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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铸造设备的构成和工作特点，结合设备操作者、设备维修工、设备管理员和企业 

管理者分析了铸造设备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了设备维护管理的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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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mposition and operating features of casting equipment are presented．Combined with 

the equipment operator,equipment maintenance，equipment keeper and enterprise manager,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casting equipment management are analyzed．And th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on equipment 

maintenance management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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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年起，中国铸件产量以每年 l 1％的 

速度增长，已连续 12年居世界首位。铸造业的飞 

速发展离不开先进的铸造设备，铸造生产由原来 

的手工操作改为机械化、自动化生产线 ，节省了 

人力、物力、财力，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产量奇迹。因此铸造车间的设备管理维 

护应该作为铸造工艺过程的一个关键环节加以重 

视 。 

1 铸造设备的构成和工作特点 

1．1 铸造设备的构成 

铸造设备分为生产线和单机设备。铸造生产 

线涉及 了多种不 同专业结构，如砂处理线包含了 

振动设备 (落砂机、振动输送机、破碎机 、振动 

沸腾冷却床、振动给料机、振动筛砂机等)、分离 

设备 (永磁滚筒、悬挂磁选机、风选器等)、运输 

机械 (不同结构规格的斗提机、皮带输送机、气 

力输送系统、螺旋给料机等)。单机设备有适用于 

不同粘结剂的混砂设备 以及不同方式的制芯造型 

设备、定量设备、检测设备、抛丸清理设备、热 

处理设备 、涂装设备、除尘设备和熔炼设备等 。 

近年来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对除尘设备和尾气 

处理设备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过滤精度要求更高， 

噪声要求更小。此外，随着节能意识的增强，天 

然气越来越多地被用于铸造设备。 

1．2 铸造设备的工作特点 

高粉尘 ：新砂 中的灰分、泥分，旧砂中的灰 

分、脱落粘结剂膜、破碎微粒、燃烧后涂料残留 

物在输送、筛分过程中都会飘散在空气中，即使 

非常高效的除尘设备也不能将其完全收集。 

高温 ：铁水的工艺温度要求在 1300℃以上， 

铸件热处理炉内的温度高达 1100℃。落砂机的落 

砂台面与 300 oC以上砂子直接接触，其振动电机 

的温度也高达 200℃左右 。皮带输送机上的砂温 

高达 100℃。因此砂处理线上的设备都必须能承 

受长期的高温环境。 

高噪声 ：落砂机、振实造型机、振实台、抛 

丸机以及一些气动设备换向排气所产生的噪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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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70～90 dB。 

高破坏性 ：铸造设备尤其是砂处理设备大都 

属于破坏性设备，达到生产需求大多是以牺牲设 

备本身的寿命来完成的。如振动破碎机通过砂团 

与砂团之间以及砂团与破碎筐之间相互碰撞、磨 

擦达到破碎的目的，砂团破碎的同时也对破碎筐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磨损。还有振动输送和气力输 

送设备运行时，型砂在输送过程中对振动输送槽 

和气力输送管道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铸造设备四高 (高粉尘、高温、高噪声、高 

破坏性 )的工作特点决定了在设计制造时必须充 

分考虑环境对设备的影响，如防尘、耐高温、耐 

磨，特殊的润滑方式以及减震、降噪等措施。由 

于铸造牛产的不确定性 (如树脂砂工艺生产过程 

中不同铸件引起的砂铁比变化)，会导致生产设备 

工作条件的变化，如砂温的变化会随砂铁比的减 

少而显著，从而对所有的砂处理设备带来较大的 

负面影响，包括胶带寿命、轴承润滑、易损件磨 

损以及磁选机磁强的耗损等【l】。 

2 铸造设备的维护管理 

2．1 设备操作者 

设备操作者是设备管理的第一一责任人。设备 

操作者上岗前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考核合格后 

才可操作设备。操作者必须熟悉设备的结构原理、 

性能，每天如实记录设备的点检情况，发现 问题 

及时通知维修工处理 。对于一些严格的企业来说 

甚至分 “主操”和 “副操”，即先从事副操作，经 

过一段时问后才可胜任主操作。而一些中小企业 

对于设备操作一直不够重视，致使生产效率下降、 

产品质量降低、设备非正常损坏，甚至还会造成 

人员伤害。 

随着设备管理者对设备认识度的提高和管理 

经验的积累，对设备操作者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 

选择一些素质较高的人员从事设备操作，并且定 

期组织培训及操作技能比赛，对其所操作的设备 

完好率和维护保养情况进行评 比，选出优秀者给 

予褒奖，使他们的劳动价值得到肯定、认可。 

2．2 设备维修工 

设备维修工是保证设备正常运行的一个重要 

因素。维修工既要指导操作者对设备进行维护保 

养，又要对设备出现的问题作出快速判断、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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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此外，还要在平时的设备巡检中做好预维 

修，以减少生产中的停机。 

由于铸造车间的设备种类非常多，建议将维 

修人员进行区域划分，让他们分管 自己熟悉的设 

备，并对设备的完好率和停机率进行考核。对于 

那些难以胜任或者工作不踏实的人员应调离岗位， 

而那些工作踏实、技术水平较高的职工应使其工 

资收入和付出成正比，避免造成部分优秀维修人 

员的流失。 

2．3 设备管理员 (设备技术员) 

铸造设备管理人员必须有较强的责任心和事 

业心，必须充分认识到铸造设备的平稳运行是铸 

造生产的根本保证 ，设备故障或设备事故将导致 

企业的巨大损失。由于铸造设备涉及专业较多， 

包容面较广且工作环境较差，要保证设备的正常 

运行，必须要有相对较高的敬业精神和业务素质， 

要有较强的学习精神。一般的中小型铸造企业设 

备管理人员很少，各专业的人员不会都有。因此， 

要求设备管理及维护保养人员既懂机、钳、气， 

又要会液、电、控 ，甚至还要懂得焊接、气割。 

除此之外一些铸造工艺也要了解。在掌握设备使 

用、维修基本方法的基础上，设备管理人员还应 

根据企业生产的具体情况和设备的结构特点，摸 

索一套切合实际的设备管理方法，建立相应的制 

度，科学地约束、指导设备操作者及维修人员的 

日常工作。设备管理员应该运用 自己的经验和知 

识开发出设备的潜能，尽量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 

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设备 

的维护成本，合理地改造、优化设备。 

铸造车间设备管理员的收入要明显低 下其他 

工艺技术人员，导致大量的设备技术人员改行或 

跳槽。要保证设备在良好的状态下运行，就必须 

有可靠的设备管理人员。企业的经营者也必须下 

力量培养 ，且合理使用。对有特殊贡献，身怀绝 

技的要千方百计地留住人，用其所长，不惜高薪。 

因人员流失而设备故障频发，甚至设备停用的反 

面例子也为数不少。 

2．4 企业管理者 

企业要改变重使用轻管理及重维修轻保养的 

错误观念，同时也应该意识到设备的维护保养也 

是均衡生产的重要环节。某些企业的牛产计划中 

根本不涉及设备维修、保养的内容。因此，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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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工 

是设备不坏不修，而一旦设备出了故障就要影响 

生产。正常生产的情况下铸造厂各个工部之间的 

衔接，一般上工序是下工序的生产条件，而一旦 

某工序的设备出现故障，若不能及时排除，下工 

序就可能停产 (如熔化到浇注 、砂处理到造型) 

使全厂生产严重失衡【”。要改变这种观念就需要 

企业的决策者、管理者首先引起重视，必须针对 

生产的实际情况和设备的结构特点，制订切实可 

行的管理制度，方可保证设备运行平稳，生产有 

序进行。 

3 结语 

随着铸造业的国际化发展，现在国内的铸造 

厂在完善 自身设备管理制度的同时也开始渐渐引 

进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日益完善的设备管 

理制度将使铸造设备在生产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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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铸造学会、协会201 3年学术年会会议纪要 

2013年9月13曰至15日由成都市铸造学会、成都市铸造行业协会 

主办，成都成工机械井研铸造有限公司承办的201 3年成都市铸造学 

术年会在四川I省井研县蓝雁 宾馆成功举行。成都市经委主管领导和 

井研县政府领导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总结本次会议有五大亮点： 

1．201 3年年会的会议规模超过历届会议，人气爆棚：来 自全国 

13个省市地区和四川I省11个地级市的代表，共计160余人出席了本届 

年会。本次年会论文集收录 了40余篇论文，论文数量超过了历届会 

议。 

2．大会邀请从事黏土砂、覆膜砂、铁模覆砂、消失模、V法铸 

造的专家学者，为会议准备了精彩纷呈的报告，获得了与会代表的好评。年会提供 自由学术交流平台，营造了各派争鸣的 

气氛，会议期间，代表们积极提问，与专家学者互动交流，解决了生产中遇到的问题。9月l5 Et中午前还组织相关专家为 

铸造企业答疑解惑， 自由发言，共同探讨。 

3．精心安排企业参观，会议代表收获多，满意度高。大会安排9月15 Lj上午9时参观成都成工工程机械井研铸造有限责 

任公司；该公司拥有一条全 自动V法造型生产线，一条消失模造型生产线，一条铁模覆砂造型生产线，一条黏土砂造型生 

产线。在成都市属于铸造能力最大、工艺最齐的企业之一。 

4．年会坚持以学术交流为主、展会为辅的办会方针，得到与会代表和参展商的较高评价，保证了学术交流效果。本次 

会议以 “创新技术，促进生态建设 ”为主题开展研讨。坚持推动创新技术，绿色铸造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生态 

文明建设是铸造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以此为主线与企业进行交流，通过新技术、新理念的的介绍 以及各种交流活动的展 

开，努力探索绿色铸造工艺生产高品质铸件，使与会代表受益匪浅。 

5．本次会议得到了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双星铸造机械有限公司、成都星源 

铸造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三门峡阳光铸材有限公司、武汉恒德科技有限公司、丹麦迪砂 (DISA)中国工业公司等单位的支 

持和协助；同时也得到了 《铸造纵横》 《铸造世界报》 《未来铸造》 《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 《铸造设备与工艺》 《铸造 

工程》 《现代铸铁》 《铸造工程师》 《今 Kt铸造》 《消失模与V法》等2O多家媒体的支持。 

会议决定2014年成都市铸造学术年会将在明年9— 10月份在成都市召开。 

(成都市铸造学会、协会秘书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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