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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煤粉砂浇铸领域，特别涉及

一种煤粉砂生产工艺生产线，包括支架、轨道、转

运车以及砂箱，支架固定在地面上，轨道设置在

支架上，转运车设置在轨道的上方，砂箱设置在

转运车上方，沿着轨道的延伸方向依次为合箱工

位、下芯工位、填砂工位、震动压实工位、浇铸工

位、落砂工位以及分箱工位，在轨道靠近合箱工

位的一端设置有带动转运车以及砂箱在轨道上

移动的第一驱动件，在震动压实工位的位置设置

有捅箱机，在分箱工位的位置设置有分箱机，达

到了提高煤粉砂浇铸工作的生产效率，减少生产

线占地面积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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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煤粉砂生产工艺生产线，包括支架(1)、轨道(2)、转运车(3)以及砂箱(4)，其特

征在于：支架(1)固定在地面上，轨道(2)设置在支架(1)上，转运车(3)设置在轨道(2)的上

方，砂箱(4)设置在转运车(3)上方，沿着轨道(2)的延伸方向依次为合箱工位、下芯工位、填

砂工位、震动压实工位、浇铸工位、落砂工位以及分箱工位，在轨道(2)靠近合箱工位的一端

设置有带动转运车(3)以及砂箱(4)在轨道(2)上移动的第一驱动件(5)，在震动压实工位的

位置设置有捅箱机，在分箱工位的位置设置有分箱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粉砂生产工艺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轨道(2)共有

上、下两层，在轨道(2)远离合箱工位的一端设置有对转运车(3)以及砂箱(4)在上层和下层

之间转运的升降装置(6)。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煤粉砂生产工艺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轨道(2)包括

第一滑轨(21)和第二滑轨(22)，第一滑轨(21)与第二滑轨(22)的结构完全相同，并且第一

滑轨(21)与第二滑轨(22)同一侧的端头在同一竖直面上，合箱工位、下芯工位、填砂工位、

震动压实工位以及浇铸工位设置在第一滑轨(21)上方，落砂工位以及分箱工位设置在第二

滑轨(22)上方，在第一滑轨(21)与第二滑轨(22)远离升降装置(6)的一端设置有将第一滑

轨(21)上方的转运车(3)以及砂箱(4)转运到第二滑轨(22)上方的摆渡装置(7)。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煤粉砂生产工艺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装置(6)

包括第一升降组件(61)和第二升降组件(62)，第一升降组件(61)设置在第一滑轨(21)远离

摆渡装置(7)的一端，在第一升降组件(61)远离第一滑轨(21)的一端设置有将第一升降组

件(61)内部的转运车(3)以及砂箱(4)推送到第一滑轨(21)上方的第三驱动件(63)，第二升

降组件(62)设置在第二滑轨(22)远离摆渡装置(7)的一端，在第二升降组件(62)远离第二

滑轨(22)的一端设置有将第二升降组件(62)内部的转运车(3)以及砂箱(4)推送到第二滑

轨(22)上方的第五驱动件(64)。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煤粉砂生产工艺生产线，其特征在于：第一升降组件(61)

包括固定架(611)，在固定架(611)上设置有第三滑轨(612)，第三滑轨(612)的延伸方向与

第一滑轨(21)的延伸方向相同，并且第三滑轨(612)的截面形状与第一滑轨(21)的截面形

状完全相同，在第三滑轨(612)上方设置有带动第三滑轨(612)上下移动的第二驱动件

(613)。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煤粉砂生产工艺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摆渡装置(7)

包括“工”字形滑轨(71)，“工”字形滑轨(71)水平设置在第一滑轨(21)和第二滑轨(22)的一

端，并且“工”字形滑轨(71)的延伸方向与第一滑轨(21)的延伸方向相垂直，在“工”字形滑

轨(71)上方设置有摆渡车(72)，在摆渡车(72)下方设置有与“工”字形滑轨相适配的滚轮，

在“工”字形滑轨远离第二滑轨(22)的一侧设置有将摆渡车(72)内部的转运车(3)以及砂箱

(4)推送到第二滑轨(22)上方的第六驱动件(73)，在“工”字形滑轨(71)的一侧设置有带动

摆渡车(72)在第一滑轨(21)与第二滑轨(22)之间移动的第四驱动件(74)。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煤粉砂生产工艺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升降组件

(62)与第一升降组件(61)的结构相同。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煤粉砂生产工艺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合箱工位、下

芯工位、填砂工位、震动压实工位以及浇铸工位设置在第一滑轨(21)的上层，落砂工位以及

分箱工位设置在第二滑轨(22)的上层，第三驱动件(63)与第一滑轨(21)的下层相对应，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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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驱动件(64)与第二滑轨(22)的上层相对应，第六驱动件(73)与第二滑轨(22)的下层相对

应，第一驱动件(5)与第一滑轨(21)的上层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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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煤粉砂生产工艺生产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煤粉砂浇铸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煤粉砂生产工艺生产线。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铸造是将通过熔炼的金属液体浇注入铸型内，经冷却凝固获得所需形状和性

能的零件的制作过程，根据产品的不同，可以选用不同的材料来造型，而煤粉砂就是其中的

一种砂型。

[0003] 现有的可参考公告号为CN204842860U的中国专利，其公开了一种消失模铸造生产

线，包括液压翻转机、三级分离机、永磁分离机、螺旋输送冷却机、三个斗式提升机、储料仓、

皮带输送机、造型储料仓、浇注振实台、造型机、双向驱动转运车及两道砂箱循环线。螺旋输

送冷却机的出料口高于进料口，可以将物料从低端输送至高端，延长物料在冷却机内的时

长，输送机的机壳外侧套有冷却筒，以对冷却机内物料进行换热降温。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在使用煤粉砂进行浇铸时，同样需要对浇

铸后的砂箱进行长时间的静置冷却，如果使用现有的生产线，虽然螺旋输送冷却机的出料

口高于进料口，可以将物料从低端输送至高端，延长物料在冷却机内的时长，但是这样并不

能对浇铸后的砂箱进行充分的冷却，而且这样操作也比较复杂，占地面积比较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煤粉砂生产工艺生产线，达到了提高煤粉砂浇铸工

作的生产效率，减少生产线占地面积的效果。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煤粉砂生产工艺生产线，包括支架、轨道、转运车以及砂箱，支架固定在地面

上，轨道设置在支架上，转运车设置在轨道的上方，砂箱设置在转运车上方，沿着轨道的延

伸方向依次为合箱工位、下芯工位、填砂工位、震动压实工位、浇铸工位、落砂工位以及分箱

工位，在轨道靠近合箱工位的一端设置有带动转运车以及砂箱在轨道上移动的第一驱动

件，在震动压实工位的位置设置有捅箱机，在分箱工位的位置设置有分箱机。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在使用煤粉砂进行浇铸时，将放置有砂箱的转运车放置在轨

道上靠近第一驱动件的位置，在对砂箱进行合箱以及下芯之后，第一驱动件会推动转运车

以及砂箱向靠近填砂工位的方向移动，当转运车以及砂箱移动到填砂工位的位置后，第一

驱动件恢复到初始位置，填砂工位对砂箱进行填砂，同时，工作人员将第二辆放置有砂箱的

转运车放置在轨道上靠近第一驱动件的位置，第一驱动件推动第二辆转运车向靠近填砂工

位的方向移动，同时，第二辆转运车会与第一辆转运车地接并将第一辆转运车推送到震动

压实工位的位置，这时桶箱机会对填砂结束后的砂箱进行压实；就这样以此类推，直到浇铸

工位结束之后，对砂箱进行静置，然后进行落砂与分箱，这样就完成了煤粉砂浇铸。这样的

生产线，可以大幅度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

[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轨道共有上、下两层，在轨道远离合箱工位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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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对转运车以及砂箱在上层和下层之间转运的升降装置。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因为在煤粉砂浇铸的过程中，需要对浇铸后的砂箱进行长时

间的静置，所以通常轨道的长度会比较长，通过将轨道设置为两层，在砂箱经过合箱以及下

芯之后，在填砂工位完成填砂，然后转运车以及砂箱会在轨道的上层（或者下层）移动，当转

运车移动到升降装置内部之后，升降装置会将转运车以及砂箱转运到下层（或者上层），然

后，既可以保证静置的时间，也不会影响产品的质量，而且还可以减少占地面积。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轨道包括第一滑轨和第二滑轨，第一滑轨与第二

滑轨的结构相同，并且第一滑轨与第二滑轨同一侧的端头在同一竖直面上，合箱工位、下芯

工位、填砂工位、震动压实工位以及浇铸工位设置在第一滑轨上方，落砂工位以及分箱工位

设置在第二滑轨上方，在第一滑轨与第二滑轨远离升降装置的一端设置有将第一滑轨上方

的转运车以及砂箱转运到第二滑轨上方的摆渡装置。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在进行煤粉砂浇铸时，在第一滑轨上完成合箱、下芯、填砂、震

动压实以及浇铸之后，摆渡装置可以将砂箱以及转运车转运到第二滑轨上方，并使砂箱以

及转运车能够继续在第二滑轨上移动，然后在对砂箱进行落砂以及分箱，这样就进一步缩

短了轨道的跨度，降低了生产线的占地面积，而且还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升降装置包括第一升降组件和第二升降组件，第

一升降组件设置在第一滑轨远离摆渡装置的一端，在第一升降组件远离第一滑轨的一端设

置有将第一升降组件内部的转运车以及砂箱推送到第一滑轨上方的第三驱动件，第二升降

组件设置在第二滑轨远离摆渡装置的一端，在第二升降组件远离第二滑轨的一端设置有将

第二升降组件内部的转运车以及砂箱推送到第二滑轨上方的第五驱动件。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在转运车以及砂箱在第一滑轨的上层和下层之间转运时，第

一驱动组件会将砂箱以及转运车从第一滑轨上推送到第一升降组件内部，然后第一升降组

件会在第一滑轨的上、下层之间切换，切换结束之后，第三驱动件将第一升降组件内部的转

运车以及砂箱再次推送到第一滑轨的上方；转运车以及砂箱在第二滑轨的上层和下层之间

转运过程与转运车以及砂箱在第一滑轨的上层和下层之间转运过程相同，只是第二升降组

件通过第二驱动件将砂箱以及转运车推送到第二滑轨上方。

[001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第一升降组件包括固定架，在固定架上设置有第三滑

轨，第三滑轨的延伸方向与第一滑轨的延伸方向相同，并且第三滑轨的截面形状与第一滑

轨的截面形状完全相同，在第三滑轨上方设置有带动第三滑轨上下移动的第二驱动件。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在第一升降组件对第一滑轨上方的砂箱以及转运车进行转运

时，第二驱动件会带动第三滑轨在固定架内部上下移动，使第三滑轨靠近第一滑轨的端头

与第一滑轨的上层或下层无缝抵接，然后第一驱动件会间接地把砂箱以及转运车推送到第

三滑轨上方，然后第二驱动件带动第三滑轨、砂箱以及转运车向第一滑轨的下层或上层移

动，在第三滑轨靠近第一滑轨的端面再次与第一滑轨的下层或者上层无缝抵接时，第二驱

动件停止运动，然后第三驱动件将砂箱以及转运车推送到第一滑轨上方。

[001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二升降组件与第一升降组件的结构相同。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第二升降组件对第二滑轨上的砂箱以及转运车的转运过程与

第一升降组件对砂箱以及转运车转运的过程相同，只是第二升降组件内部的砂箱以及转运

车通过第五驱动件推送到第二滑轨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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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摆渡装置包括“工”字形滑轨，“工”字形滑轨水平

设置在第一滑轨和第二滑轨的一端，并且“工”字形滑轨的延伸方向与第一滑轨的延伸方向

相垂直，在“工”字形滑轨上方设置有与第一升降组件相同的摆渡车，在摆渡车下方设置有

与“工”字形滑轨相适配的滚轮，在“工”字形滑轨远离第二滑轨的一侧设置有将摆渡车内部

的转运车以及砂箱推送到第二滑轨上方的第六驱动件，在“工”字形滑轨的一侧设置有带动

摆渡车在第一滑轨与第二滑轨之间移动的第四驱动件。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当砂箱在第一滑轨上方经过填砂、震动压实、合模以及浇铸之

后，需要将砂箱从第一滑轨上方转运到第二滑轨上方，在转运过程中，第三驱动件会间接地

把第一滑轨上方的砂箱以及转运车推送到摆渡车内部，然后第四驱动件带动升降组件向靠

近第二滑轨的方向移动，当摆渡车与第二滑轨对齐之后，第六驱动件会将摆渡车内部砂箱

以及转运车推送到第二滑轨上方，这样便完成了砂箱在第一滑轨与第二滑轨之间的转运。

[002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合箱工位、下芯工位、填砂工位、震动压实工位以

及浇铸工位设置在第一滑轨的上层，落砂工位以及分箱工位设置在第二滑轨的上层，第三

驱动件与第一滑轨的下层相对应，第五驱动件与第二滑轨的上层相对应，第六驱动件与第

二滑轨的下层相对应，第一驱动件与第一滑轨的上层相对应。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第一驱动件在第一滑轨的上方推动砂箱移动，在砂箱移动的

过程中完成合箱、下芯填砂、震动压实、合模以及浇铸，然后第一驱动件间接地将砂箱以及

转运车推送到第一升降组件内部，第一升降组件向下移动，然后与第一滑轨下层相对应的

第三驱动组件会将砂箱以及转运车推送到第一滑轨的下层进行静置；然后摆渡装置以及摆

渡车会将砂箱以及转运车转运到第二滑轨的下层，在转运的过程中，第六驱动件将摆渡车

内部的砂箱以及转运车推送到第二滑轨的下层，然后第二升降组件将第二滑轨下层的砂箱

转运到第二滑轨的上层，在转运过程中，第五驱动件会将第二升降组件内部的砂箱以及转

运车推送到第二滑轨的上层，然后砂箱会在第二滑轨的上层进行落砂以及分箱。这样即对

浇铸后的砂箱进行了足够时长的静置，还减少了该生产线的占地面积，提高了该生产线的

工作效率。

[002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技术效果：

[0024] 1 .通过设置了轨道以及支架，使煤粉砂浇铸的生产线更加连贯，提高了生产线的

工作效率，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0025] 2.通过设置了双层的轨道，达到了既节省占地面积，又不会缩减砂箱的静置时间，

保证了产品质量的效果；

[0026] 3.通过设置了第一滑轨和第二滑轨，达到了进一步减少占地面积，保证产品质量

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浇铸生产线的俯视图；

[0028] 图2是浇铸生产线中第一滑轨部分的主视图；

[0029] 图3是浇铸生产线中第二滑轨部分的主视图；

[0030] 图4是浇铸生产线中摆渡装置的主视图。

[0031] 图中，1、支架；2、轨道；21、第一滑轨；22、第二滑轨；3、转运车；4、砂箱；5、第一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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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6、升降装置；61、第一升降组件；611、固定架；612、第三滑轨；613、第二驱动件；62、第二

升降组件；63、第三驱动件；64、第五驱动件；7、摆渡装置；71、“工”字形滑轨；72、摆渡车；73、

第六驱动件；74、第四驱动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3] 参照图1，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煤粉砂生产工艺生产线，包括支架1、轨道2、转运

车3、砂箱4、捅箱机、分箱机和第一驱动件5，轨道2通过支架1固定在地面上，沿着轨道2的延

伸方向依次为合箱工位、下芯工位、填砂工位、震动压实工位、浇铸工位、落砂工位以及分箱

工位，砂箱4放置在转运车3上方，转运车3设置在轨道2上方，第一驱动件5设置在轨道2的一

端并且可以带动转运车3以及砂箱4沿着轨道2的延伸方向移动，捅箱机设置在轨道2震动压

实工位的位置，分箱机设置在轨道2分箱工位的位置。在使用煤粉砂进行浇铸时，将放置有

砂箱4的转运车3放置在轨道2上靠近第一驱动件5的位置，在砂箱4经过合箱以及下芯之后，

第一驱动件5会推动转运车3以及砂箱4向靠近填砂工位的方向移动，当转运车3以及砂箱4

移动到填砂工位的位置后，第一驱动件5恢复到初始位置，填砂工位对砂箱4进行填砂，同

时，工作人员将第二辆放置有砂箱4的转运车3放置在轨道2上靠近第一驱动件5的位置，在

砂箱4经过合箱以及下芯之后，第一驱动件5会推动第二辆转运车3向靠近填砂工位的方向

移动，同时，第二辆转运车3会与第一辆转运车3抵接并将第一辆转运车3推送到震动压实工

位的位置；就这样以此类推，直到浇铸工位结束之后，再对砂箱4进行静置，然后进行落砂以

及分箱，这样就完成了煤粉砂浇铸。

[0034] 捅箱机的具体结构可参考公告号为CN204672896U的中国专利。

[0035] 分箱机的具体结构可参考公告号为CN108190453A的中国专利。

[0036] 参照图1和图2，轨道2共有上、下两层，第一驱动件5与轨道2的上层相对应，在轨道

2远离第一驱动件5的一端设置有升降装置6，升降装置6可以将轨道2上层的砂箱4以及转运

车3转运到轨道2的下层，并进行后续的加工。在经过合箱以及下芯的砂箱4在填砂工位完成

填砂之后，第一驱动件5会带动转运车3以及砂箱4在轨道2的上层继续移动，并且砂箱4以及

转运车3会被第一驱动件5推送到升降装置6内部，然后升降装置6将转运车3以及砂箱4转运

到下层并进行后续需要进行的加工，最后在对砂箱4进行落砂，这样就完成了煤粉砂浇铸的

整个过程。因为浇铸的过程需要一定时长的静置，通过将轨道2设置成两层，既可以保证静

置的时间，也不会影响产品的质量，而且还可以减少占地面积。

[0037] 参照图1，轨道2包括第一滑轨21和第二滑轨22，第一滑轨21和第二滑轨22通过支

架1固定在地面上，第一滑轨21与第二滑轨22的结构相同，并且第一滑轨21与第二滑轨22同

一侧的端头在同一竖直面上，合箱工位、下芯工位、填砂工位、震动压实工位以及浇铸工位

设置在第一滑轨21的上层，落砂工位以及分箱工位设置在第二滑轨22的上层，在第一滑轨

21与第二滑轨22远离升降装置6的一端设置有摆渡装置7，摆渡装置7可以将第一滑轨21下

层的砂箱4以及转运车3转运到第二滑轨22的下层。在使用煤粉砂进行浇铸时，第一驱动件5

会带动砂箱4以及转运车3在第一滑轨21的上层向靠近转运装置的方向移动，在砂箱4移动

的过程中，会依次完成合箱、下芯、填砂、震动压实以及浇铸，然后升降装置6将第一滑轨21

上层的砂箱4以及转运车3输送到第一滑轨21的下层并带动砂箱4以及转运车3在第一滑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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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的下层向靠近摆渡装置7的方向移动；然后升降装置6将砂箱4以及转运车3推送到摆渡装

置7内部，摆渡装置7再将砂箱4以及转运车3转运到第二滑轨22的下层，然后升降装置6再将

砂箱4转运到上层，浇铸后的砂箱4会在第一滑轨21与第二滑轨22内部移动的过程中完成静

置过程，最后在第二滑轨22的上层完成落砂以及分箱，这样就完成煤粉砂的浇铸过程。这样

就进一步缩短了轨道2的跨度，降低了生产线的占地面积，而且还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0038] 参照图1，升降装置6包括第一升降组件61、第二升降组件62、第三驱动件63和第五

驱动件64，第一升降组件61设置在第一滑轨21远离摆渡装置7的一端，第三驱动件63设置在

第一升降组件61远离第一滑轨21的一侧，并且第三驱动件63可以将第一升降组件61内部的

砂箱4以及转运车3推送到第一滑轨21的下层；第二升降组件62设置在第二滑轨22远离摆渡

装置7的一端，第五驱动件64设置在第二升降组件62远离第二滑轨22的一侧，并且第五驱动

件64可以将第二升降组件62内部的砂箱4以及转运车3推送到第一滑轨21的上层。在第一升

降组件61对第一滑轨21上方的砂箱4以及转运车3进行转运时，砂箱4以及转运车3会在第一

滑轨21的上层被第一驱动件5推送到第一升降组件61内部，然后第一升降组件61使砂箱4以

及转运车3向下运动，然后第三驱动件63将砂箱4以及转运车3推送到第一滑轨21的下层；第

二升降组件62转运砂箱4以及转运车3的过程与第一升降组件61的工作过程相似，只是第二

升降组件62将砂箱4以及转运车3从第二滑轨22的下层转运到上层，然后通过第五驱动件64

把砂箱4以及转运车3推送到第二滑轨22的上层。

[0039] 参照图2，第一升降组件61包括固定架611、第三滑轨612和第二驱动件613，固定架

611固定在地面上，第三滑轨612水平设置在固定架611上，第三滑轨612的延伸方向与第一

滑轨21的延伸方向相同并且第三滑轨612的截面与第一滑轨21的截面也相同，第二驱动件

613设置在第三滑轨612上方并且可以带动第三滑轨612在固定架611上上下移动。在第一升

降组件61对第一滑轨21上的砂箱4以及转运车3转运时，第二驱动件613首先带动第三滑轨

612在竖直方向上向靠近第一滑轨21上层的方向移动，并且使第三滑轨612靠近第一滑轨21

的端面与第一滑轨21的上层无缝抵接，然后第一驱动件5在将砂箱4以及转运车3推送到第

一升降组件61内部，然后第二驱动件613带动砂箱4以及转运车3向下移动，在第三滑轨612

与第一滑轨21的下层再次无缝对接之后，第三驱动件63将第一升降组件61内部的砂箱4以

及转运车3推送到第一滑轨21的下层，这样就完成了砂箱4在轨道2的上层和下层之间的转

运。

[0040] 参照图3，用于对第二滑轨22上的砂箱4以及转运车3进行转运的第二升降组件62

与第一升降组件61的结构相同，只是在第二升降组件62对砂箱4以及转运车3进行转运时，

会通过第五驱动件64将第二升降组件62内部的砂箱4以及转运车3推送到第二滑轨22的上

层。

[0041] 参照图3和图4，摆渡装置7包括“工”字形滑轨71、摆渡车72、第六驱动件73、第四驱

动件74以及滚轮，“工”字形滑轨71设置在第一滑轨21和第二滑轨22的一端，并且第一滑轨

21与第二滑轨22的延伸方向与“工”字形滑轨71的延伸方向相垂直，摆渡车72与第一升降组

件61结构相同，滚轮与“工”字形滑轨相适配，摆渡车72通过滚轮在“工”字形滑轨上方移动，

第四驱动件74设置在“工”字形滑轨71的一侧并且可以带动摆渡车72在第一滑轨21以及第

二滑轨22之间移动，第六驱动件73设置在摆渡车72远离第一滑轨21的一侧，并且可以将摆

渡车72内部的转运车3以及砂箱4推送到第二滑轨22的下层。当砂箱4在第一滑轨21的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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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经过填砂、震动压实、合模、浇铸以及静置之后，需要将砂箱4从第一滑轨21的下层转运

到第二滑轨22的下层，在转运过程中，第三驱动件63会间接地把第一滑轨21下层的砂箱4以

及转运车3推送到摆渡车72内部，然后第四驱动件74带动摆渡车72向靠近第二滑轨22的方

向移动，当摆渡车72与第二滑轨22的下层对齐之后，第六驱动件73会将摆渡车72内部砂箱4

以及转运车3推送到第二滑轨22的下层，这样便完成了砂箱4在第一滑轨21与第二滑轨22之

间的转运。

[0042] 在本实用新型中，第四驱动件74首选为转动电机，并且转动电机通过齿轮齿条的

方式带动摆渡车72在第一滑轨21以及第二滑轨22之间移动，其他具有相同效果的驱动件仍

然适用。

[0043] 在本实用新型中，第一驱动件5、第二驱动件613、第三驱动件63、第五驱动件64、第

六驱动件73优选为驱动气缸，其他具有相同效果的驱动件仍然适用。

[0044]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使用过程为：在煤粉砂浇铸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将砂箱4

以及转运车3放置在第一滑轨21的上层，并且砂箱4以及转运车3放置在靠近第一驱动件5的

位置，砂箱4会首先经过合箱以及下芯过程，然后第一驱动件5会推动转运车3以及砂箱4向

靠近填砂工位的方向移动，当转运车3以及砂箱4移动到填砂工位的位置后，第一驱动件5恢

复到初始位置，填砂工位对砂箱4进行填砂，同时，工作人员将第二辆放置有砂箱4的转运车

3放置在轨道2上靠近第一驱动件5的位置，第一驱动件5推动第二辆转运车3向靠近填砂工

位的方向移动，同时，第二辆转运车3会与第一辆转运车3抵接并将第一辆转运车3推送到震

动压实工位的位置，以此类推，砂箱4会在第一滑轨21的上层完成合箱、下芯、填砂、震动压

实、浇铸；然后砂箱4会通过第一升降组件61被转运到第一滑轨21的下层，并且砂箱4会在第

一滑轨21的下层向靠近第一驱动件5的方向移动，该过程为静置过程；然后砂箱4会被推送

到摆渡车72内部，第四驱动件74带动摆渡车72、砂箱4以及转运车3向靠近第二滑轨22的方

向移动，当摆渡车72与第二滑轨22的下层对齐之后，第六驱动件73会将摆渡车72内部砂箱4

以及转运车3推送到第二滑轨22的下层；然后第二滑轨22下层的砂箱4会通过第二升降组件

62被转运到第二滑轨22的上层，最后完成落砂以及分箱。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煤粉砂

浇铸过程，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生产线的占地面积。

[0045]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

只要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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