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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内

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工艺，该工艺通过发动机

飞轮壳潮模砂内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模具实

现，模具包括上型板模、下型板模及浇注系统，上

型板模上设有与上型板模对应的上型块，下型板

模上设有与下型板模对应的下型块，上型板模与

下型板模通过湿型砂造型对合形成模腔，浇注系

统与模腔连通，模腔内设置有热芯盒制成的与模

腔相匹配的覆膜砂芯，该铸造工艺，包括以下步

骤：（1）制芯-（2）造型-（3）将合好的上下型箱用

箱卡锁紧-（4）熔炼浇注-（5）打磨；该铸造工艺简

单易行，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制芯的

效率，减少了铸件砂孔缺陷，提高了铸件表面质

量，大幅度降低了铸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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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内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工艺，该工艺通过发动机飞轮壳

潮模砂内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模具实现，所述模具包括上型板模（5）、下型板模及浇注系

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型板模（5）上设有与上型板模对应的上型块，所述下型板模上设有

与下型板模对应的下型块，所述上型板模与下型板模通过湿型砂造型对合形成模腔，所述

浇注系统与模腔连通，所述模腔内设置有热芯盒制成的与模腔相匹配的覆膜砂芯（6），其

中：

所述热芯盒包括相互对合的热芯盒定模（3）及热芯盒动模（2），所述热芯盒定模（3）和

热芯盒动模（2）之间形成成型汽车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内置覆膜砂芯的型腔，其中：

所述热芯盒动模（2）上设有一组动模支撑脚（1），所述热芯盒动模（2）表面对称设有两

个第一定位杆孔（21），所述热芯盒动模（2）表面还均布四个第一复位杆孔（22）；

所述热芯盒定模（3）的四角分别向外延伸形成定位块（31），所述定位块（31）上设有腰

形定位孔（32），所述热芯盒定模（3）的表面对称设有两个与所述第一定位杆孔（21）相适配

的第二定位杆孔（33），所述热芯盒定模（3）的表面还设有数个射芯孔（34），所述热芯盒定模

（3）的表面对应位置均布四个与所述第一复位杆孔（22）相适配的第二复位杆孔（35）；

所述热芯盒动模（2）相对设置于所述热芯盒定模（3）上，通过定位杆穿过第一定位杆孔

（21）及第二定位杆孔（33）将热芯盒动模（2）与热芯盒定模（3）组装定位，所述热芯盒定模

（3）及热芯盒动模（2）的侧壁上还分别设有用于安装加热管的热芯盒加热管孔（4）；

该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内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工艺，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制芯

根据待铸造产品的形状加工一套覆膜砂芯热芯盒，利用热芯盒及射芯机加工制作出覆

膜砂芯，具体为：

（a）将热芯盒定模安装在射芯机的固定端上，将热芯盒动模安装在射芯机的移动缸工

作平面上，射芯机的移动缸头向射芯机的固定端移动，带动热芯盒动模向热芯盒定模移动，

实现合模；

（b）射芯机从射芯孔向热芯盒定模及热芯盒动模相互对合形成的型腔内射砂，射砂压

力控制在0.5-0.8Mpa,射砂时间控制在15-25秒，覆膜砂芯初步成型；

（c）在热芯盒定模及热芯盒动模的侧壁上的热芯盒加热管孔中安装加热管，加热热芯

盒，加热到210-250度的，固化时间控制在25-30秒，固化成型；

（d）固化成型后，射芯机的移动缸头向远离射芯机的固定端的方向移动，带动热芯盒动

模和热芯盒定模分离，实现开模，得到成型的覆膜砂芯；

（2）造型

根据飞轮壳铸件尺寸制作上型板模、下型板模，根据上、下型板模尺寸留有配套砂箱空

间对应制作潮模砂型腔，具体为：

取上型板模、下型板模及配套的砂箱；

砂箱通过定位销设置于上型板模上，加入潮模砂，震实压紧，脱开上型板模及砂箱，

形成潮模砂上型腔；

砂箱通过定位销设置于下型板模上，加入潮模砂，震实压紧，脱开下型板模及砂箱，形

成潮模砂下型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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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潮模砂下型腔放水平，把制作好的覆膜砂芯放置到潮模砂下型腔内，再将以砂箱为

载体的潮模砂上型腔用合型定位销为基准与以砂箱为载体的潮模砂下型腔合型到位形成

铸型腔；

（3）将合好的潮模砂上下型腔用箱卡锁紧；

（4）熔炼浇注

将铸型置于浇注区，原料熔炼，通过浇注系统向铸型中注入铁液，浇注成型，冷却落砂

分离；

（5）打磨

浇注成型后，取出铸件，对铸件进行抛丸处理打磨处理即可得铸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内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工艺，其特征

在于：所述上型板模根据覆膜砂芯的外部形状设计出凹凸吻合的曲线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内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工艺，其特征

在于：所述射芯孔（34）为两组，每组射芯孔由8个单独的射芯孔围成一个圆，两组射芯孔围

成的圆同圆心。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内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工艺，其特征

在于：所述热芯盒内设置有加强筋（6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内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工艺，其特征

在于：所述覆膜砂芯壁厚最薄处的厚度为12mm。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内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工艺，其特征

在于：所述覆膜砂芯内部设置6-8根加强筋，所述加强筋的筋高为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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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内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覆膜砂砂芯铸造工艺，具体涉及一种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内置功

能化覆膜砂芯铸造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重卡发动机飞轮壳，材质为HT250铜铬合金铸件，一般选用树脂砂或潮模砂铸造工

艺；在树脂砂和潮模砂这二种工艺中，树脂砂因其制造成本高，上量速度慢，不作为大批量

生产首选工艺；所以潮模砂铸造工艺就成为绝大部分铸造企业所采用；

目前我企业生产中国重汽德国曼发动机飞轮壳，也同样采用了潮模砂工艺，148流水线

大批量生产模式；通过实践，铸件内腔用潮模砂自带，因潮模砂高温铁水长时间充刷，出现

砂孔缺陷的比额较大，且铸件表面质量也差，无法满足客户质量要求；所以我们现在选用潮

模砂覆膜砂内置芯的复合工艺；也就是在铸件内腔下置覆膜砂成型砂芯来保证铸件的表面

质量；可目前这种工艺方式存在三大问题，第一，制芯和造型工序劳动强度大，用工成本高；

现在我们每只铸件内置覆膜砂芯单重21公斤，覆膜砂制芯时高温状态下一个人难以完成，

所以配置二人合作完成；第二、同样在造型时，将21公斤覆膜砂型下到型腔内，一个人作业

也无法完成，用二人配合下芯，由于内腔芯与潮模砂外型间隙只有5-6毫米，配合略微不到

位，就会出现处砂，铸件出现大面积砂孔；第三、覆膜砂芯占铸件总成本比较高，我们测算成

本为910.8元/T(覆膜砂材料成本加制芯工资），因此，研发一种能克服以上缺陷的发动机飞

轮壳潮模砂内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工艺成为本领域技术人员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以上现有技术存在的缺点，提出一种发动机

飞轮壳潮模砂内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工艺，该铸造工艺简单易行，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

度，提高了制芯的效率，减少了铸件砂孔缺陷，提高了铸件表面质量，大幅度降低了铸造成

本。

[0004] 本发明解决以上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内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工艺，该工艺通过发动机飞轮壳潮

模砂内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模具实现，模具包括上型板模、下型板模及浇注系统，上型板

模上设有与上型板模对应的上型块，下型板模上设有与下型板模对应的下型块，上型板模

与下型板模通过湿型砂造型对合形成模腔，浇注系统与模腔连通，模腔内设置有热芯盒制

成的与模腔相匹配的覆膜砂芯，其中：

热芯盒包括相互对合的热芯盒定模及热芯盒动模，热芯盒定模和热芯盒动模之间形成

成型汽车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内置覆膜砂芯的型腔，其中：

热芯盒动模上设有一组动模支撑脚，热芯盒动模表面对称设有两个第一定位杆孔，热

芯盒动模表面还均布四个第一复位杆孔；

热芯盒定模的四角分别向外延伸形成定位块，定位块上设有腰形定位孔，热芯盒定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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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面对称设有两个与第一定位杆孔相适配的第二定位杆孔，热芯盒定模的表面还设有数

个射芯孔，热芯盒定模的表面对应位置均布四个与第一复位杆孔相适配的第二复位杆孔；

热芯盒动模相对设置于热芯盒定模上，通过定位杆穿过第一定位杆孔及第二定位杆孔

将热芯盒动模与热芯盒定模组装定位，热芯盒定模及热芯盒动模的侧壁上还分别设有用于

安装加热管的热芯盒加热管孔；

该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内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工艺，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制芯

根据待铸造产品的形状加工一套覆膜砂芯热芯盒，利用热芯盒及射芯机加工制作出覆

膜砂芯，具体为：

（a）将热芯盒定模安装在射芯机的固定端上，将热芯盒动模安装在射芯机的移动缸工

作平面上，射芯机的移动缸头向射芯机的固定端移动，带动热芯盒动模向热芯盒定模移动，

实现合模；

（b）射芯机从射芯孔向热芯盒定模及热芯盒动模相互对合形成的型腔内射砂，射砂压

力控制在0.5-0.8Mpa,射砂时间控制在15-25秒，覆膜砂芯初步成型；

（c）在热芯盒定模及热芯盒动模的侧壁上的热芯盒加热管孔中安装加热管，加热热芯

盒，加热到210-250度的，固化时间控制在25-30秒，固化成型；

（d）固化成型后，射芯机的移动缸头向远离射芯机的固定端的方向移动，带动热芯盒动

模和热芯盒定模分离，实现开模，得到成型的覆膜砂芯；

（2）造型

根据飞轮壳铸件尺寸制作上型板模、下型板模，根据上、下型板模尺寸留有配套砂箱空

间对应制作潮模砂型腔，具体为：

取上型板模、下型板模及配套的砂箱；

砂箱通过定位销设置于上型板模上，加入潮模砂，震实压紧，脱开上型板模及砂箱，

形成潮模砂上型腔；

砂箱通过定位销设置于下型板模上，加入潮模砂，震实压紧，脱开下型板模及砂箱，形

成潮模砂下型腔；

将潮模砂下型腔放水平，把制作好的覆膜砂芯放置到潮模砂下型腔内，再将以砂箱为

载体的潮模砂上型腔用合型定位销为基准与以砂箱为载体的潮模砂下型腔合型到位形成

铸型腔；

（3）将合好的潮模砂上下型腔用箱卡锁紧；

（4）熔炼浇注

将铸型置于浇注区，原料熔炼，通过浇注系统向铸型中注入铁液，浇注成型，冷却落砂

分离；

（5）打磨

浇注成型后，取出铸件，对铸件进行抛丸处理打磨处理即可得铸件。

[0005] 本发明进一步限定的技术方案为：

前述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内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工艺中，上型板模根据覆膜砂芯的

外部形状设计出凹凸吻合的曲线面。

[0006] 技术效果，本发明去除部分由潮模砂替换，把原工艺模具平盖箱重新设计为潮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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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吊砂，用本发明的上型板模替代非功能覆膜砂芯外形模，成型的上型板模根据覆膜砂芯

的外部形状设计出凹凸吻合的曲线面，起到对内置功能化砂芯的定位和压制，以保证砂芯

在型腔的稳定性，这样保证了改进后的内置覆膜砂芯不但起到原工艺覆膜砂芯耐高温辐射

和耐冲刷功能，又不会因为去除砂芯非功能部位，导致定位精度影响，保证了铸件的尺寸精

度等级。

[0007] 前述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内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工艺中，射芯孔为两组，每组

射芯孔由8个单独的射芯孔围成一个圆，两组射芯孔围成的圆同圆心。

[0008] 技术效果，本发明的射口分布设计是根据砂芯形状来确定，主要保证射进去的覆

膜砂将砂芯射实，没有死角。

[0009] 前述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内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工艺中，热芯盒内设置有加强

筋。

[0010] 前述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内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工艺中，覆膜砂芯壁厚最薄处

的厚度为12mm。

[0011] 前述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内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工艺中，覆膜砂芯内部设置6-

8根加强筋，加强筋的筋高为10mm。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首先我分析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铸造工艺使用内置覆膜砂芯的作用，主要是由于潮模

内型腔在高温铁水热辐射及冲刷时热强度不够，易形成砂孔，夹砂缺陷，流痕等铸造缺陷；

主要是浇注过程中的高温区；我们现有浇注工艺采用的是飞轮壳小止口进铁液的底注式铸

造工艺，见图（10），高温铁液热辐射区是飞轮壳内腔上表面，见图（11）的功能面部分，高温

铁液进型腔由于重力作用逐步把型腔的底部下壁布满，在铁液充型过程中是就会对底部上

壁，也就是红色区域面产生热辐射，从而破坏由潮模砂形成红色面的表面强度，由于此处用

潮模砂，就会因潮模砂的强度不够出现砂孔，流痕，充砂夹砂等铸件缺陷；所以原工艺设计

将飞轮壳铸件内腔使用覆膜砂芯成型做出见图（12）；

其次根据我们多次跟踪现场工艺验证，内置覆膜砂芯真正对高温铁液作用面，确实是

覆膜砂内置砂芯图（11）功能面部分；根据这个思路，我们设计出一种汽车发动机飞轮壳潮

模砂内置覆膜砂芯功能化铸造工艺，最大限度去除内置覆膜砂非功能面部分，为实现覆膜

砂功能化砂芯，我们重新设计出一套覆膜砂热芯盒；见图5、图6、由我们重新设计的一套覆

膜砂热芯盒制作出覆膜砂功能化的覆膜砂芯；见图8-9；改进后的覆膜砂芯壁厚最薄处设计

厚度为12mm；内部陆根加强筋设计筋高为10mm；见图（9）；去除部分由潮模砂替代；我们把原

工艺模具平盖箱重新设计为潮模砂吊砂;见图7，用图7替代非功能覆膜砂芯外型模，成型的

潮模砂上型腔的吊砂面与功能化砂芯内腔面吻合，起到对内置功能化砂芯的定位和压制，

以保证砂芯在型腔的稳定性；这样保证了改进后的内置砂芯不但起到原工艺覆膜砂砂芯耐

高温辐射和耐冲刷功能，又不会因去除砂芯非功能部位，导致定位精度影响，保证了铸件的

尺寸精度等级；

由于去除了原工艺覆膜砂砂芯非功能部分，使得新设计的功能化覆膜砂热芯盒制作出

来的覆膜砂芯的重量只有9.5公斤，原工艺覆膜砂砂芯21.6公斤，单件降低了10.1公斤；该

工艺克服双人制芯，造型双人下芯，的用工浪费；同时降低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更重要的

是，制芯效率大幅提高；造型下芯节拍有所缩短，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降低了造型不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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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大大降低生产成本；该工艺生产出的铸件内外表面质量也较原工艺生产出来的铸件表面

质量提升一个档次。

[0013] 与传统工艺相比，本发明的铸造工艺具有以下优点：

（1）降低了制芯工序和造型工序劳动强度；

（2）解决企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3）提高了制芯工作效率，每班产量提高30%；

（4）造型效率提高10%；

（5）直接成本（人工和覆膜砂）每吨节约426元，我公司每年节约直接成本116.77万元。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热芯盒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图1的侧视图；

图3为图1的仰视图；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热芯盒的装配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热芯盒定模的具体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热芯盒动模的具体结构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上型板模的结构示意图；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覆膜砂芯的结构示意图；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覆膜砂芯另一种展示图；

图10为现有浇注工艺采用的飞轮壳底注式铸造示意图；

图11为现有浇注工艺中覆膜砂芯作业面功能面结构示意图；

图12为现有浇注工艺中飞轮壳铸件内腔使用的覆膜砂芯结构示意图；

图中：1-动模支撑脚，2-热芯盒动模，21-第一定位杆孔，22-第一复位杆孔，3-热芯盒定

模，31-定位块，32-腰形定位孔，33-第二定位杆孔，34-射芯孔，35-第二复位杆孔，4-热芯盒

加热管孔，5-上型板模，6-覆膜砂芯，61-加强筋。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实施例1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内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工艺，如图1-9所示

该工艺通过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内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模具实现，模具包括上型板模5、

下型板模及浇注系统，上型板模5上设有与上型板模对应的上型块，下型板模上设有与下型

板模对应的下型块，上型板模与下型板模通过湿型砂造型对合形成模腔，浇注系统与模腔

连通，模腔内设置有热芯盒制成的与模腔相匹配的覆膜砂芯6，其中：

热芯盒包括相互对合的热芯盒定模3及热芯盒动模2，热芯盒定模3和热芯盒动模2之间

形成成型汽车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内置覆膜砂芯的型腔，其中：

热芯盒动模2上设有一组动模支撑脚1，热芯盒动模2表面对称设有两个第一定位杆孔

21，热芯盒动模2表面还均布四个第一复位杆孔22；

热芯盒定模3的四角分别向外延伸形成定位块31，定位块31上设有腰形定位孔32，热芯

盒定模3的表面对称设有两个与第一定位杆孔21相适配的第二定位杆孔33，热芯盒定模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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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还设有数个射芯孔34，热芯盒定模3的表面对应位置均布四个与第一复位杆孔22相适

配的第二复位杆孔35；

热芯盒动模2相对设置于热芯盒定模3上，通过定位杆穿过第一定位杆孔21及第二定位

杆孔33将热芯盒动模2与热芯盒定模3组装定位，热芯盒定模3及热芯盒动模2的侧壁上还分

别设有用于安装加热管的热芯盒加热管孔4；

该发动机飞轮壳潮模砂内置功能化覆膜砂芯铸造工艺，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制芯

根据待铸造产品的形状加工一套覆膜砂芯热芯盒，利用热芯盒及射芯机加工制作出覆

膜砂芯，具体为：

（a）将热芯盒定模安装在射芯机的固定端上，将热芯盒动模安装在射芯机的移动缸工

作平面上，射芯机的移动缸头向射芯机的固定端移动，带动热芯盒动模向热芯盒定模移动，

实现合模；

（b）射芯机从射芯孔向热芯盒定模及热芯盒动模相互对合形成的型腔内射砂，射砂压

力控制在0.5-0.8Mpa,射砂时间控制在15-25秒，覆膜砂芯初步成型；

（c）在热芯盒定模及热芯盒动模的侧壁上的热芯盒加热管孔中安装加热管，加热热芯

盒，加热到210-250度的，固化时间控制在25-30秒，固化成型；

（d）固化成型后，射芯机的移动缸头向远离射芯机的固定端的方向移动，带动热芯盒动

模和热芯盒定模分离，实现开模，得到成型的覆膜砂芯；

（2）造型

根据飞轮壳铸件尺寸制作上型板模、下型板模，根据上、下型板模尺寸留有配套砂箱空

间对应制作潮模砂型腔，具体为：

取上型板模、下型板模及配套的砂箱；

砂箱通过定位销设置于上型板模上，加入潮模砂，震实压紧，脱开上型板模及砂箱，

形成潮模砂上型腔；

砂箱通过定位销设置于下型板模上，加入潮模砂，震实压紧，脱开下型板模及砂箱，形

成潮模砂下型腔；

将潮模砂下型腔放水平，把制作好的覆膜砂芯放置到潮模砂下型腔内，再将以砂箱为

载体的潮模砂上型腔用合型定位销为基准与以砂箱为载体的潮模砂下型腔合型到位形成

铸型腔；

（3）将合好的潮模砂上下型腔用箱卡锁紧；

（4）熔炼浇注

将铸型置于浇注区，原料熔炼，通过浇注系统向铸型中注入铁液，浇注成型，冷却落砂

分离；

（5）打磨

浇注成型后，取出铸件，对铸件进行抛丸处理打磨处理即可得铸件。

[0016] 在本实施例中，上型板模根据覆膜砂芯的外部形状设计出凹凸吻合的曲线面；射

芯孔34为两组，每组射芯孔由8个单独的射芯孔围成一个圆，两组射芯孔围成的圆同圆心；

热芯盒内在铸造产品易变形部位设置有加强筋61。

[0017] 热芯盒加工出的覆膜砂芯壁厚最薄处的厚度为12mm；覆膜砂芯内部设置6-8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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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筋，加强筋的筋高为10mm。

[0018] 本发明的设计方案最大限度去除内置覆膜砂非功能面部分，为实现覆膜砂功能化

砂芯，我们重新设计出一套覆膜砂热芯盒；见图5、图6、由我们重新设计的一套覆膜砂热芯

盒制作出覆膜砂功能化的覆膜砂芯；见图8-9；改进后的覆膜砂芯壁厚最薄处设计厚度为

12mm；内部陆根加强筋设计筋高为10mm；见图（9）；去除部分由潮模砂替代；我们把原工艺模

具平盖箱重新设计为潮模砂吊砂;见图7，用图7替代非功能覆膜砂芯外型模，成型的潮模砂

上型腔的吊砂面与功能化砂芯内腔面吻合，起到对内置功能化砂芯的定位和压制，以保证

砂芯在型腔的稳定性；这样保证了改进后的内置砂芯不但起到原工艺覆膜砂砂芯耐高温辐

射和耐冲刷功能，又不会因去除砂芯非功能部位，导致定位精度影响，保证了铸件的尺寸精

度等级；

由于去除了原工艺覆膜砂砂芯非功能部分，使得新设计的功能化覆膜砂热芯盒制作出

来的覆膜砂芯的重量只有9.5公斤，原工艺覆膜砂砂芯21.6公斤，单件降低了10.1公斤；该

工艺克服双人制芯，造型双人下芯，的用工浪费；同时降低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更重要的

是，制芯效率大幅提高；造型下芯节拍有所缩短，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降低了造型不良率；

还大大降低生产成本；该工艺生产出的铸件内外表面质量也较原工艺生产出来的铸件表面

质量提升一个档次。

[0019] 除上述实施例外，本发明还可以有其他实施方式。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换形

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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