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80002271.1

(22)申请日 2019.05.28

(85)PCT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日

2019.11.04

(86)PCT国际申请的申请数据

PCT/JP2019/021113 2019.05.28

(87)PCT国际申请的公布数据

WO2020/240701 JA 2020.12.03

(71)申请人 特殊电极株式会社

地址 日本兵库县

(72)发明人 中村茂之　永田雄大　

(74)专利代理机构 中原信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责任公司 11219

代理人 高培培　赵晶

(51)Int.Cl.

B22D 18/04(2006.01)

B22C 9/06(2006.01)

B22D 17/22(2006.01)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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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的铸造机模具的预热装置对由

上模(1)和下模(2)构成的铸造机模具进行加热，

其特征在于，具备配置于上模(1)与下模(2)之间

的加热箱(3)、在加热箱(3)的外侧产生热风的热

风发生器(4)、用于在加热箱(3)内将来自热风发

生器(4)的热风送入模具内部的热风导入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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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铸造机模具的预热装置，对由上模和下模构成的铸造机模具进行加热，其特征

在于，具备：

加热箱，其配置于上模与下模之间；

热风发生器，其在加热箱的外侧产生热风；及

热风导入管，其配置于在加热箱内，用于将来自热风发生器的热风送入模具内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铸造机模具的预热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加热箱比上模及下模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铸造机模具的预热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热风导入管由内侧管和外侧管的双层管构成，

在内侧管和外侧管之间形成有空隙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铸造机模具的预热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热风导入管的前端部由耐热性比所述热风导入管的主体部高的材质构成，

所述前端部和所述主体部焊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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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机模具的预热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用于对低压铸造机等的模具进行预热的预热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用零件等通过将熔融金属向模具注入并进行铸造来制造，例如，在汽车用发

动机的汽缸盖的制造中使用低压铸造机。在基于低压铸造机的汽车用零件的制造中，为了

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进行模具的预热。即，通过在注入熔融金属之前预先对模具进行加

热，能够立即开始铸造，实现制造的准备时间的缩短。

[0003] 目前，模具的预热通过利用燃气燃烧器对上模及下模进行加热来进行，例如，专利

文献1中公开有在闭合铸造用模具的状态下，通过从模具的开口部送入燃烧器产生的热风，

对模具进行预热的铸造用模具的预热方法。

[0004] 但是，在利用该燃气燃烧器进行的加热中存在热损失大、加热效率差、运行成本较

大或变大的问题。另外，在安全性的方面也有可能发生燃气泄漏等，为了防止失火总是需要

监视者而花费人力成本。因此，如图1及图2所示，提出了使用筒式加热器的电热式的预热方

法。

[0005] 图1是示意性地表示使用现有的筒式加热器的预热装置的图，图2是其局部俯视

图。使用现有的筒式加热器的预热装置将多个棒状的筒式加热器54和内置筒式加热器的加

热箱53等配置于铸造机的上模51和下模52之间，对模具内部进行加热。

[0006] 现有技术文献

[0007] 专利文献

[0008]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2000-334557号公报

发明内容

[0009] 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10] 由于筒式加热器进行的模具的预热为电热式，所以上述燃气燃烧器进行的加热的

缺点被消除，可以称为有效的加热方法。然而，由于热源留在模具中央部分，所以存在位于

模具的下方的注入熔融金属的内浇道(日语：堰)55的部分、位于其下方的浇口镶块(日语：

湯口入子)56的部分的加热变得不充分的问题。

[0011] 另外，收纳预热电源的加热箱的尺寸在预热原理上存在必须与应预热的模具尺寸

为近似值的制约。在这种尺寸的制约中为了提高加热能力而增加筒式加热器的N数是困难

的。

[0012] 对于这样的问题，还可以考虑将预热的热源设为使用了上述筒式加热器和为了加

热内浇道55、浇口镶块56而送入来自热风发生器的热风的热风导入管的预热装置。

[0013] 然而，提高筒式加热器的发热温度时，有时热风发生器内的密封材料过热，诱发热

风发生器的断线或故障。不仅如此，也存在筒式加热器自身也产生由高温度引起的热变形，

诱发加热器的断线或热电偶的断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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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因此，本发明是鉴于上述的问题点而做出的，其目的在于提供能够确保加热箱内

的空间而设置附加的预热源并且能够全面高效地对模具内部进行加热的铸造机模具的预

热装置。

[0015] 用于解决问题的方案

[0016]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的铸造机模具的预热装置对由上模和下模构成的铸造

机模具进行加热，其特征在于，具备：加热箱，其配置于上模与下模之间；热风发生器，其在

加热箱的外侧产生热风；及热风导入管，其配置于加热箱内，用于将来自热风发生器的热风

送入模具内部。

[0017] 据此，实现能够确保加热箱内的空间，并有设置附加的预热源的空间上的富余，另

外能够对模具内部全面高效地进行加热的铸造机模具的预热装置。

[0018] 在此，所述加热箱也可以比上模及下模大。

[0019] 另外，优选所述热风导入管由内侧管和外侧管的双层管构成，在内侧管和外侧管

之间形成有空隙部。由此，能够减少热损失。

[0020] 而且，优选所述热风导入管的前端部由耐热性比所述热风导入管的主体部高的材

质构成，所述前端部和所述主体部焊接连接。由此，能够延长管的寿命。

[0021] 发明效果

[0022] 如上所述，根据本发明涉及的铸造机模具的预热装置，能够确保加热箱内的空间

而也可以设置附加的预热源，并且能够对模具内部全面高效地进行加热。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表示现有的预热装置的概略图。

[0024] 图2是现有的预热装置的局部俯视图。

[0025] 图3是表示本实施方式涉及的铸造机模具的预热装置的结构的概略图。

[0026] 图4是图3的局部俯视图。

[0027] 图5是表示本实施方式涉及的铸造机模具的预热装置的另一结构的概略图。

[0028] 图6是图5的局部俯视图。

[0029] 图7是表示热风导入管的结构的概略图。

[0030] 图8是表示热风导入管的前端的结构的概略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参照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进行说明。

[0032] 本实施方式涉及的铸造机模具的预热装置是用于对铸造汽车用零件等的铸造机

的模具进行预热的装置。

[0033] 图3是表示本实施方式涉及的铸造机模具的预热装置的结构的概略图，图4是其局

部俯视图。

[0034] 铸造机作为用于浇铸汽车用零件等的模具，具备上模1及下模2。在下模2的下方具

有成为用于供给熔融金属的熔融金属供给路径的内浇道6，用于确保用于从多个内浇道6均

等地浇注的熔融金属积存的浇口镶块设置于内浇道6的下方。

[0035] 在上模1和下模2之间配置有内部具备热源的加热箱3。由于加热箱3是铸造机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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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进行预热的部件，因此包覆加热器的外箱需要由具备耐热性的原材料构成，例如优选设

为不锈钢(SUS)。

[0036] 管道式的热风发生器4的一部分配置于加热箱3内部，热风发生器4作为热源发挥

功能。在配置于加热箱3内的热风发生器4，连接有热风导入管5。

[0037] 热风导入管5是用于将来自热风发生器4的热风送入模具内部的应预热的部位的

管。配置于加热箱3内的热风发生器4及与其连接的热风导入管5用于对上模1及下模2进行

加热，在热风导入管5的前端安装有用于向上模1吹热风的向上热风喷嘴、用于向下模2吹热

风的向下热风喷嘴。为了将上模1和下模2预热至规定的温度，优选通过使向上热风喷嘴的

口径比向下热风喷嘴的口径小，使向下的热风量增多的方式分别吹送的热风量具有差异而

进行调整。

[0038] 进而，在加热箱3的外侧也配置有多个热风发生器4，在加热箱3的内部，与热风发

生器4分别对应地配置有热风导入管5。热风导入管5的前端插入内浇道6，热风从前端排出，

从而利用传热加热对内浇道6、浇口镶块进行预热，能够实现温度保持。

[0039] 将来自配置于加热箱3的外侧的热风发生器4的热风送入模具内部的热风导入管5

正面观察时形成为L字形，供给从分别与上模1、下模2、内浇道6、浇口镶块等需要加热的部

位对应地连接的热风发生器4产生的热风。热风发生器4和热风导入管5可以根据需要加热

的部位适当地变更设置部位。

[0040] 热风导入管5的前端的直径优选根据内浇道6的直径设定。热风导入管5的直径相

对于内浇道6的直径为较低的比例时，热风不与内浇道6接触，内浇道6的加热变得不充分，

相对于内浇道6的直径为较高的比例时，从前端吹送的大部分的热风与内浇道6接触，向浇

口镶块的热供给变得不充分。

[0041] 图4所示的例子表示内浇道6为4处的例子。如在此所示，这样构成的铸造机模具的

预热装置充分确保了加热箱3内的空间也能够设置附加的预热源的程度。另外，热风导入管

5能够适当地设置在需要加热的部位，因此能够全面高效地对模具内部进行加热。

[0042] 接着，对铸造机模具的预热装置的另一结构进行说明。

[0043] 图5是表示铸造机模具的预热装置的另一结构的概略图，图6是其局部俯视图。

[0044] 与图3及图4的上述预热装置的差异点在于，加热箱3a具备比上模1及下模2大的尺

寸，配置于加热箱外的热风发生机的一部分即热风发生机4a配置于加热箱3a内。根据该另

一结构，由于能够在需要加热的部位适当地设置热风导入管5及热风导入管5a，因此，不受

需要为与应预热的模具尺寸的近似值这样的尺寸上的制约，能够使收纳预热电源的加热箱

3a的尺寸比上模1及下模2大，另外，加热箱3a内的空间也能够进一步确保富余，还可以设置

附加的预热源。

[0045] 图7是表示热风导入管的结构的概略图。

[0046] 热风导入管5(5a)使用SUS304等材质而形成，管上游侧的热风的温度(T0)在管下

游侧，温度(T1)降低超过10％。

[0047] 热风导入管5b为外侧的管和内侧管7的双重结构，形成有外侧的管与内侧管之间

的空间即空隙部8。在形成为具有这样的双层管的结构的热风导入管5b的情况下，管上游侧

的热风的温度(T0)能够抑制在管下游侧的温度(T2)降低3％左右，能够降低来自热风发生

机的热风的热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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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图8是表示热风导入管的前端的结构的概略图。

[0049] 进而，热风导入管5b的热风的吹出口即热风导入管前端部9为容易成为高温的部

位(B)，由SUS304等材质构成的主体部与B相比为容易成为低温的部位(A)。因此，在热风导

入管5b上，将热风导入管前端部9形成为SUS310S，通过焊接与SUS304的主体部连接而构成

焊接部10。由此，与仅由SUS304构成热风导入管的情况相比，可将寿命延长到约2倍。这样，

热风导入管5b将总是为高温而担心产生变形、损耗的作为热风吹出口的热风导入管前端部

9设为耐热钢或耐热不锈钢，将其与主体部焊接连接而实现了热风导入管5b的高寿命化。

[0050] 根据这样构成的铸造机模具的预热装置，由于使将来自热风发生器的热风送入模

具内部的热风导入管配置在需要加热的部位，并通过利用热风的传热加热对模具的上模和

下模、还有位于下方的内浇道、浇口镶块等进行加热，因此能够全面高效地对模具内部整体

进行加热。另外，由于热风发生器的全部或一部分配置于加热箱的外侧，所以确保了加热箱

内的空间，还具有设置附加的预热源的空间上的富余。

[0051] 以上，基于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涉及的铸造机模具的预热装置进行了说明，但本发

明不限定于此，在能够实现本发明的目的且不脱离发明的要旨的范围内可进行各种设计变

更，这些都全部包含在本发明的范围内。

[0052] 产业上的可利用性

[0053] 本发明涉及的铸造机模具的预热装置作为低压铸造机等预热装置是有用的，特别

适合作为汽车零件的铸造机的预热装置。

[0054] 符号说明

[0055] 1 上模

[0056] 2 下模

[0057] 3、3a  加热箱

[0058] 4、4a 热风发生器

[0059] 5、5a、5b 热风导入管

[0060] 6 内浇道

[0061] 7 内侧管

[0062] 8 空隙部

[0063] 9 热风导入管前端部

[0064] 10  焊接部

[0065] 51 上模

[0066] 52 下模

[0067] 53  加热箱

[0068] 54  筒式加热器

[0069] 55 内浇道

[0070] 56  浇口镶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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