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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的是砂型铸造技术领域的一种

用于悬浮破碎机下衬板铸造的模具，包括由EPS

材料制作的外皮模样和胎具，所述外皮模样整体

与悬浮破碎机下衬板一致，并沿竖直方向切割成

两块切片一和两块切片二，所述胎具为筒状结

构，切片一和切片二的内侧贴靠在胎具的筒壁

上，所述切片一和切片二的底部与胎具底部之间

设有环形的凹槽，所述凹槽内设有环形的活动

块。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利用EPS材质代替木

模，模具成本大幅度降低，仅为原来的1/4，模具

生产周期大幅度缩短，并且披缝大幅度减少约

40％，模具、造型劳动强度大幅度降低，脱模轻

松，操作轻便，一副下衬板EPS模具能重复使用20

次以上，特别适合高大薄壁铸件的单件小批量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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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悬浮破碎机下衬板铸造的模具，其特征是：包括由EPS材料制作的外皮模样(1)

和胎具(2)，所述外皮模样(1)整体与悬浮破碎机下衬板一致，并沿竖直方向切割成两块切

片一(11)和两块切片二(12)，所述胎具(2)为筒状结构，切片一(11)和切片二(12)的内侧贴

靠在胎具(2)的筒壁上，所述切片一(11)和切片二(12)的底部与胎具(2)底部之间设有环形

的凹槽，所述凹槽内设有环形的活动块(3)，所述切片一(11)与切片二(12)的切割面与竖直

方向的夹角为15～35°；还包括斜孔模块(4)，所述斜孔模块(4)沿斜孔轴线分成两块，整个

斜孔模块(4)镶嵌在切片一(11)上，与切片一(11)之间有5～10°的拔模斜度，所述活动块

(3)与凹槽之间设有5～10°的拔模斜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悬浮破碎机下衬板铸造的模具，其特征是：所述活动块(3)

和斜孔模块(4)也均由EPS材料制作。

3.采用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模具生产悬浮破碎机下衬板的铸造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a、模型制作，按照悬浮破碎机下衬板的尺寸制作外皮模样、胎具、活动块和斜孔模块；

b、模块组合，先将斜孔模块安装到外皮模样的切片一上，然后将切片一和切片二在胎

具表面进行拼装，最后将活动块卡进外皮模样与胎具底部的凹槽内对整个模型进行固定；

c、造型，将砂箱罩在模型上，先通过放砂压紧形成砂型壳，然后取出胎具，放砂压紧形

成中部砂芯，最后脱去外皮模块；

d、浇注，经清理、打磨、刷涂、烘干后的砂型壳与中部砂芯合模后进行钢水浇注，得到悬

浮破碎机下衬板铸造件。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铸造工艺，其特征是：在造型阶段制作砂型壳时，分为中箱、底箱

和盖箱三个过程，先用中箱罩在外皮模样周围形成砂型壳，然后在中箱底部连接底箱制作

砂型底，最后在中箱底顶部连接盖箱形成砂型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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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悬浮破碎机下衬板铸造的模具及铸造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砂型铸造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悬浮破碎机下衬板铸造的模具

及铸造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高大薄壁型铸件砂型铸造的常规造型方法是将外皮和芯盒模具分别做成木模，然

后先造外型，形成外皮型腔，再用芯盒把砂型全部打出来，最后将砂芯一一放入外皮型腔

中，组合形成铸件形状，再用钢铁水浇注后即可得到铸件。这种传统的常规造型方法在用于

生产单件小批量、高大薄壁铸件时，就存在模具成本太高、保证铸件尺寸困难、落砂披缝较

多等缺点。特别是在模具成本和砂芯组合方面，由于木材供应日趋紧张且价格居高不下，木

模制作费用较高，且制作木模通常比较困难，工作劳动强度大，周期长，长期存放后再使用

时木模经常出现变形、裂纹等状况，基本无法重复使用。组合砂芯时，往往因为砂芯较多，操

作空间狭窄，经常出现落砂、砂芯漂移、密缝不严等现象，废品率居高不下。

发明内容

[0003] 为克服现有用于高大薄壁型铸件的模具在制作和使用中存在的上述不足，本发明

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成本低、生产周期短、生产效率高的用于悬浮破碎机下衬

板铸造的模具及铸造工艺。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用于悬浮破碎机下衬板铸造的模具，包括由EPS材料制作的外皮模样和胎具，所述

外皮模样整体与悬浮破碎机下衬板一致，并沿竖直方向切割成两块切片一和两块切片二，

所述胎具为筒状结构，切片一和切片二的内侧贴靠在胎具的筒壁上，所述切片一和切片二

的底部与胎具底部之间设有环形的凹槽，所述凹槽内设有环形的活动块。

[0006] 进一步的是，还包括斜孔模块，所述斜孔模块沿斜孔轴线分成两块，整个斜孔模块

镶嵌在切片一上，与切片一之间有5～10°的拔模斜度。

[0007] 进一步的是，所述切片一与切片二的切割面与竖直方向的夹角为15～35°。

[0008] 进一步的是，所述活动块与凹槽之间设有5～10°的拔模斜度。

[0009] 进一步的是，所述活动块和斜孔模块也均由EPS材料制作。

[0010] 采用上述模具生产悬浮破碎机下衬板的铸造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11] a、模型制作，按照悬浮破碎机下衬板的尺寸制作外皮模样、胎具、活动块和斜孔模

块；

[0012] b、模块组合，先将斜孔模块安装到外皮模样的切片一上，然后将切片一和切片二

在胎具表面进行拼装，最后将活动块卡进外皮模样与胎具底部的凹槽内对整个模型进行固

定；

[0013] c、造型，将砂箱罩在模型上，先通过放砂压紧形成砂型壳，然后取出胎具，放砂压

紧形成中部砂芯，最后脱去外皮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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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d、浇注，经清理、打磨、刷涂、烘干后的砂型壳与中部砂芯合模后进行钢水浇注，得

到悬浮破碎机下衬板铸造件。

[0015] 进一步的是，在造型阶段制作砂型壳时，分为中箱、底箱和盖箱三个过程，先用中

箱罩在外皮模样周围形成砂型壳，然后在中箱底部连接底箱制作砂型底，最后在中箱底顶

部连接盖箱形成砂型盖。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利用EPS材质代替木模，模具成本大幅度降低，仅为原来的

1/4，模具生产周期大幅度缩短，并且披缝大幅度减少约40％，模具、造型劳动强度大幅度降

低，脱模轻松，操作轻便，一副下衬板EPS模具能重复使用20次以上，特别适合高大薄壁铸件

的单件小批量生产。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坯壳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胎具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切片一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本发明切片二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是本发明活动块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是本发明斜孔模块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是本发明装配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标记为，1-外皮模样，2-胎具，3-活动块，4-斜孔模块，11-切片一，12-切片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6] 如图1～7所示，本发明包括由EPS材料制作的外皮模样1和胎具2，所述外皮模样1

整体与悬浮破碎机下衬板一致，并沿竖直方向切割成两块切片一11和两块切片二12，所述

胎具2为筒状结构，切片一11和切片二12的内侧贴靠在胎具3的筒壁上，所述切片一11和切

片二12的底部与胎具2底部之间设有环形的凹槽，所述凹槽内设有环形的活动块3。外皮模

样1和胎具2可以采用注塑成型、机床加工或3D打印等技术进行制作，外皮模样1在成型后再

进行切割，切割后的形状如图3、图4所示，切片一11和切片二12的形状和大小根据悬浮破碎

机下衬板的结构形状进行选取，切片一11带有复杂结构面，切片二12为较大且平整的面。设

置凹槽和活动块3是为了方便模型组装和脱模。

[0027] EPS材料即为聚苯乙烯，是一种轻型高分子聚合物，具有良好的塑型和硬度，采用

EPS材料来制作外皮模样1和胎具2，成型比较容易，并且不像木材那样容易变形。传统的木

模只能采用大量木块进行拼接，生产周期较长，一般要23天左右，并且容易形成披缝和变

形。而采用EPS材料，可以直接生产大块的模型，减小拼接，从而能缩短生产周期，只需7天左

右，并且能大幅减少披缝，降低工人造型劳动强度。

[0028] 由于悬浮破碎机下衬板上具有两处斜孔，传统的木模没有对孔型专门做模，导致

斜孔定位误差较大，在5mm以上。本发明通过专门设置一个斜孔模块4来提高斜孔精度，所述

斜孔模块4沿斜孔轴线分成两块，整个斜孔模块4镶嵌在切片一11上，与切片一11之间有5～

10°的拔模斜度。通过设置斜孔模块4，斜孔的成型误差在1mm左右，精度大大提高。将斜孔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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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4分为两块，以及设置5～10°的拔模斜度是为了便于后续脱模。

[0029] 同样为了便于后续脱模，所述切片一11与切片二12的切割面与竖直方向的夹角为

15～35°，即切片一11和切片二12均为锥形结构。所述活动块3与凹槽之间设有5～10°的拔

模斜度。

[0030] 采用上述模具生产悬浮破碎机下衬板的铸造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31] a、模型制作，按照悬浮破碎机下衬板的尺寸制作外皮模样、胎具、活动块和斜孔模

块；

[0032] b、模块组合，先将斜孔模块安装到外皮模样的切片一上，然后将切片一和切片二

在胎具表面进行拼装，最后将活动块卡进外皮模样与胎具底部的凹槽内对整个模型进行固

定；

[0033] c、造型，将砂箱罩在模型上，先通过放砂压紧形成砂型壳，然后取出胎具，放砂压

紧形成中部砂芯，最后脱去外皮模块；

[0034] d、浇注，经清理、打磨、刷涂、烘干后的砂型壳与中部砂芯合模后进行钢水浇注，得

到悬浮破碎机下衬板铸造件。

[0035] 进一步的，在造型阶段制作砂型壳时，分为中箱、底箱和盖箱三个过程，首先将拼

装好的模型大头朝下放置在平板上，然后套入砂箱，摆好直浇道、横浇道、内浇道、定位装

置，最后逐层放砂、紧实，斜孔部位填砂需紧实并插入大铁钉增加斜孔部位砂芯强度，中箱

造型完成。待型砂完全硬化后，撒分型砂，套入底箱，底箱四周与中箱平齐，然后放砂，硬化

后用箱卡将底箱和中箱联接稳固，翻转砂箱，放砂继续做盖箱。盖箱完全硬化后，吊离盖箱，

再次翻转中箱和底箱，去掉箱卡，吊离底箱，轻压胎具，轻松脱模，然后再将底箱与中箱用箱

卡联接稳固，翻转砂箱。现在底箱芯头四周垫一层废报纸，底部撒分型砂，然后放砂、紧实，

制作中部砂芯，砂芯中预埋起吊装置，硬化后轻松吊起中部砂芯，清理干净，略微打磨后砂

芯制作即可完成。

[0036] 本发明利用EPS材质代替木模，模具成本大幅度降低，仅为原来的1/4，模具生产周

期大幅度缩短，并且披缝大幅度减少约40％，模具、造型劳动强度大幅度降低，脱模轻松，操

作轻便，一副下衬板EPS模具能重复使用20次以上，特别适合高大薄壁铸件的单件小批量生

产，具有很好的实用性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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