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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立铸造  助力恒立液压高质量发展

2019年6月10日，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立液压）举办铸造分公司二期工厂新铸造生产线开炉仪

式，恒立液压董事长汪立平按下启动按钮，3号电炉缓缓升起，第一炉铁水顺利出炉，东久造型线成功浇铸运行，

恒立铸造二期高精密铸造生产线正式投产试运营。第二条德国KW造型线预计将在年底投产运行。

铸件的品质是液压件质量保证的关键。为满足高压油缸及液压泵阀所需铸件的品质及产能需求，突破高精密液

压铸件的瓶颈，2012年12月，恒立液压投建的恒立铸造分公司一期工厂正式投产。一期工厂引进德国熔炼、浇铸、

制芯、在线检测、机器人去毛边等先进生产设备，采用世界先进的湿砂造型工艺和静压造型线，生产工程机械用高

压油缸端盖、导向套、高压多路阀阀体、泵及马达壳体等高精密液压铸件，并建立了国际一流的产品试验和检测程

序制度，保证产品合格率和品质。

恒立液压广纳海内外优秀人才，从德国、日本、美国引进国际铸造专家，组建专业团队，确保材料性能、设计

能力、铸造工艺、检测水平等各个环节处于领先水平。该团队长期坚持自主研发，实现了高精密铸造技术研究的重

大突破，掌握了精炼铁水、精制砂芯、数字化铸造过程分析、潮模砂造型等与国际同步领先的铸造核心技术，为恒

立液压跻身世界级液压元件生产企业奠定坚实基础。

“培养人才，稳定质量，降低成本，扩大产能”，是恒立铸造当前提出的务实口号。在中国高端液压件技术突

破的关键时期，恒立铸造有力助推母公司、中国液压龙头企业——恒立液压，跻身世界液压知名品牌之列，也推动

了中国液压产业整体水平的提升。

“得铸造者得天下”，愿恒立液压乘风破浪，不惧挑战，务实前行，用智慧和勇气，实现高质量发展。

 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铸造分公司二期工厂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特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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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立液压投建一期、二期铸造工程的背景？铸造产业在恒立液压的整体战略布局中的地位？

恒立铸造现有哪些代表性的铸件产品？

在我国工程机械行业中，高端

装备的核心液压元件如高压柱塞

泵、液压多路阀和液压马达，主要

依赖从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进

口，其核心技术由国外公司垄断，

中国液压产业发展受到很大制约。

国内工程机械企业虽然在国家城镇

化建设中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也始

终摆脱不了受制于人的尴尬境地。

高端液压件制造的主要瓶颈是高精

密液压铸件的制造，突破高精密液

压铸件的技术与工艺是解决工程机

械行业核心液压元件的关键所在。

在此背景下，恒立液压投建高精密

铸造一期工程。

随着一期工程的产品研发、试

制、国产化、规模化后，恒立液压

的铸造销售额逐年翻番，同时恒立

液压持续加大研发投入，陆续成功

研发了多种系列的液压元件并试制

成功，此时一期铸造工程的产能已

经满足不了新品的生产，为了恒立

液压的长远发展目标，决定投建高

精密铸造二期工程。

恒立铸造二期高精密铸造生产

线具备几项显著特点：

◆立体化铸造：打破常规铸造

单一地面化生产线运行概念，开创

了全新的地下转运、地面流转、高

空输送三位一体地地空立体化工厂

生产系统。充分利用有限空间，提

升生产效率。

◆先进的设备：铸造二期建成

后将拥有日本东久无箱造型浇筑线

和德国KW有箱造型浇筑线各一条，

美国应达3套2炉式中频电炉，德国

爱力许混砂机，美国GK震鼓，丹麦

DT抛丸机，德国兰佩射芯机，德国

林德砂芯立体库输送系统，德国

OCC全自动铁水AGV自动搬运车，好

迪全自动返材系统等先进的设备。

在节省同等规模生产线2/3人工的

同时，提升25%生产效率，可实现

年产出3.5万吨铸件。

◆智能云管控：铸造二期采用

整体式智能管控设计，生产运行数

据实时监控，实现制造信息在线跟

踪，云端存储、分析管理。科学配

置资源，AI参数自动调整，能源利

用率提升15%，并能实现智能制造

与智能物流无缝集成。恒立铸造智

能工厂实现了工厂用地集约化、生

产智能化、废物资源化。采用高端

核心智能制造装备及信息化软件

系统，形成高精密铸件协同设计、

柔性定制、智能制造一体化解决方

案，引领行业制造水平提升。

铸造产业是恒立液压主营业务

产品的基础，是研发突破的第一难

点，没有高品质的铸造，就没有恒

立高品质的液压元件，所以铸造处

于恒立液压产品开发的首要阶段，

是项目开发的重中之重。

恒立铸造生产的液压铸件主要

服务于工程机械领域，其中关键产

品是挖掘机用片式多路阀铸件，整

体多路阀铸件，柱塞泵铸件，减速

机铸件，油缸铸件等。产品50%内

部供应，50%外销。

恒立铸造的核心设备是3条高

精密液压铸件智能铸造生产线（其

中新建2条），包括全自动浇注系

统、智能加配料系统、水平无箱造

型线/静压造型线、砂处理回收利

用系统、高精密打磨专机及机器人

自动打磨单元、余热回收系统、废

气自动化处理系统等装备，根据液

压铸件铸造生产工艺流程，采用

虚拟现实技术，建立装备数字化模

型，合理布局生产线及设备，实现

工艺优化、流程模拟、装备运行、

过程验证的有机集成。设备之间互

一期、二期铸造工程如何实现协同生产和总体控制？

联采用专用协议局域网，实现智能

设备之间的通信协作，提高工业装

备的智能化水平，同时基于信息物

理系统，将物理设备联网，使之具

全
自
动
浇
注
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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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恒立铸造首款8T挖掘

机专用整体式多路阀产品研发成

功，并经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

织鉴定，鉴定委员会专家一致认

为：该成果整体设计合理，符合工

程机械高端液压元件配套生产的要

求，解决了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产品能替代进口，市场前景广阔，

恒立铸造掌握了哪些高精密铸造关键技术？目前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哪些差距，

还有哪些技术瓶颈有待突破？

将提升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整体竞

争力。主要技术指标达到了国内领

先、国际先进水平。

恒立铸造已掌握的关键技术：

◆进行高精密铸造合金熔炼技

术的研究，实现高性能铸造合金化

学成份设计、熔炼工艺优化。

◆进行精密砂芯制备技术的研

究，实现砂芯均质化成型，实现砂

芯表面硬度差小于10%。

◆进行基于温度场和应力场的

浇注系统数字化设计技术的研究，

实现合理设计和布置铸型结构。

◆进行高效铸件清理技术的研

究，实现高精密铸件的高效洁净生

产方式。

◆进行烘芯炉废气治理技术的

研究，节能10%，实现颗粒物达标

排放（≤100毫克）。

◆进行铸件生产在线检测技术

研究，使检测率达到100%。

恒立铸造与国际先进铸造水平相

比尚存的差距：整个铸造产业中，整

体式多路阀产品流道复杂，精密度

高，抗疲劳性高，是研发过程中难点

最高的产品。此外，节能、环保型的

绿色铸造也有待突破。

备感知、通信、计算、远程控制、

自我管理的功能，实现人、产品、

设备、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进一

步提升智能工厂设备互联的智能化

水平。

以PDM管理系统做为核心，建

立液压铸件产品数据管理系统，

基于二维、三维CAD设计与分析平

台（PROE、Magma、Procast等软

件），采用数字化工艺CAPP解决方

案，持续优化和改进工艺，实现轻

量化，达到保质生产和数据可追溯

的目标。综合应用云计算、物联

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以及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针对高

精密液压铸件工艺特点与装备特

征，形成一套由智能制造终端及支

持优势资源网络化集成、协同的功

能软件等构成的软硬件一体化智

能车间MES系统，实现基础数据管

理、生产计划动态排产、生产数据

实时采集、生产质量实时监控、生

产工艺优化决策、车间设备网络化

运维和液压铸件铸造生产知识一体

化管理、现场无纸化终端等功能。

信息化控制室与可视化驾驶舱

是面向液压铸件智能制造生产系统

的控制器，为管理者提供包括：车

间可视化监控、生产状态与信息监

控、工业大数据分析、KPI报表统

计分析、关键设备运行信息、动态

决策、集成化控制等。通过可视化

驾驶舱企业管理者可以远程、实时

在线对液压铸件铸造车间生产系统

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控、分析、诊

断、仿真、优化，从而实时、有效

地驾驭车间生产系统的运行情况。

通过可视化驾驶舱控制参量实现车

间管理者与系统软硬件的人机结

合，车间的精益化、透明化、实时

化和集成化的管控，通过定义关键

信息的交互，实现对现场的指挥和

决策，由Web服务器，提供给公司

决策层关键信息，开发对应工业

APP，即时处理公司决策层的执行

指令，并实现对MES系统的操作，

从而达到资源的有效利用，形成动

态生产与运营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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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原材料是铸造件品质的基础，更是保证高精密铸造品质的必要条件，恒立铸造对原材料

有哪些具体要求，是否也采用进口原材料？

检验检测是铸件品质的重要保障手段之一，恒立铸造有哪些高端检测设备和检测手段？

恒立铸造对原材料的要求近乎

苛刻：

◆生铁，选用国内顶尖供方，

要求P、Ti、V、AL等有害元素含量

极低，每批检测供方提供的光谱试

片后发货；

◆废钢，选用知道化学成份的

钢板边料的压块，每批抽检成份及

心部无杂料；

◆增碳剂，选用国内优质低硫

低氮增碳剂；

◆球化剂、孕育剂等合金，选

用全球高端厂家的合适的特种合

金，确保产品金相完全合格；

◆涂料、覆膜砂：选用全球高

端特种涂料、覆膜砂，确保铸件内

腔无缺陷；

◆发热冒口：选用全球高端

（稳定）的供方，避免铸件出现缩

孔缩松；

◆过滤块、芯撑、粘接剂，均

选用进口的；

◆膨润土、煤粉、防锈油均选

用高端品牌供方提供的优等品。

◆二期引进德国炉前铁水热分

析仪，能提前模拟铁水在特定化学

成分及温度场的凝固曲线，做到对

铸件缩松倾向的提前管理和预防；

◆为了保证熔炼铁水的质量，

公司购买了世界领先的美国赛默尔

飞世尔公司生产的ARL 8820型火

花直读光谱仪，能够在短短的2分

钟之内检测出炉前铁水的化学成

分，从而及时调整配料，保证铁水

在合格的范围内出铁，从而保证铸

件质量；

◆铸件的力学性能直接决定着

产品的使用性能，为了准确的测定铸

件了力学性能，公司采购了日本岛津

公司生产的AGS-X 100KN型电子万能

拉伸试验机，该机器稳定性高，而且

还配置了全自动引伸计，能够更准确

地测量出铸件的力学性能；

◆硬度检测采用国内知名的华

银400 HBS-3000A型全自动测量的

硬度计，该设备与计算机软硬件相

结合，实现了硬度值即打即读，摈

弃了传统的靠人观测光学放大镜读

数的方法；效率和精度得到了大幅

提升。

◆铸件的微观基体组织就像人

体的身体组织一样，是保证铸件质

量的根本，为了研究铸件的微观组

织，公司购买的德国著名品牌徕卡

公司的DMILM型金相显微镜，该设

备具备高分辨率。分析软件能自动

判断球化率，基体组织含量等功

能，大大提高了铸件的检测精度和

效率；

◆铸件全尺寸检测引进三维扫

描成像技术，铸件实物扫描结果可

以和设计三维模型拟合比对，找出

其细小偏差，从而大大提高检测速

度和精度；

◆制样设备方面，采用了国内

知名品牌的自动磨抛机，镶样机

等。与以前靠手工磨抛比较，节省

了人力损耗，提升了制样效率和质

量，基本实现了制样的自动化。

恒立铸造参与过哪些行业标准制定工作？

在全国液压气动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和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

会共同组织制定的行业标准“JB/

T 12232-2015 液压传动 液压铸铁

件技术条件”的制定中，恒立液压

积极参与，献言献策，荣获《国家

（行业）标准制定单位》证书。该

标准于2015年正式实施。

恒立液压参与国际标准“ISO 

945-4 2019铸铁金相组织 第四部

分——《球墨铸铁球化率评定方

法》”的制定，该标准已于2019年

6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通

过，并正式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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