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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铸造制芯材料，该制芯材

料的重量百分比组成包括：钢丸55～65%，碳粒15

～25%，余量为硅砂，其中，所述的钢丸的粒径为

0.5～1.5 mm，所述的碳粒的粒径＜1.0 mm。本发

明铸造制芯材料可替换传统成型直接或间接冷

铁使用，并有效消除铸件的缩孔、缩松等铸造缺

陷，减少造型难度，减少铸件的清理和打磨工时，

明显提高铸件生产效率并保证铸件产品质量。本

发明铸造制芯材料尤其适用于对质量要求较高

的铸件以及难于放置或清理冷铁的区域，如带有

导柱孔的压力容器或油缸类零件、侧壁带有细长

孔的铸件等，有效减少或消除铸造缺陷，提高产

品合格率。本发明制芯方法得到的砂芯的抗压强

度为2.9 MPa以上，完全满足铸件浇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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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铸造制芯材料，其特征在于，该制芯材料的重量百分比组成包括：钢丸55～65 

%，碳粒15～25  %，余量为硅砂，其中，所述的钢丸的粒径为0.5～1.5  mm，所述的碳粒的粒径

＜1.0  m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铸造制芯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钢丸回收自抛丸机抛

丸处理后产生的废旧钢丸，该废旧钢丸中20～30目的钢丸的重量占比为55～65%；所述的硅

砂回收自抛丸机抛丸处理后产生的旧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铸造制芯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废旧钢丸的含铁量为

90～95  %。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铸造制芯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碳粒为木屑、锯末或

碳块颗粒。

5.一种以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铸造制芯材料为原料的制芯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1）将制芯材料的各原料混合均匀后加入混砂机中，充分搅拌均匀后，加入碱性酚醛树

脂作为粘接剂，再次充分搅拌均匀，得到调配好的铁砂；

（2）在芯盒内放置芯骨，该芯骨的侧壁上预先开设有多个排气孔，根据铸件形状，在芯

骨周围填充调配好的铁砂并捣实；

（3）经传输导管向多个排气孔持续输入CO2气体，使填充的铁砂硬化，得到砂芯半成品；

（4）在砂芯半成品表面涂刷0.5～2.0  mm厚度的水性涂料后，将砂芯半成品放入烘箱

内，在低于200  ℃的温度下保温2～4  h烘干，或放置24小时自然干燥，即制作完成砂芯，备

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芯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加入的碱性酚醛树脂与制

芯材料的体积比为1.0～1.5:20。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芯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芯骨的外侧面与芯盒的内

侧面之间填充的铁砂的厚度为30～60  mm。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芯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芯骨的侧壁上开设的排气

孔的孔径＞10  mm。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芯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芯骨的侧壁上的多个排气

孔上分别插设有排气管，多根排气管上分别开设有气孔，多根排气管的外端分别埋入铁砂

内。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芯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CO2气体持续输入时间为5

～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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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铸造制芯材料及制芯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铸造制芯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铸造制芯材料及制芯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铸件铸造生产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铸件缩松、缩孔现象，特别是一些压力容器或油

缸类零件的靠近中间孔及侧壁位置易出现缩松、缩孔缺陷。尤其在铸造油缸类零件过程中，

为保证铸件质量的稳定，制芯过程中选择放置成型冷铁，造成了清理和打磨困难，并大幅增

加了造型难度。

[0003] 传统铸造方法应用成型直接冷铁，存在的影响因素较多，不易管控，且不能完全消

除缺陷。如铸件外轮廓为圆弧面或者曲面时，利用超声波（UT）探伤检测不容易检测及发现

缺陷，最终加工时缺陷外露，使零件不能使用而报废，造成成本增加，生产周期长，会严重影

响协议交期。

[0004] 此外，使用成型冷铁，还存在以下问题：1、需要制作冷铁模，增加了生产工时；2、冷

铁本身的造型、合模、浇注、开箱、打磨成本较高；3、保存成型冷铁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空间；

4、成型冷铁间必须留缝隙，从而有可能产生塞砂不紧实使砂模强度低造成铸件产生缺陷；

5、在造型时因为冷铁摆放困难造成的造型工时增加；6、成型冷铁因为打磨及变形，造成与

模具贴合不紧，造成铸件多料或缺料。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铸造制芯材料及

制芯方法，该制芯材料可替换成型直接或间接冷铁使用，省去铸造生产中对专用冷铁和冷

铁模具的保存和保养操作，并有效消除铸件的缩孔、缩松等铸造缺陷，减少造型难度，减少

铸件的清理和打磨工时，明显提高铸件生产效率并保证铸件产品质量；该制芯方法得到的

砂芯的抗压强度为2.9  MPa以上，完全满足铸件浇注需要。

[0006]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铸造制芯材料，该制芯材料

的重量百分比组成包括：钢丸55～65  %，碳粒15～25  %，余量为硅砂，其中，所述的钢丸的粒

径为0.5～1.5  mm，所述的碳粒的粒径＜1.0  mm。

[0007] 本发明铸造制芯材料由钢丸、碳粒和硅砂组成，该制芯材料是一种铁砂。碳是铸造

中导热效果最好的材料，以本发明制芯材料制芯后产品在浇注过程中，碳能够起到传导铸

件热量的作用；钢丸也有一定的激冷作用，同时可增加铁砂强度。浇注后，铸型充满铁水，受

到铁砂的激冷作用，使铸件侧壁达到同时凝固的效果，大幅减小和消除铸件的缩松、缩孔缺

陷，提高铸件质量，稳定产品质量。

[0008] 该制芯材料可随时制作，制芯过程中无需使用成型冷铁，能避免使用成型冷铁制

芯开箱后敲击冷铁可能产生的缺肉现象，有利于提高砂芯的制芯效率和质量，且开箱后该

制芯材料可回收再利用。为防止制芯过程中铁砂落砂造成的再生砂的铁粉量损失，可以单

独选择区域做落砂回收。制芯后的浇注过程中，该制芯材料可完全贴合覆盖铸件表面，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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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因冷铁缝隙而导致的夹砂类缺陷。

[0009] 本发明铸造制芯材料可替换成型直接或间接冷铁使用，省去铸造过程中对专用冷

铁和冷铁模具的保存和保养操作，并有效消除铸件的缩孔、缩松等铸造缺陷，减少造型难

度，减少铸件的清理和打磨工时，提高铸件生产效率并保证铸件产品质量。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的钢丸回收自抛丸机抛丸处理后产生的废旧钢丸，该废旧钢丸中

20～30目的钢丸的重量占比为55～65%；所述的硅砂回收自抛丸机抛丸处理后产生的旧砂。

以废旧钢丸和旧砂为原料来源，可进一步降低成本。将废旧钢丸中20～30目的钢丸的重量

占比控制在55～65%，可确保制作的砂芯的密实度和强度，并保证浇注后铸件的散热效果。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废旧钢丸的含铁量为90～95  %。

[0012] 作为优选，所述的碳粒为木屑、锯末或碳块颗粒。

[0013] 一种以上述铸造制芯材料为原料的制芯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制芯材料的各原料混合均匀后加入混砂机中，充分搅拌均匀后，加入碱性酚醛树

脂作为粘接剂，再次充分搅拌均匀，得到调配好的铁砂；

（2）在芯盒内放置芯骨，该芯骨的侧壁上预先开设有多个排气孔，根据铸件形状，在芯

骨周围填充调配好的铁砂并捣实；

（3）经传输导管向多个排气孔持续输入CO2气体，使填充的铁砂硬化，得到砂芯半成品；

（4）在砂芯半成品表面涂刷0.5～2.0  mm厚度的水性涂料后，将砂芯半成品放入烘箱

内，在低于200  ℃的温度下保温2～4  h烘干，或放置24小时自然干燥，即制作完成砂芯，备

用。

[0014] 本发明制芯方法步骤（3）中，向多个排气孔持续输入CO2气体的作用是，使CO2气体

渗入铁砂内与铁砂充分接触并与碱性酚醛树脂反应，从而使铁砂快速硬化。本发明制芯方

法得到的砂芯的抗压强度为2.9  MPa以上，完全满足铸件浇注需要。

[0015] 制作得到的砂芯合模后，浇注过程中，铁砂使铸件均匀激冷，同时砂芯中含有的碳

粒在高温下转化为CO2气体并经排气孔排出模外，增加铸件散热效果。

[0016] 作为优选，步骤（1）中，加入的碱性酚醛树脂与制芯材料的体积比为1.0～1.5:20。

控制调配的铁砂中碱性酚醛树脂与制芯材料的体积比，可保证对制芯材料的粘接效果，确

保铁砂抗压强度。

[0017] 作为优选，步骤（2）中，芯骨的外侧面与芯盒的内侧面之间填充的铁砂的厚度为30

～60  mm。根据芯盒大小不同，保证芯骨的外侧面与芯盒的内侧面之间有30～60  mm的铁砂

吃砂量，能够保证铁砂的强度及砂芯的完整性，确保后续铸件的质量。

[0018] 作为优选，步骤（2）中，芯骨的侧壁上开设的排气孔的孔径＞10  mm，以确保CO2的

充气效果。

[0019] 作为优选，步骤（2）中，芯骨的侧壁上的多个排气孔上分别插设有排气管，多根排

气管上分别开设有气孔，多根排气管的外端分别埋入铁砂内。排气管可使CO2气体充分渗入

铁砂内，使CO2气体与铁砂具有足够的接触面积。

[0020] 作为优选，步骤（3）中，CO2气体持续输入时间为5～20分钟，从而保证充气反应效

果。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本发明公开的铸造制芯材料，由钢丸、碳

粒和硅砂组成，该制芯材料是一种铁砂。该制芯材料可替换成型直接或间接冷铁使用，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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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生产中对专用冷铁和冷铁模具的保存和保养操作，并有效消除铸件的缩孔、缩松等铸

造缺陷，减少造型难度，减少铸件的清理和打磨工时，明显提高铸件生产效率并保证铸件产

品质量。本发明铸造制芯材料尤其适用于对质量要求较高的铸件以及难于放置或清理冷铁

的区域，如带有导柱孔的压力容器或油缸类零件、侧壁带有细长孔的铸件等，有效减少或消

除铸造缺陷，提高产品合格率。本发明制芯方法得到的砂芯的抗压强度为2.9  MPa以上，完

全满足铸件浇注需要。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采用实施例3的制芯方法得到的一种现有油缸的砂芯的结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4] 实施例1的铸造制芯材料的重量百分比组成包括：钢丸60  %，碳粒20  %，本实施例

中以木屑为碳粒，余量为硅砂，其中，钢丸的粒径为0.5～1.5  mm，碳粒的粒径＜1.0  mm。钢

丸回收自抛丸机抛丸处理后产生的废旧钢丸，废旧钢丸的含铁量为92  %，硅砂回收自抛丸

机抛丸处理后产生的旧砂。

[0025] 实施例2的铸造制芯材料的重量百分比组成包括：钢丸55  %，碳粒25  %，本实施例

中以碳块颗粒为碳粒，余量为硅砂，其中，钢丸的粒径为0.5～1.5  mm，碳粒的粒径＜1.0 

mm。钢丸回收自抛丸机抛丸处理后产生的废旧钢丸，废旧钢丸的含铁量为95  %，废旧钢丸中

20～30目的钢丸的重量占比为55～65%；硅砂回收自抛丸机抛丸处理后产生的旧砂。

[0026] 实施例3，以实施例1的铸造制芯材料为原料的制芯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制芯材料的各原料混合均匀后加入混砂机中，充分搅拌均匀后，加入碱性酚醛树

脂作为粘接剂，加入的碱性酚醛树脂与制芯材料的体积比为1.0:20，再次充分搅拌均匀，得

到调配好的铁砂；

（2）在芯盒内放置芯骨，该芯骨的侧壁上预先开设有多个孔径＞10  mm的排气孔，根据

铸件形状，在芯骨周围填充调配好的铁砂并捣实，芯骨的外侧面与芯盒的内侧面之间填充

的铁砂的厚度为35  mm；

（3）经传输导管向多个排气孔持续输入CO2气体10分钟，使填充的铁砂硬化，得到砂芯

半成品；

（4）在砂芯半成品表面涂刷0.5～1.0  mm厚度的石墨系水性涂料后，将砂芯半成品放入

烘箱内，在低于200  ℃的温度下保温3  h烘干，即制作完成抗压强度2.9  MPa以上的砂芯，备

用。

[0027] 现以一种现有油缸为例，采用实施例3的制芯方法得到的砂芯的结构剖视图见图

1。图1中，1为铁砂，2为芯骨，3为芯骨上的排气孔，4为型腔（即铸型），5为芯头。浇注后，型腔

4内充满铁水，受到铁砂1的激冷作用，铸件侧壁达到同时凝固的效果，铸件冷却凝固后即得

到油缸铸件。该油缸铸件的缩孔、缩松等铸造缺陷得到有效消除，质量好。

[0028] 实施例4，以实施例2的铸造制芯材料为原料的制芯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制芯材料的各原料混合均匀后加入混砂机中，充分搅拌均匀后，加入碱性酚醛树

脂作为粘接剂，加入的碱性酚醛树脂与制芯材料的体积比为1.5:20，再次充分搅拌均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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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调配好的铁砂；

（2）在芯盒内放置芯骨，该芯骨的侧壁上预先开设有多个孔径＞10  mm的排气孔，多个

排气孔上分别插设有排气管，多根排气管上分别开设有气孔，多根排气管的外端分别埋入

铁砂内；根据铸件形状，在芯骨周围填充调配好的铁砂并捣实，芯骨的外侧面与芯盒的内侧

面之间填充的铁砂的厚度为60  mm；

（3）经传输导管向多个排气孔持续输入CO2气体20分钟，使填充的铁砂硬化，得到砂芯

半成品；

（4）在砂芯半成品表面涂刷1.0～2.0  mm厚度的石墨系水性涂料后，放置24小时自然干

燥，即制作完成抗压强度2.9  MPa以上的砂芯，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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