为二号芯盒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0为二号砂芯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1为三号芯盒的示意图。

[0029] 图12为中号砂芯的示意图。

[0030] 图13为四号芯盒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4为四号砂芯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5下箱造型的示意图。

[0033] 图16为图14的轴向剖面图。

[0034] 图17为下箱造型后翻箱进行上箱造型的示意图一。

[0035] 图18为下箱造型后翻箱进行上箱造型的示意图二。

[0036] 图19为下箱造型后翻箱进行上箱造型的示意图三。

[0037] 1上冠；2冒口；3浇注系统；4外环；5冒口；6浇注系统；7上冠冒口；7a上冠冒口腔；8

共用冒口；8a共用冒口腔；9共用的浇注系统；901直浇道；902共用横浇道；903一级支浇道；

904二级T型浇道；905二级支道；906外环内浇道；907上冠内浇道；908上冠内浇口；10a分型

面一；10b分型面二；11一号芯盒；12冷铁一；13补贴；14一号砂芯；15二号芯盒；16冷铁二；17

内浇口；18试块；19二号砂芯；20三号芯盒；21三号砂芯；23四号芯盒；24冷铁三；25四号砂

芯；26下箱；27下箱活料一；28下箱活料二；29上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

[0039] 本实施例的上冠1和外环4铸件的结构如图3所示，用于水轮机时为同心套装的回

转体结构。

[0040] 如图3—19所示，本实施例采用上冠1和外环4同箱铸造，上冠1与外环4按使用时的

装配位置同轴套设，沿浇注方向上，上冠1外缘和外环4顶部周向设置的若干个共用冒口8和

上冠1连通的补贴13，上冠1的顶部还设置若干个用于上冠补缩的上冠冒口7。分型面设置于

与外环底缘平齐的位置；底部设置共用的浇注系统9。

[0041] 为便于砂箱造型，如图3-5所示，上冠1和外环2同箱铸造的砂箱沿分型面10a/10b

分为上箱29和下箱26，上箱29内设有一号砂芯14、二号砂芯19、三号砂芯21和四号砂芯25；

浇注系统位于下箱26内，一号砂芯14用于成型外环4铸件外表面和对应的补贴13；二号砂芯

19用于成型外环4铸件的内表面轮廓和分型面以上的上冠1铸件的外轮廓；三号砂芯21过渡

设置于上箱29和下箱26的中心用于成型上冠1铸件的中心孔道的内表面，四号砂芯25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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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形外环4和上冠1的顶面及冒口系统；上冠1铸件向下凸出外环2高度的外弧面，也是分型

面10b以下的上冠1的外弧面，通过圆台式下箱活料一27成形，下箱活料一27对应下冠中心

孔的底侧设有用于三号砂芯21定位的下芯头27a。为便于三号砂芯四号砂芯25顶部与三号

砂芯21对应的位置配合卡套。

[0042] 为便于造型时组型合型，一号砂芯14下端对应的分型面一10a低于二号砂芯19下

端对应的分型面二10b约1～1.2倍外环厚度，下箱造型时，通过一环形的下箱活料二28形成

两分型面高度差的环形凹槽，如图16所示。

[0043] 共用的浇注系统9如图6所示，包括直浇道901，直浇道901底部设有共用横浇道

902，共用横浇道902的未端设有两路呈T型对称分布的一级支浇道903，每路一级支浇道903

上分别连接有二级T型浇道904，二级T型浇道904的二级支浇道上分别连接有三级支道905 

，三级支道905的一条分支道连接有与外环型腔连通的外环内浇道906，三级支道905的另一

条分支道上连有与上冠的型腔连通的上冠内浇道907。为进一步保证两型腔内平稳进流，外

环内浇道906沿每个三级支道905的分支道上分别分支设有两路，每路外环内浇道906对应

的外环型腔的底侧分别设有外环内浇口；外环腔型的底部共设有八个外环内浇口，二号砂

芯19对应上冠内浇道907的上冠型腔中部设有上冠内浇口908，上冠内浇口908设有四个。

[0044] 本实施例的上冠1和外环4同箱铸造砂型的具体造型方法包括：

[0045] 1）分别制作用于造型一号砂芯14、二号砂芯19、三号砂芯21和四号砂芯25的一号

芯盒11、二号芯盒15、三号芯盒20、四号芯盒23、下箱活料一27和下箱活料二28。

[0046] 设计制作一号砂芯14时，为简单砂芯结构，一号砂芯14沿回转的周向分设为八个，

对应的一号芯盒11也为八个，根据铸造工艺中的补贴13位置，各一号砂芯14和一号芯盒对

应的位置分别设置补贴腔，一号砂芯14内设有若干用于冷却外环腔道的冷铁一12。同样地，

二号砂芯19沿回转的周向设有四个，二号砂芯19内设有用于冷却上冠腔道的冷铁二16，为

便于向客户交货时进行材料检测，在二号砂芯对应上冠1的外表面设有若干个试块18，该试

块18检测时沿铸件表面切割，不影响铸件的尺寸要求，同时在二号砂芯19对应上冠的型腔

的浇注进液位置预留浇注口17，二号砂芯19的各工艺结构对应的在二号芯盒15内设置；三

号砂芯21通过三号芯盒20造型而成，为一实芯的回转结构，同时在三号砂芯21的底部设置

轴向加长的下芯头，顶部设有加向加长的上芯头，与四号砂芯25配合卡套定位；四号砂芯25

通过四号芯盒23造型而成，为保证上冠的冷却，四号砂芯25内设有若干用于冷却上冠顶面

的冷铁三24。四号砂芯25内顶侧对应三号砂芯21上芯头的位置设有内凹的卡套结构。

[0047] 2)按步骤1）设计制作的芯盒分别造型所需数量一号砂芯14、二号砂芯19、三号砂

芯21和四号砂芯25；

[0048] 3）砂箱造型：如图15和图16所示，将下砂箱26置于造型平台上，在下箱26内居中位

置的造型平台上放置下箱活料一27，再同心放置下箱活料二28，按浇注位置组装连接共用

浇注系统的各瓷管，并根据铸件各内浇口的位置固定铺设浇注系统，再流砂完成下箱砂型；

如图17和图18所示，将下砂箱翻箱180°，取出下箱活料一27和下箱活箱二28，在下砂活料二

28对应的环周形成一环形凹槽，用于定位放置一号砂芯19；在翻箱后下箱上放置上箱29，在

下箱活料二28形成的环形凹槽位置分别拼接放置各一号砂芯14，在一号砂芯14的内周同心

拼接放置各二号砂芯19，在下箱活料一27下芯头形成的凹槽内配合放置三号砂芯21，然后，

如图19所示，在一号砂芯14和二号砂芯19上侧放置四号砂芯25，并使三号砂芯21的上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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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四号砂芯25内顶侧的卡套配合，然后在冒口腔的顶部铺设保温砖，在一号砂芯14外侧与

浇注系统直浇道901对应的位置铺设上箱直浇道，然后流砂造型，完成上箱造型。

[0049] 本发明的上冠外环铸件的同箱铸造方法，将同一配套规格的上冠和外环通过同一

铸造砂箱同步造型浇注完成，成倍节省砂料、浇注用瓷管；成倍缩短生产周期及人工成本，

提高产品出品率，共用的冒口系统也明显减少浇注液的用量，在同一规格的水轮机主体部

件的铸造生产中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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