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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水泥管廊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预制水泥管廊的自动化

生产流水线，其特征在于：包括连续作业的开模

下料区、合模区、装载钢筋的钢筋笼区、水泥灌浆

区、水泥固化区、冷却区和作业台车，所述开模下

料区连接所述合模区；所述作业台车从开模下料

区依次进入所述合模区、所述钢筋笼区、水泥灌

浆区、水泥固化区和冷却区，然后再从所述第二

等待区进入所述开模下料区。本发明把所述开模

下料区、合模区和钢筋笼区位于其中一条所述纵

向台车轨道生产线上，所述水泥灌浆区、水泥固

化区和冷却区位于另外一条所述纵向台车轨道

生产线上；同时在所述作业台车上安装快速合模

及开模的预制水泥管廊模板来快速的制造水泥

管廊，使整个生产线变得更加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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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制水泥管廊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其特征在于：包括连续作业的合模区(201)、装

载钢筋的钢筋笼区(202)、水泥灌浆区(205)、水泥固化区(206)、冷却区(207)、开模下料区

(210)和作业台车(222)，所述开模下料区(210)连接所述合模区(201)；

所述作业台车(222)从所述合模区(201)依次进入所述钢筋笼区(202)、水泥灌浆区

(205)、水泥固化区(206)和冷却区(207)，然后再从第二等待区(209)进入所述开模下料区

(210)；

所述作业台车(222)，其上载有能形成预制水泥管廊模板；

所述开模下料区(210)，当预制水泥管廊制作完成后进入所述开模下料区(210)，其打

开预制水泥管廊模板，并从模板中取出成品水泥管廊；

所述合模区(201)，当所述作业台车(222)进入其内后，所述合模区(201)合上打开的预

制水泥管廊模板；

所述钢筋笼区(202)，当所述作业台车(222)进入其内后，在所述钢筋笼区(202)内向所

述作业台车(222)上的预制水泥管廊模板放入钢筋笼；

所述水泥灌浆区(205)，当所述作业台车(222)进入其内后，其向放有钢筋笼的预制水

泥管廊模板内灌入水泥；

所述水泥固化区(206)，其作为固化预制水泥管廊模板内的水泥；

所述冷却区(207)，其作为预制水泥管廊成形的一个过渡；

所述预制水泥管廊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还包括第一转换区(205)和第二转换区(208)，

所述第一转换区(203)和所述第二转换区(208)能改变所述作业台车(222)的移动方向；

所述预制水泥管廊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还包括第一等待区(204)和第二等待区(209)，

所述第一等待区(204)，其为所述作业台车(222)进入所述水泥灌浆区(205)做准备；所述第

二等待区(209)，其为所述作业台车(222)进入所述开模下料区(210)做准备；

所述作业台车(222)包括台车本体(223)和安装在所述台车本体上的快速合模及开模

的预制水泥管廊模板，为了使所述预制水泥管廊模板能快速的开模和合模，所述预制水泥

管廊模板包括相对应的第一中间模板组(224)、第二中间模板组(225)以及能快速开模合模

的侧模板组(226)，所述第一中间模板组(224)和所述第二中间模板组(225)之间形成中间

模槽，所述第一中间模板组(224)和第二中间模板组(225)分别与所述侧模板组(226)之间

形成侧模槽，所述中间模槽与所述侧模槽之间形成预制水泥管廊模腔，一对所述侧模槽和

所述中间模槽之间形成的水泥管廊模腔M形模腔，M形模腔另外两边通过在所述台车本体

(223)上加设挡板挡住，两块挡板与相邻的所述侧模板组(226)之间在合模时能恰好贴合在

一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预制水泥管廊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开模下料

区(210)设有成品暂存区(21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预制水泥管廊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笼区

(202)设有钢筋笼制造区(21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预制水泥管廊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灌浆

区(205)连接有水泥泵站(214)。

5.一种在如权利要求1～4任意一项所述预制水泥管廊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上运用的

作业台车，其特征在于：所述作业台车包括台车本体(223)和安装在所述台车本体上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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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模及开模的预制水泥管廊模板，所述预制水泥管廊模板包括相对应的第一中间模板组

(224)、第二中间模板组(225)以及能快速开模合模的侧模板组(226)，所述第一中间模板组

(224)和所述第二中间模板组(225)之间形成中间模槽，所述第一中间模板组(224)和第二

中间模板组(225)分别与所述侧模板组(226)之间形成侧模槽，所述中间模槽与所述侧模槽

之间形成预制水泥管廊模腔；所述侧模板组(226)包括侧模板(227)和安装在所述台车本体

(223)上的合开模螺杆(228)，所述合开模螺杆(228)连接所述侧模板(227)；所述合开模螺

杆(228)采用手摇螺杆，通过所述手摇螺杆拉动所述侧模板(227)向所述第一中间模板组

(224)或第二中间模板组(225)靠近和远离实现开模和合模，所述侧模板(227)向所述第一

中间模板组(224)或第二中间模板组(225)靠最近时能形成M形模腔的两侧模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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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水泥管廊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具体涉及一种预制水泥管廊的自动化生产流

水线。

背景技术

[0002] 流水线又称为装配线，一种工业上的生产方式，指每一个生产单位只专注处理某

一个片段的工作，以提高工作效率及产量；按照流水线的输送方式大体分为：皮带流水装配

线、板链线、倍速链、插件线、网带线、悬挂线及滚筒流水线这七类流水线。一般包括牵引件、

承载构件、驱动装置、涨紧装置、改向装置和支承件等组成。流水线可扩展性高，可按需求设

计输送量，输送速度，装配工位，辅助部件(包括快速接头、风扇，电灯，插座，工艺看板，置物

台，24V电源，风批等，因此广受企业欢迎；流水线是人和机器的有效组合，最充分体现设备

的灵活性，它将输送系统、随行夹具和在线专机、检测设备有机的组合，以满足多品种产品

的输送要求。而现有的水泥管廊安装一般都是现浇，如果将水泥管廊运用与流水线上将很

大程度的提高生产效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上述不足而提供一种预制水泥

管廊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批量生产水泥管廊。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的技术方案：包括连续作业的合模区、装载钢

筋的钢筋笼区、水泥灌浆区、水泥固化区、冷却区、开模下料区和作业台车，所述开模下料区

连接所述合模区；

[0005] 所述作业台车从所述合模区依次进入所述钢筋笼区、水泥灌浆区、水泥固化区和

冷却区，然后再从所述第二等待区进入所述开模下料区；

[0006] 所述作业台车，其上载有能形成预制水泥管廊模板；

[0007] 所述开模下料区，当预制水泥管廊制作完成后进入所述开模下料区，其打开预制

水泥管廊模板，并从模板中取出成品水泥管廊；

[0008] 所述合模区，当所述作业台车进入其内后，所合模区合上打开的预制水泥管廊模

板；

[0009] 所述钢筋笼区，当所述作业台车进入其内后，在所述钢筋笼区内向所述作业台车

上的预制水泥管廊模板放入钢筋笼；

[0010] 所述水泥灌浆区，当所述作业台车进入其内后，其向放有钢筋笼的预制水泥管廊

模板内灌入水泥；

[0011] 所述水泥固化区，其作为固化预制水泥管廊模板内的水泥；

[0012] 所述冷却区，其作为预制水泥管廊成形的一个过渡。

[0013] 进一步，所述预制水泥管廊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还包括第一转换区和第二转换

区，所述第一转换区和所述第二转换区能改变所述作业台车的移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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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进一步，所述预制水泥管廊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还包括第一等待区和第二等待

区，所述第一等待区，其为所述作业台车进入所述水泥灌浆区做准备；所述第二等待区，其

为所述作业台车进入所述开模下料区做准备。

[0015] 进一步，所述开模下料区设有成品暂存区。

[0016] 进一步，所述钢筋笼区设有钢筋笼制造区。

[0017] 进一步，所述水泥灌浆区连接有水泥泵站。

[0018] 一种所述预制水泥管廊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上运用的作业台车，包括台车本体和

安装在所述台车本体上的快速合模及开模的预制水泥管廊模板，所述预制水泥管廊模板包

括相对应的第一中间模板组、第二中间模板组以及能快速开模合模的侧模板组，所述第一

中间模板组和所述第二中间模板组之间形成中间模槽，所述第一中间模板组和第二中间模

板组分别与所述侧模板组之间形成侧模槽，所述中间模槽与所述侧模槽之间形成预制水泥

管廊模腔。

[0019] 进一步，所述侧模板组包括侧模板和安装在所述台车本体上的合开模螺杆，所述

合开模螺杆连接所述侧模板。

[0020]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设置双向的纵向和横向

输送生产线，并把所述开模下料区、合模区和钢筋笼区位于其中一条所述纵向台车轨道生

产线上，所述水泥灌浆区、水泥固化区和冷却区位于另外一条所述纵向台车轨道生产线上；

所述第一转换区和所述第一等待区位于其中一条所述横向台车轨道生产线上，所述第二转

换区和所述第二等待区位于另外一条所述横向台车轨道生产线上，且所述第一转换区、所

述第一等待区、第二转换区和所述第二等待区均位于所述横向台车轨道和纵向台车轨道的

交接处，使整个生产线形成一个能不断的制造水泥管廊的生产线，加快了生产速度，同时在

所述作业台车上安装快速合模及开模的预制水泥管廊模板来快速的制造水泥管廊，使整个

生产线变得更加流畅。

[0021] 本发明的其它优点、目标和特征将部分通过下面的说明体现，部分还将通过对本

发明的研究和实践而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所理解。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一种预制水泥管廊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一种预制水泥管廊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框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一种预制水泥管廊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俯视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作业台车在流水线上第一种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作业台车在流水线上第二种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为本发明作业台车在流水线上第三种结构示意图。

[0028] 图7为本发明流水线转角处俯视图。

[0029] 图8为本发明作业台车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作用更加清楚及易于了解，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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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需要说明的是A方向为流水线方向，也为作业台车行走方向。

[0032]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预制水泥管廊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包括连续作业的合模区

201、装载钢筋的钢筋笼区202、水泥灌浆区205、水泥固化区206、冷却区207、开模下料区210

和作业台车222，所述开模下料区210连接所述合模区201；所述水泥固化区206需要工作时

间4h，所述水泥固化区206内安装至少4台烤箱，所述作业台车222沿生产线进入所述水泥固

化区206后，通过所述烤箱，通过所述烤箱使水泥加快固化，其他工作区作业时间为1h左右，

所述合模区201涂上脱模剂完成脱模；所述作业台车222从所述合模区201依次进入所述钢

筋笼区202、水泥灌浆区205、水泥固化区206和冷却区207，然后再从所述第二等待区209进

入所述开模下料区210；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闭合的生产线，使工序时间更短，加快了生产所

述预制水泥管廊；所述作业台车222上载有能形成预制水泥管廊模板；所述预制水泥管廊模

板用来生产水泥管廊使用；当预制水泥管廊制作完成后进入所述开模下料区210，其打开预

制水泥管廊模板，并从模板中取出成品水泥管廊；当所述作业台车222进入其内后，所合模

区201合上打开的预制水泥管廊模板；

[0033] 当所述作业台车222进入其内后，在所述钢筋笼区202内向所述作业台车222上的

预制水泥管廊模板放入钢筋笼；所述水泥灌浆区205，当所述作业台车222进入其内后，其向

放有钢筋笼的预制水泥管廊模板内灌入水泥；所述水泥固化区206，其作为固化预制水泥管

廊模板内的水泥；所述冷却区207，其作为预制水泥管廊成形的一个过渡使成品在取出之前

能达到开模条件。

[0034] 作为具体实施例，所述预制水泥管廊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的方向铺设有台车轨

道，所述作业台车222在所述台车轨道上能沿生产线从上一工作区进入下一工作区。

[0035] 作为具体实施例，所述台车轨道包括横向台车轨道218和纵向台车轨道221，所述

作业台车222依靠自身动力系统在所述纵向台车轨道221上行走，所述横向台车轨道218与

所述纵向台车轨道221互相垂直，一对所述横向台车轨道218平行，一对所述纵向台车轨道

221平行，其中所述开模下料区210、合模区201和钢筋笼区202位于其中一条所述纵向台车

轨道221生产线上，所述水泥灌浆区205、水泥固化区206和冷却区207位于另外一条所述纵

向台车轨道221生产线上。

[0036] 作为具体实施例，所述纵向输送链条动力系统216包括纵向输送链条220和纵向输

送动力系统，所述纵向输送动力系统安装在所述作业台车222上，所述纵向输送链条220安

装在所述纵向台车轨道221上。

[0037] 作为具体实施例，所述预制水泥管廊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还包括第一转换区203

和第二转换区208，所述第一转换区203和所述第二转换区208能改变所述作业台车222的移

动方向；所述预制水泥管廊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还包括第一等待区204和第二等待区209，

所述第一等待区204，其为所述作业台车222进入所述水泥灌浆区205做准备；所述第二等待

区209，其为所述作业台车222进入所述开模下料区210做准备；所述第一转换区203向所述

第一等待区204过渡时，在生产线上安装横向输送链条动力系统215，所述输送链条动力系

统215包括横向输送台车217、横向输送链条219和横向动力系统，所述横向动力系统能给所

述横向输送链条219动力传动使所述横向输送台车217带动所述作业台车222从其中一条所

述纵向台车轨道221生产线运动到另外一条所述纵向台车轨道221生产线上，即在所述横向

台车轨道218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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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作为具体实施例，所述第一转换区203和所述第一等待区204位于其中一条所述横

向台车轨道218生产线上，所述第二转换区208和所述第二等待区209位于另外一条所述横

向台车轨道218生产线上，且所述第一转换区203、所述第一等待区204、第二转换区208和所

述第二等待区209均位于所述横向台车轨道218和纵向台车轨道221的交接处。

[0039] 作为具体实施例，所述开模下料区210设有成品暂存区212，所述开模下料区210安

装有门式吊车，当在所述开模下料区210开模后，通过所述门式吊车吊起成品然后放于所述

成品暂存区212。

[0040] 作为具体实施例，所述钢筋笼区202设有钢筋笼制造区213和门式吊车，所述钢筋

笼制造区213制造钢筋笼完成后，通过门式吊车吊起钢筋笼放于打开的预制水泥管廊模板。

[0041] 作为具体实施例，所述水泥灌浆区205连接有水泥泵站214，并在所述水泥泵站214

内设有水泥灌入装置，是泵输出装置。

[0042] 一种所述预制水泥管廊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上运用的作业台车，包括台车本体

223和安装在所述台车本体223上的快速合模及开模的预制水泥管廊模板，为了使所述预制

水泥管廊模板能快速的开模和合模，所述预制水泥管廊模板包括相对应的第一中间模板组

224、第二中间模板组225以及能快速开模合模的侧模板组226，所述第一中间模板组224和

所述第二中间模板组225之间形成中间模槽，所述第一中间模板组224和第二中间模板组

225分别与所述侧模板组226之间形成侧模槽，所述中间模槽与所述侧模槽之间形成预制水

泥管廊模腔，一对所述侧模槽和所述中间模槽之间形成的水泥管廊模腔M形模腔，M形模腔

另外两边通过在所述台车本体223上加设挡板挡住，两块挡板与相邻的所述侧模板组226之

间在合模时能恰好贴合在一起。

[0043] 作为具体实施例，所述作业台车还包括能扣在所述预制水泥管廊模板上的盖件，

所述盖件设有灌料口，沿所述灌料口灌入水泥。

[0044] 作为具体实施例，所述侧模板组226包括侧模板227和安装在所述台车本体223上

的合开模螺杆228，所述合开模螺杆228连接所述侧模板227，所述合开模螺杆228采用手摇

螺杆，通过所述手摇螺杆拉动所述侧模板227向所述第一中间模板组224或第二中间模板组

225靠近和远离实现开模和合模，所述侧模板227向所述第一中间模板组224或第二中间模

板组225靠最近时能形成M形模腔的两侧模腔。

[0045]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较

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对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

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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