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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为一种具有保温结构的涡旋类

铸件单元的铸造型板，包含配合使用的正、反砂

箱型板以及夹设于2个砂型之间的砂芯，正砂箱

型板上有2个铸件型腔模和分别对应的L形浇道，

砂芯一侧为对应于铸件型腔模的涡旋状突出部，

砂芯上还设有复数个贯穿砂芯两侧的内浇口，反

砂箱型板中间分列有与上述铸件型腔模对应的

型腔模，其形状与砂芯相匹配，型腔模上对应内

浇口的位置设有保温块型腔模，其通过保温块浇

口对应L形浇道，合箱浇铸时，内浇口使铸件型腔

模形成的铸件型腔与保温块型腔模形成的保温

块型腔贯通，由于保温块型腔的存在，能够确保

涡旋状铸件的每个型线部位温度场一致、凝固过

程均匀，保证涡旋类铸件质量，整体结构简单、易

于制造、方便使用。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7页

CN 211248235 U

2020.08.14

CN
 2
11
24
82
35
 U



1.一种具有保温结构的涡旋类铸件单元的铸造型板，其特征在于，至少包含有1个铸件

单元，每个铸件单元包含配合使用的正砂箱型板（1）、反砂箱型板（2）以及夹设于2个砂型之

间的砂芯（3）；

所述正砂箱型板（1）上设有2个铸件型腔模（11），每个铸件型腔模（11）对应设有L形浇

道（13），该L形浇道（13）的横向浇道（132）位于铸件型腔模（11）下方，该L形浇道（13）的纵向

浇道（131）位于2个铸件型腔模（11）之间；

所述砂芯（3）一侧为对应于所述铸件型腔模（11）的涡旋状突出部，所述砂芯（3）上还设

置复数个贯穿砂芯（3）两侧的内浇口；

所述反砂箱型板（2）中间设有主纵浇道（23），该主纵浇道（23）两边分列有2个与上述铸

件型腔模（11）一一对应位置的型腔模（21），该型腔模（21）的形状与所述砂芯（3）的形状相

匹配，所述型腔模（21）上对应所述内浇口的位置设有保温块型腔模（22），还包含保温块浇

口（210），该保温块浇口（210）一端口连通保温块型腔模（22），另一端口位于反砂箱型板（2）

上对应于所述纵向浇道（131）的位置；

合箱浇铸时，所述复数个内浇口使铸件型腔模（11）形成的铸件型腔与保温块型腔模

（22）形成的保温块型腔贯通。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保温结构的涡旋类铸件单元的铸造型板，其特征在于，所述

2个纵向浇道（131）通过连接浇道（133）连通。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保温结构的涡旋类铸件单元的铸造型板，其特征在于，所述

保温块型腔模（22）为型腔模（21）上向相对外侧突出的型腔模结构。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保温结构的涡旋类铸件单元的铸造型板，其特征在于，所述

保温块型腔模（22）的截面为高度与底边长度相同的梯形。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保温结构的涡旋类铸件单元的铸造型板，其特征在于，所述

内浇口为圆锥形，连通保温块型腔模（22）一端的直径宽于连接铸件型腔模（11）一端的直

径。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具有保温结构的涡旋类铸件单元的铸造型板，其特征在于，所述

内浇口最宽处直径是最窄处直径的2倍。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保温结构的涡旋类铸件单元的铸造型板，其特征在于，所述

保温块浇口（210）的截面为长方形。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保温结构的涡旋类铸件单元的铸造型板，其特征在于，所述

保温块浇口（210）位于2个保温块型腔模（22）的相对内端并向主纵浇道（23）的方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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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保温结构的涡旋类铸件单元的铸造型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铸造过程中使用的铸造模具，其应用于涡旋类压缩机的零部

件的铸造生产过程。

背景技术

[0002] 在常规涡旋式压缩机的涡旋类铸件生产时，一般采用型腔与涡旋状砂芯共同灌注

的方式，但是由于铁水在涡旋类砂芯中向上溢满的过程中，会导致有些位置的铁水温度下

降，各部位的温度场不一致，导致凝固过程不均匀，从而会有涡旋型线部位冷却过快硬度过

高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即在提供一种具有保温结构的涡旋类铸件单元的

铸造型板以及应用该型板浇铸而成的铸件单元。

[0004]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如下所述。

[0005] 一种具有保温结构的涡旋类铸件单元的铸造型板，至少包含有1个铸件单元，每个

铸件单元包含配合使用的正砂箱型板、反砂箱型板以及夹设于2个砂型之间的砂芯；所述正

砂箱型板上设有2个铸件型腔模，每个铸件型腔模对应设有L形浇道，该L形浇道的横向浇道

位于铸件型腔模下方，该L形浇道的纵向浇道位于2个铸件型腔模之间；所述砂芯一侧为对

应于所述铸件型腔模的涡旋状突出部，所述砂芯上还设置复数个贯穿砂芯两侧的内浇口；

所述反砂箱型板中间设有主纵浇道，该主纵浇道两边分列有2个与上述铸件型腔模一一对

应位置的型腔模，该型腔模的形状与所述砂芯的形状相匹配，所述型腔模上对应所述内浇

口的位置设有保温块型腔模，还包含保温块浇口，该保温块浇口一端口连通保温块型腔模，

另一端口位于反砂箱型板上对应于所述纵向浇道的位置；合箱浇铸时，所述复数个内浇口

使铸件型腔模形成的铸件型腔与保温块型腔模形成的保温块型腔贯通。

[0006] 进一步的，所述2个纵向浇道通过连接浇道连通。

[0007] 进一步的，所述保温块型腔模为型腔模上向相对外侧突出的型腔模结构。

[0008] 进一步的，所述保温块型腔模的截面为高度与底边长度相同的梯形。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内浇口为圆锥形，连通保温块型腔模一端的直径宽于连接铸件型

腔模一端的直径。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内浇口最宽处直径是最窄处直径的2倍为最佳。

[0011] 进一步的，所述保温块浇口的截面为长方形。

[0012] 进一步的，所述保温块浇口位于2个保温块型腔模的相对内端并向主纵浇道的方

向延伸。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底边尺寸与高度尺寸相同的梯形保温块，便于浇铸后续

操作。在铁水浇铸过程中，由于保温块型腔的存在，能够确保铸件的每个型线部位温度场一

致，具有凝固过程均匀的优点，可解决由于结构导致的型线部分冷却过快因其的硬度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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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保证涡旋类铸件的质量，整体结构简单、易于制造、方便使用。

附图说明

[0014] 图1A为本实用新型中正砂箱型板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15] 图1B为本实用新型中正砂箱型板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A为本实用新型中反砂箱型板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B为本实用新型中反砂箱型板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利用本实用新型的铸件单元浇铸后获得的铸件结构正面图。

[0019] 图4为图3中A-A截面的截面结构图。

[0020] 图5为利用本实用新型的铸件单元浇铸后获得的铸件仰视结构示意图，其中包含

砂芯。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本实用新型保护一种具有保温结构的涡旋类铸件单元的铸造型板。

[0022] 铸造型板至少包含有1个铸件单元，每个铸件单元包含应用于正、反砂箱成砂型的

正砂箱型板1和反砂箱型板2，以及夹设于2个砂型中间的砂芯3。如图1A、图1B所示的是正砂

箱型板1，图2A、图2B所示的是反砂箱型板2，二者配合使用。

[0023] 如图1A、图1B所示的正砂箱型板1上设有2个铸件型腔模11，每个铸件型腔模11对

应设有L形浇道13，2个L型浇道13以相反的方向设置，二者中间通过连接浇道133连通。每个

L形浇道13的横向浇道132位于铸件型腔模11下方，纵向浇道131位于2个铸件型腔模11之

间，即铸件型腔模11位于对应的L形浇道13的夹角内，当然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L形浇道于

其他方位，而图示为最佳的实施例。

[0024] 2个铸件型腔模11的上方均设有正冒口模14。

[0025] 每个铸件单元中还对应2个砂芯3，砂芯3一侧为对应于所述铸件型腔模11的涡旋

状突出部，砂芯3上还设置复数个贯穿砂芯3两侧的内浇口。内浇口形状以圆锥形为最佳，连

通保温块型腔模22一端的直径宽于连接铸件型腔模11一端的直径。优选的，内浇口最宽处

直径是最窄处直径的2倍。

[0026] 如图2A、图2B所示的反砂箱型板2中间设有主纵浇道23，该主纵浇道23两边分列有

2个与上述铸件型腔模11一一对应位置的型腔模21，该型腔模21的形状与所述砂芯3的形状

相匹配，型腔模21上对应所述内浇口的位置设有保温块型腔模22，该保温块型腔模22为型

腔模21上向相对外侧突出的型腔模结构。还包含保温块浇口210，其一端口连通保温块型腔

模22，另一端口位于反砂箱型板2上且对应于所述纵向浇道131的位置，该保温块浇口210可

如图所示位于2个保温块型腔模22的相对内端并向主纵浇道23的方向延伸。

[0027] 上述主纵浇道23连通与上方的外浇口。型腔模21的顶部设置有对应于上述正冒口

模14的反冒口模24。

[0028] 优选的，保温块型腔模22的截面为高度与底边长度相同的梯形。保温块浇口210的

截面为长方形。

[0029] 合箱时，正、反砂箱型板在正、反砂箱中压出上述部分对应的型腔，砂芯3置于型腔

模21对应的型腔内，涡旋状突出部置于铸件型腔模11对应的型腔内，砂芯3上的复数个内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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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使铸件型腔模11与保温块型腔模12对应形成的2个型腔贯通，同时保温块型腔模22形成

的型腔端部通过保温块浇口210型腔与L形浇道13型腔相对连通，且主纵浇道23型腔通过连

接浇道133型腔与两侧的L形浇道13型腔连通，L形浇道13型腔与铸件型腔模11型腔底部连

通。

[0030] 浇铸时，铁水从外浇口进入主纵浇道23型腔，通过中间连接浇道133进入两侧的L

型浇道13型腔，接着一部分铁水直接从底部进入铸件型腔并向上溢满，另一部分铁水从保

温块浇口型腔进入保温块型腔，并通过砂芯3上的内浇口进入铸件型腔。

[0031] 从顶部外浇口浇铸铁水冷却后，获得如图3、图4所示的带有保温结构的涡旋类铸

件的铸件。

[0032] 铸件包含铸件本体4，其包含与砂芯3对应获得的涡旋部，该涡旋部包含涡旋状的

型线部41和相邻型线部间隔出来的涡旋腔42。

[0033] 上述L形浇道13对应形成L形连接部6，其为对应相交的纵向连接部61及横向连接

部62，横向连接部62通过扁平的浇口连接于铸件本体1的底部，该扁平的浇口型腔可在制作

砂型的时候做出，纵向连接部61位于铸件本体4的旁侧，即铸件本体4位于该L形连接部6的

夹角内，2个纵向连接部61的通过中间连接部63与主纵连接部5相连。

[0034] 铸件还包含保温块7，该保温块7通过复数个内浇口连接部71与型线部41顶面连

接。保温块7一端通过浇口连接部72连接于纵向连接部61。

[0035] 如图5所示，在浇铸过程之后，去掉外侧的2个砂型，此时上述砂芯3仍在铸件上，砂

芯3的涡旋状突出部是在铸件本体4的涡旋腔42内的，内浇口连接部71是在砂芯3的内浇口

内的。由此可以更清楚的理解砂芯与铸件的位置关系。

[0036] 获得上述铸件单元后，由于与铸件本体4连接的部分的截面均较小，因此冒口、浇

口、连接部易于取去除，不会影响铸件本体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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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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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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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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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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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5/7 页

10

CN 211248235 U

10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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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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