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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谋远虑，未雨绸缪:  

在产品，技术和过程优化中

持续不断地进行研发工作是

我们最大的特色之一。

为了铸造的未来 

深谋远虑 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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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 公司超过百年的创新力和员工一流的素质

备受铸造业专家的称赞。产品的技术，高精密

度，高效率，高功能和高质量体现在整套铸造

设备以及模块化系统部件的研发和制造中，从

自动造型线，浇注机，砂处理设备直到其它的

作为面向工艺过程的系统供应商，KW 是您最佳的合作伙伴，我们可为您提供“德国制造“的高性价比

顶尖技术。坚固，可靠的产品和设备让 KW 公司在过去百年享誉全球并还将在未来延续下去。我们对自

己提出的要求是: 永远替用户做到深谋远虑，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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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技术。我们唯一的准则是：为了我们的客户，

这也是发挥跨系统的综合能力，创造佳绩的最坚

实基础。和 KW一起实现您的才能，共同塑造铸

造行业的未来。

德国制造

始于 1907 年



注力于成型

造型线.

  为您的生产流程竭尽所能.

www.kuenkel-wagn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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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制造

始于 1907 年



造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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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汽车，铁路和机械制造业对资源节约型和高能效制造的需求不断增加。这

一切增加了企业对于智能化设备系统的迫切需求 – KW公司可提供创新的智能化设备。

KW 公司所关注的是达成您的目标：让您的投

资，生产过程和造型质量从一开始就保证是最

佳的。

最高的生产可靠性通过高重复精度来实现。

同时要满足全球化市场提出的要求：用最现代

化的机器和设备能够和必须实现比现在更高的

生产能力。因为零件越来越复杂，要求材料的

性能更好，加工公差更小。对铸造厂来说满足

所有这些当前和将来的要求不是件容易的事，

除非借助KW公司强大的系统能力。一方面我

们拥有各种创新性的造型机，另一方面还有浇

注机，砂处理方面的专业知识。

通过大批量生产提高产能以优化降低产品成

本。

这从一开始就减少了兼容性风险，在尺寸波动

和重量公差方面让您在面对竞争时拥有非常明

显的技术优势。

令人印象深刻的性能展现  

我们确保完美.  



KW 公司对整个造型线的理念加强了我们技术

方面的领导资格。针对您具体的要求提供给您

完善的系统。我们模块化的部件具有高过程

可靠性，高可用性和最少保养和运行成本的特

点。基于深厚的专业知识，这是别人无法模仿

的。

设备持续运转：

KW 公司设备的特

点就是超长的使用

寿命，超高的可靠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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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 公司造型线的优点

 设备厚重，超高刚度，使用寿命超长。

 高精度，最少的停机时间 

 最好的造型质量和可靠性可在最少的人 
 员配置下实现，减少人力成本。

 易于操作和保养

 系统模块化，可分段投资。

 可选的砂型检验机制。

每一条 KW 的造型线都是唯一的：完全按照每

个客户的不同要求来定制。



砂型紧实工艺

压实: 多触头压实过程

的可调性保证压实质量

为将来做好准备：

KW-TWINPRESSplus - 
双面压实是自适应外形

压实，支撑油缸行程可

调，满足现代化要求的

二次压实

TWINPRESSplus双面压实技术能更快，更

好，更高效地达到最佳的造型效果。模型把砂

从下往上反向压向多触头，使得模板附近的型

砂紧实度增加，从而允许更薄的边缘型砂厚

度。最后从上面由多触头向下再进行压实。其

中最新技术是已经注册专利的可调反挤压行

程。

配备最好的创意：根据不同的铸件产品系列，我们的客户可以使用不同的紧实技术生产均匀的砂型。 

这也是通往高品质铸件经济生产之路上的决定性一步。

我们最好的压实技术:

KW-TWINPRESSplus双面压实

复杂的模型外形在所有规格的砂箱里都可以获

得最好的均匀的砂型强度：令人信服的造型结

果。

使用KW-多触头压实系统进行压实。

该技术将多触头分配到不同的压力圈，各个压

力圈的挤压力等参数可分别设置，不同压力圈

之间的时间延迟亦可调节。造型主机可以根据

模型的外形轮廓进行不同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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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技术问题 

紧实技术.  

每台 KW 公司的造型机可配置或改造成不同的紧实技术 



对凹陷的模型，多触头先压中间，对凸起的模

型先压边缘。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仅仅使用这种

压实方法就已经能保证最佳的造型效果。KW 
公司的设备就是专门为超高水平而设计的。

使用KW AIRPRESSplus 气流预紧实技术。

在复杂模型造型时，譬如，在大高度差以及有

复杂吊砂的情况下，KW的AIRPRESSplus气流预

紧实技术已经在国际上得到了充分认可。强大的

空气冲击波作用在型砂上面，形成一个从型砂到

模板的紧实面。这种“一瞬间”的紧实技术只有

KW 公司拥有。

适应不同的模型外形轮廓:

各个多触头的液压连接方式

保证了均匀的压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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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造型效果： KW成熟的AIRPRESSplus
气流预紧实技术

KW 紧实技术的优点

 KW TWINPRESSplus 双面压实技术
 具有创新性,互动性,行程可调,适用于极
 薄的边缘型砂厚度，精确的导向设计能
 确保达到相应的公差要求

 KW多触头压实系统
 参数任选，触头压实的相对作用时间可
 调，排除了型砂水平位移的可能 

 KW-AIRPRESSplus 气流预紧实技术
 通过气流冲击进行预紧实，特别适合形 
 状复杂模型的造型

 KW 造型主机
 可配备两种紧实方式或预留升级的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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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 MASTER Eco 造型主机 

最完美的组合 

生产正在“走向绿色”，目前在我们的行业

中，资源保护，环境影响和能源效率正成为热

门话题。KW也正是以此为核心理念用独特方

式开发了模块化可升级的设备。 即使是基础

版本也可以保证高效率，高质量的造型。

巧妙紧凑的模块化原则可大幅节省成本，并且

随时可进行扩展升级。

使用KW MASTER Eco 造型主机，您可以灵活

地掌控您的投资。不必一次性投入建成大型生

产线，您可以进行初步投资建设先进行生产，

但是预留相应的升级余地，资金宽裕之后再通

过模块化升级安装对您原有的造型线上进行相

应的升级。少量的初次投入让您对其它投资计

划的留有足够空间。因此，KW完全符合许多

铸造厂的愿望，为其设备技更新术提供现实的

替代方案。

既能实现节能而又不必放弃

最佳性能从未变得如此简单。 

是时候做出您的决定：选择KW！

我们的每台造型主机都凝聚着KW百年积累的全

部经验。结合为不同的使用情况而设计的造型线

让您获得高产和私人定制的造型设备与技术。

我们专为未来的铸造厂准备了“绿色的亮点”

：能达到150型/小时(砂箱尺寸1000 x 800 
mm)的模块化转台式KW MASTER Eco造型主

机。这是一个节能型造型主机新时代的开始！

绿色铸造 - KW MASTER ECO

KW MASTER Eco 优点

 完美的模块化系统

 少量的初次投入

 高效能

 高速，高生产率

 随时可扩展

 过程与质量参数控制

 德国制造，生产高品质铸件



您只需要将您的要求告诉我们，我们将从造型速

度，模具，价格，建造高度等各个方面为你选出

最适合您的造型主机。

*指砂箱尺寸 1000 x 800 x 300/300 mm 时能达到的效率。

砂箱尺寸可从600 x 600 x 250/250 mm 至 3200 x 1800 x 580/580 mm

是知识和创意造就了产品的成功

KW公司有三种不同系列的造型机供您选

择：PRO-, MASTER 和REFERENCE。您对生产

率和产品的特殊要求，正是这些造型机所能提

供的。各系列造型机的区别在于它们的运行过程

和生产率，紧实方法和造型结果与机器的类型无

关。KW公司造型机的共同点是其可靠性，强大的

功能和造型的高强度， 

KW造型主机一览表

KW 单主机 双主机 

型号 KW MASTER E   KW MASTER Eco KW MASTER Eco Z  

类型 

生产率[箱/小时]

特点

单造型主机 

75

地面安装，无需地坑

 

转台式造型主机 

150

模块化，可升级扩展，
节能

高性能造型主机 

240

有两个转台，生产率高

型号 KW MASTER A KW MASTER H KW MASTER HZ

类型 

生产率[箱/小时]

特点
 

升降起模式造型主机

100

最好的造型，也适用于小
批量生产

高效能造型主机 

180

适用于高生产率

高效能造型主机

330

我们最快的有箱造型机

特性 不同种类的型板更换方式,型砂分布好,性价比高, 最先进的压实过程, 

转台式造型机，容易接近模型进行必要的操作, 流程电子安全监控。

KW MASTER HZ 同步加砂和紧实，

最现代的紧实技术，流程电子安

全监控。

这些优点改善了铸件的公差，优化降低了铸件

重量，因此在短时间内就能收回生产轻合金/

铸铁/铸钢的高品质和技术先进设备的巨大投

资的摊销成本: 非常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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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主机型号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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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造型线的布线案例尽量满足客户在模具操作方面和下芯段的要求。

造型线方案

4

3

2                            

1

4

3

2                            

1

4

3

2                            

1

布局 1

适用于轻量至中等重量砂芯

的生产线。

布局 3

经典设计方案，适用于需要

大量下芯的生产线。

布局 2

类似布线方案1，但适用于重

砂芯，有砂箱小车支撑的情

况。上箱和下箱交替输送

造型线不同布线方案  

个性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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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布线案例是造型线布局设计的基础，还要

根据用户特殊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需要考虑

的方面如：造型段高度(地面/地坑)，下芯段

高

度(低/高), 上下箱段布置(合/分) 和砂箱是

否有小车支撑。

 造型段   |    下芯段   |    浇注段   |    冷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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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造型线布线方案，用户的正面使用经

验：我们熟知生产工艺技术和设备制造。有

什么需要我们为您效劳的吗？

 造型段   |    下芯段   |    浇注段   |    冷却段

4

3

2                            

1

          Formstrecke |           Kerneinlegestrecke |           Gießstrecke |           Kühlstrecke

          Ausbaustufe 1|          Ausbaustufe 2 |          Ausbaustufe 3 |          Ausbaustufe 4

7

6

5   

          Formstrecke |           Kerneinlegestrecke |           Gießstrecke |           Kühlstrecke

          Ausbaustufe 1|          Ausbaustufe 2 |          Ausbaustufe 3 |          Ausbaustufe 4

7

6

5   

布局 4

与布局3相似，只是使用双

主机替代单主机，生产率明

显地提升

布局 6

特别节省空间，布线方案经

济，适用于下水道铸件。最

少的设备装置，最佳的砂箱

输送。 

布局 5

用于生产超大尺寸铸钢件：

非连续浇注的布线方案，在

超大尺寸方面KW公司最有

资历。

13

除了KW的知名高产品质量外，在设计和细节

上不同的布局形式是建立一个协调完善的布局

方案的基础。这是针对每个应用实例和每个用

户量身定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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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迅速满足您

对造型效率的要求.  

效率的定义为单位时间的工作量。对于造型线来

说造型效率就是指每小时可以完成多少整箱的造

型？ 应该达到什么样的造型效率？首先需要考

虑所需的砂箱尺寸用以选择合适的单主机或双主

机。 这种考虑是为了保证获得高产品质量和低

成本花费的同时，获得最大的造型效率。 

下面的图表显示出：造型线的造型效率取决于砂

箱尺寸和所选用的造型主机型号。 此外，所选

择的压实方式也会影响造型效率。该图 表中展

示的是使用KW多触头压实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数

值。

满足您想要的造型效率

[整箱/小时], 砂箱尺寸[mm]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500 700 900 1,100 1,300 1,500 1,700 1,900 2,100

KW MASTER E
KW MASTER A
KW MASTER Eco
KW MASTER H
KW MASTER Eco Z
KW MASTER HZ

您需要的造型线不仅要满足您今天的期望，还要能满足您未来可能的生产流程。

合适的造型主机



借助PLC领先生产商Siemens和Allen Bradley的PLC, 您可以方便的控制KW的设备，机器和整个

生产过程。通过总线和网络系统很多过程可以实时控制和协调。

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kuenkel-wagner.com

最先进的可视化系统，操作简便。

设备控制还可以配备客户专有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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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操作，监控  

一切尽在掌握.  

使您在生产中更具有灵活性。因为通过该系统

让您对时间，质量，成本，资源投入或者能源

成本一目了然，了若指掌。

完成您的挑战，无论挑战有多大

我们的多语言控制系统是以模块化的形式建立

的，提供大量额外的功能模块，而且具有开放

的标准化的硬件软件界面，并在实际运行中得

到检验。可以进行全球远程维护和维修 – 对
分散的外围设备，液压控制系统的编程，过程

关系等，其全部重要的过程信息，故障，设备

参数，配方等能够迅速的调取。选用KW公司

的设备，能给您提供一流的性能。

控制系统



www.kuenkel-wagner.com

  让浇注变得简单.

 过程可靠的系统

浇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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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制造

始于 1907 年

  让浇注变得简单.



正如铸件必不可少一样，使用正确的浇注机也是必不可少的。使用KW的全自动浇注方案让您拥

有未来铸造厂所需的一切：显著的工艺过程优势。

GIESSMASCHI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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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成本与工艺优势

最先进的浇注技术.  

把金属浇注到铸模中，需要大量的浇注技术方

面的专业知识，以满足对高质量要求。真正重

要的是颠覆以往对于成本优化方面的想法。

KW浇注机：更多创新，更高质量，更少废

品。

KW浇注机也代表着自动化上的可扩展性。通

过智能解决方案可以减少废品率和节省大量铁

水，例如KW的浇注传感技术保证自动浇注过

程可控，均匀和整洁。通过定量和以重量控制

结束浇注以及可使用更小的浇口能减少回炉

料，大批量生产时有高的重复质量和精度，通

过特殊包盖进行球化处理的工艺，孕育剂的定

量化，等等。

正是这些充满智慧的措施，能让我们为您提供

长寿命的浇注系统，进行优化浇注，保证精确

控制高自动化程度的工艺过程和获得均匀的铸

件品质。理想的熔液，极弱的湍流充模和最佳

的造型效果–兼顾低成本。

最大的优势，正如其名：KW 的 MAXPOUR

我们的浇注机适用于所有的有箱和无箱造型

线，不论是按节拍运行还是连续运行，用于浇

注灰铁，球铁，铸钢和铸铝。KW懂得什么对

您来说是最佳的，并且现在就在为您的将来做

准备。

浇注机
KW-浇注机，造型线，砂处理：让您从无与伦比的系统能

力和跨系统知识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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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高动态的完美：KW的MX-浇注机

KW浇注机的优点

 全自动的浇注设备，令人信服的价格和生
 产率。

 易于集成到现有造型线中，提高造型线
 生产率。  

 通过浇包更换装置，可轻松更换浇注材
 料，减少工作量，不会中断生产。

 高度的控制灵活性和重复精度。

 更小的浇口，节省铁水，降低熔炼费用，
 减少后续清理费用。

 适合于小批量多品种金属的浇注工艺，最
 佳的经济性。 

 耐用，可靠，紧凑，节省空间。

 质量文档的数据收集。

“创新，专业知识和经验是我们
高满意度的重要标准。KW公司的浇
注机可以不断满足您对高质量要求”



MX 10, MX 20, MX 30  

显而易见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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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可靠的浇注系统

1. 可选择不同自动化程度

的浇注机MX10, MX 20 或 

MX 30。

2. 可靠的功能和稳定性：

带倾转装置的浇包，浇注

均匀。

3. 在浇注机上更换浇包，

或者在固定的浇包更换装

置上更换浇包。

KW 浇注机的浇包容量

	 MX	10	 200	kg−700	kg

	MX	20	 700	kg−1,600	kg

 MX 30	 1,600	kg−2,800	kg

三位一体：MX 10，MX 20，MX 30。KW-MX系
列浇注机都能为您浇注期望的超高铸件质量。 

除此之外，通过更多的系统组件和不同的自动

化程度，为精准和无损的浇注创造理想的先决

条件。

技术创新怎样才能加速浇注机的发展步伐。

根据您的生产情况选择合适浇包容量的浇注机

型号，同时选择一个适合于您的自动化程度，

从手动控制到自动预浇注再到集成有浇注传感

技术和通过重量结束浇注过程的KW全自动浇

注机总能找到适合您的浇注机。

为了挖掘潜力和获得高生产率，MAXPOUR-型
浇注机具有高开动率的特点：大大地减少了废

品率，在最短的时间内弥补了购买浇注机的投

入。

很多厂商都能制造浇注机，但要超越 KW的经验很难 – 这当然就是我们的KW浇注机长时间以来

位居世界顶尖浇注机的原因。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精细到很小的细节上的聪明创意。

MX浇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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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KW的量身定做：最现
代化的浇注机，您最信赖的浇
注技术。”

      
MX 10, MX 20, MX 30 的优点

 具有独立运动轴和单面挂包的浇注设备 

 浇注曲线自由编程，虚拟浇包口转轴

 KW的浇注传感技术，光学调控系统

 更长的浇包口能降低浇注高度和达到更远的浇口

 模块化结构，固定式或移动式无时间损失的浇包更换系
 统

 特别开发的浇包，无湍流的浇注，最小的温度损失

 每型的自动数据采集，集成的质量保证

 最新的伺服电机和数控

MX 10外形尺寸: 3.200 x 1.400 x 2.300 mm (长/宽/高),
MX 20外形尺寸: 4.150 x 1.700 x 3.400 mm (长/宽/高),
MX 30外形尺寸: 4.600 x 2.150 x 4.000 mm (长/宽/高).

高科技铸造企业：

全自动浇注机

MX 30的布线案例。

专业的知识，杰出的技术和对铸造的热情可以

表达为两个字母：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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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与选择

全自动，智能，可扩展  

实现高要求.  

通过决定购买KW浇注机，您已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我们为您提供各种配置：创新的附加装置

和扩展功能，包括同时使用多台浇注机。可用于创建最符合您要求的系统。

对于高速造型线我们能保证无时间损失的浇包

更换。您想无需接触就精确的知道浇注的温度

吗？我们的双色测温仪是您理想的选择。

灵活的机器结构设计满足您的扩建愿望

无论砂箱跟踪系统，在线数据交换，或者借助

于浇注时间监控的浇注过程，孕育时间，批

次，温度或者浇注重量：我们的机器使用一个

无与伦比的系统。设备建造方式和生产能力范

围的优点代表了当今浇注技术的顶尖水平。无

论是一台或者多台MX10/MX 20/MX 30，我们

使它成为可能。仅仅只会制造一台浇注机，这

个不符合我们的全部想法，请把您的目标告诉

我们，我们为您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

专业的设备扩建升

级知识：使用特殊

包盖在MX-浇包中

进行球化处理。



孕育剂定量装置 

铸件的金相质量得到改善，同时节约了孕育

剂。通过比较预设和实际加入的孕育剂量，一

个集成的动态称重装置自动地监控，纠正和优

化每个孕育过程。

在浇注前的瞬间或浇注时的晶核形成对铸件的质量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集成在控制系统中的孕

育装置MX-i至关重要。

要让合金有您想要的结构，首先必须保证整个

孕育过程稳定可靠。KW公司的孕育装置经过

多年的实践检验，能有效地影响理想的微观结

构的形成。

最高的精度和最高的可靠性.

孕育装置自动准确地完成定量任务，直接将任

何形式的孕育剂直接和优化地加入到浇注液流

中。将孕育剂直接加入到浇注液流中，孕育处

理均匀，没有衰退，能获得最好的效果。

高精度，低维护，绝对可

靠: 孕育装置 M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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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装置 MX-i 的优点

 自动高精度定量，稳定可靠

 机械磨损小，维护要求低，机构简单，
 易安装

 适用于各种孕育剂和各种粒度

 通过集成的称重系统自行调节，数据能
 存储

 特殊喷嘴，保证最佳的料流和分布

 料位/料流/堵塞监控，有各种校对和测
 试功能

 各种选项装置，如传感器识别浇注液
 流，各种警告和报警功能

借助于MX-i 有效地控制铸件质量

您的合金铸件.

MX-系列浇注机加上孕育剂定量装置MX-i: 您铸件获

得高质量和理想晶体结构的成功方程式



可更换的浇包：为所有的情况做好准备-即使

是毫无预兆的情况。

悬挂的浇包通过机电编码由浇注机识别。 由

于浇包不带加热，因此可以随时更换炉内衬。 

每次浇注之间最大偏差为0.3％，这意味着从

第一次浇注的铸件到最后一次浇注的铸件可保

持极高的重复精度。 这将提高质量，简化规

划，减少回炉材料并节省大量能源。 浇注时

浇嘴的的定位以两种方式保证：通过激光确定

浇注机相对于造型线的位置和通过摄像头确认

浇口杯在砂箱上的位置。

浇注机在安全方面的要求很高。 在紧急情况下，必须尽最大可能地降低危险的损害或者去避免危

险发生。 每当出现危险情况时，必须要迅速地解决。

KW为紧急情况提供三重保护。 我们的智能设

计包括使用灵活的浇包更换装置。 这种设计

的好处是既有利于合理的规划浇包更换过程，

也可以避免非计划性的制芯车间或熔炼车间工

作中断和干扰对浇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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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情况下的三重安全保护：

 紧急停止: 
 - 浇包自动后倾斜
   - 立即停止铁水浇注

 断电情况: 
 - 各个轴的紧急供电 
   - 浇包紧急后倾斜

 过量浇注保护: 
   - 光传感器实时监控铁水柱，温度和浇口
  状态 
   - 造型线停止时：浇包自动回到初始位置

我们关注您的安全 

安全第一.

安全系统
为您的安全带来额外保证：我们的浇注机具有三重紧急保护

功能。



分级扩展

MX 10, MX20, MX 30型浇注机采用模块化设计，非常坚固耐用, 使用寿命超长 – 典型的KW品

质。

KW浇注机使用西门子的TIA-Portal控制系统，

可获取整个数字化自动化控制的完整访问权

限。 浇注机的配置非常灵活，可以通过不同

的分级扩展满足各种不同的应用需要。 每一

根据您特殊需求量身定制的个性化解决方案：

KW的MAXPOUR系列浇注机

25

KW MAXPOUR系列浇注机的不同自动化等级

人工浇注 半自动浇注 全自动浇注

预浇注 通过操作杆手动 根据预先设定好的参数自动
进行 

根据预先设定好的参数自动
进行 

浇注 通过操作杆手动 通过操作杆手动 通过液位控制自动进行

结束浇注 通过操作杆手动 手动按一下按钮
浇包将按固定的角度反向
倾转

通过浇注重量自动终止浇注
过程

同步浇注 ./. 可配置 可配置

个结构设计的细节，例如流畅而又可靠的浇包

取换，都可以说明问题。 每台MX浇注机都可

以单独使用，也可以集成到造型线当中。



www.kuenkel-wagner.com

最佳的型砂质量

砂处理.

  完美的混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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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制造

始于 19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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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进的生产线，产品和解决方案 

让型砂处于最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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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可靠，低成本和对环境无害地进行生产，砂处理的方案设计是重中之重。其中型砂质量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对型砂的处理流程。

如何让您的砂处理获得成功？从选择正确的设

备开始：KW性能强大的砂处理设备。

提高对型砂特性，铸件精度和环境保护的要求

未来的铸造厂能从我们跨系统的专业经验和能

力方面获益，因为我们熟悉造型线和砂处理线

的所有对接要求，110多年来积累了足够的经

验，知道如何让您的系统高效，无故障且全自

动地运行。

KW为全球提供可靠的砂处理设备技术 – 从筛

分，冷却，预混，仓储，均匀化，检查，混砂，增

湿，物料回收。模块化的系统完美地适应了不同

的要求，可获得最佳的砂处理效果。我们既提供

整套砂处理系统也提供单个砂处理设备，这是在

多方面落实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深谋远虑，未雨

绸缪“的必然结果: 在KW潮模砂和芯砂分离的

方案设计中，在砂处理的方案设计中，在节省原

材料的创意中，在质量控制的策略中，在测量和

数据在线存档中。

KW砂处理的优点

 一流的芯砂和潮模砂分离，专业的砂处
 理技术

 跨系统的综合技术知识

 高性能组件，有质量保证

 高效的混砂，最高等级的混砂

 非常高的可靠性，操作简单，维护方便

 领导潮流的新技术开发和现有技术改进

 多种可选的扩展

砂处理



整套砂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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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式布置和平面布置方式：在不同的可用空间

和气候条件下我们的砂处理系统都能提供不打

折扣的质量。

经典的平面布置方式

上图：正视图，下图：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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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塔式布置方式

上图：正视图
下图：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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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的布置方式和各种可能性  

为您量身
定做的创意.  

标注:

1 磁选机

2 斗提

3 多角筛

4 均衡料斗

5 回砂冷却器

6 旋风除尘离

7  回砂料斗

8  新砂料斗

9  辅料料斗

10 回砂-新砂秤

11 辅料秤

12 混砂机

13 控制单元

  回砂 / 热  |    回砂 / 冷却后  |    辅料  |    制备好的型砂 



  作为一流的供

应商KW在世界范围

内提供多角筛，在砂处

理过程一开始多角筛就按定

义的砂质量进行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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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多角筛

智能化的筛分. 

尽可能早地对芯砂和潮模砂进行高效的分离：

通过我们受专利保护的多角筛砂分离技术。

砂和铸件几乎还没有分离，回砂调节的重要一

步就在磁选机之后开始了。然后多角筛开始进

行砂处理。首先将回砂分类，砂块被捣碎并

筛出。KW的多角筛从一开始就具有最好的条

件：没有内部构件，取而代之的是：创新的大

承载的用于筛分回砂的结构。 

可大大减少辅料的添加的可能性

旋转时砂也随之翻动，旋转的驱动装置在外

部。细的砂粒穿过多角筛落入底部，其余的部

分继续传送到出砂的一侧。如果是高温和干燥

的砂，将进行砂的再生。如果是湿砂并带有很

多的膨润土，就送到回砂冷却器，加水和膨润

土混合，然后储存在后面的砂库内。提高您制

备砂系统的效率：请选用KW的多角筛。

KW 分离技术：不同的砂质量

才智的结晶: KW多角筛是这个级别最先进的。

多角筛



回砂冷却

KW回砂冷却器：有进

一步优化的储备，是

高效冷却的首选

高温的砂几乎影响您产品的每个方面，且会导致质量，效率和利润的损失。赶快选用KW的回砂

冷却器– 先进的回砂调节设备。

KW回砂冷却器  

最佳的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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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的回砂冷却器为最佳的砂处理作出了重要

的贡献–它结合了最高的技术能力和突出的产

品特点。即便冷却的基本原理几十年来一成不

变：通过输送和混砂，增湿，冷却水喷雾和蒸

发，抽出热气来冷却型砂– KW的解决方案都

是在这些细节上进行创新和周密考虑的。

成长的研发能力 – 转化为成功的产品。

两个搅拌器和冷却腔底板选用特殊的材料。优

化的砂层高度，冷却腔室空间和增湿系统保证

了回砂的及时增湿，保证了砂在冷却器内的停

留时间和很少量的粉尘被抽走。可测量出的差

异：KW回砂冷却器的出砂温度比其他设备的

低约5°C。但这还不够：还在冷却过程中就可

以选择自动定量添加相关的辅料。此外，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搅拌器容易保养的结构设计和极

长的使用寿命。

尤其是当砂型负荷大和冷却时间长时：要有效地冷却回

砂，尽快从约200°C降到40°C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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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KW回砂冷却器默默地为您耕耘

回砂冷却器可以以30到250吨/小时的高吞吐

能力对型砂进行冷却，通过先进同时也是经过

大量实践检验的技术，集成的控制让您有更多

的加分点和优势：恒定的出砂温度，恒定的湿

度，为后续砂处理过程提供最好的前提条件。

由此KW的回砂冷却器为低成本生产一流铸件

提供了最好的设备基础。

我们信奉，完美的质量基于智慧的构想。铭记

我们回砂冷却器的令人瞩目的名字：KW的回

砂冷却器。

为了改善型砂的品质，不同的回

砂在冷却后采用合适的仓储策略

再混合。

协同进行的研究，开发和创新获得了开拓性的跃进。

KW 回砂冷却器的优点

 高吞吐能力，最好的冷却效果

 最好的增湿效果，定量精度 ± 0,2 %

 最好的均匀度

 电子控制的出砂门 

 稳定的砂流，冷却器内砂量恒定

 集成的全自动控制和调节系统

 易于保养的结构设计

 可选的定量添加功能



高效的砂处理技术有一个成功的秘诀：好的混

砂机。不是别的混砂机，而是KW的。它的生

产能力和耐用性在苛刻的日常使用中已经得到

验证。在过去25年里仅仅混砂机我们就已经

为各个铸造厂提供了250台。我们的好声誉和

型砂的高品质相一致，这体现在预混合，均匀

化，目标湿度调节，终混和排砂的各个阶段。

出砂口一打开，有最佳流动性的制备砂就准备

好了：均匀且无结块。

制备砂排出混砂机后您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满

意。

KW的解决方案从混砂过程刚一开始就为您考

虑一切，除了考虑所有混合循环外还要考虑最

重要的经济性。通过几乎同时加回砂和水，通

过高速搅拌机构的快速混合，通过有针对的辅

料的添加。我们的底部大刮板通过旋转运动在

混砂强度大的区域搓研砂子。转子把砂打散，

使得粘结剂快速扩散并和砂子混合。

型砂制备

KW转子式混砂机 

最完美的混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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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KW的转子式混砂机是高效而又经济的，他们是混砂领域内的最佳选择也是整个砂处理系统

中的关键设备，原因如下：

KW转子式混砂机：更简洁，更快，更可靠的

高强度混砂。

在所有易磨损的地方采用长寿命易更换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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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少，耐用性经过全球众多铸造厂的检验

主砂流同时搅拌，翻转，搓研和再打散。KW
混砂机让您获得松散的，流动性好的型砂。 

我们的KW混砂机设定的高标准是让您的工厂

日复一日稳定运行的最佳保证。

丰富的，供任何规模铸造厂选择的产品型号

为了挖掘砂的潜力，需要理解混砂的原

理。KW非常了解，如何最优的加水和加添加

剂。怎样粉碎膨润土和用膨润土均匀包覆每粒

石英砂表面。这仅仅需要：底部大刮板的旋转

完美地配合高速搅拌转子。对KW混砂机的讨

论越多，就会越清楚，不同寻常的挑战需要在

混砂时有不同寻常地应对。寻找最佳解决方案

的道路是畅通的: 和我们联系。

KW转子式混砂机的优点

 混砂能力15 – 180 吨/小时

 高强度的混合过程

 可间歇式混砂，运行成本低

 型砂制备度高：大于 95 %

 均匀和优化的型砂质量

 集成的参数调节

 耐用的成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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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处理-尺寸和技术参数 

永远做出正确的选择.

无论是转子式混砂机，多角筛还是回砂冷却器：KW产品系列中的任何一个设备都可以提升您砂

处理系统的档次。 KW全面的产品结构为您提供强大而经济的产品，让您获得最佳的效果。

我们很乐意为您提供整套的砂处理系统，当然

我们也推荐您在新建或改造砂处理系统时使用

KW的砂处理单机设备和创新的解决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对单机设备的性能，重量和许

多细节提出一些问题，例如：多角筛的吞吐量

是多少？ 多少排风量适合的？哪种回砂冷却

器是理想的？ 哪种混砂器的性能合适？下列

表格给出了一个概述。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的

专家。

ASK型号的回砂冷却器

型号 生产效率
[t/h]

装机功率
[kW] 50 Hz

最大进
风量

[m³/h]

最大排风量

[m³/h]

设备自重

[t]

1.2t/ m³时运行
重量

stirrer fan

ASK 30 30 22 15 6,000 9,000 5.50 6.50

ASK 50* 50 30 37 15,000 18,000 9.60 11.00

ASK 60* 60 30 37 15,000 18,000 9.60 11.50

ASK 70 70 30 37 15,000 18,000 9.60 12.00

ASK 80* 80 45 45 18,900 23,000 12.20 15.50

ASK 100 100 45 45 18,900 23,000 12.20 15.90

ASK 120* 120 55 75 30,000 35,000 16.80 22.00

ASK 150 150 75 75 30,000 35,000 16.80 22.60

ASK 180* 180 110 90 37,800 44,000 21.80 29.00

ASK 200 200 132 90 37,800 44,000 21.80 29.90

ASK 220* 220 160 132 48,000 58,000 23.80 33.00

ASK 250 250 160 132 48,000 58,000 23.80 34.00

* 装料高度降低

规格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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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型号的多角筛

型号 不同单位网格 
过筛量

驱动功率 
[kW] 
50 Hz

排风量 

[m³/h]

设备自重 

[t]

1.2t/ m³时运行
重量

10 x 10 12.5 x 12.5 15 x 15

PS 1 30–40 35–45 40–50 4.0 2,400 2.30 4.20

PS 2 45–55 55–65 60–70 5.5 3,600 2.85 5.75

PS 3 50–60 70–80 80–100 7.5 4,500 3.50 6.60

PS 4 120–150 130–160 150–170 11.0 5,800 4.25 10.05

PS 5 175–210 190–230 200–250 22.0 7,500 5.50 12.30

PS 6 225–275 250–310 260–350 30.0 9,000 6.50 18.50

PS 7 280–310 320–360 360–400 37.0 9,800 7.00 16.00

ROTARY MIXER TYPE WM

型号 生产效率
[t/h]

批次加砂量
(132 s)

装机功率 
[kW] 50 Hz

设备自重
[t]

主轴功率 转子功率

WM 0 15 6.00 37 1 x 18.5 4.50

WM 1 30 1.15 55 1 x 30 6.60

WM 2 50 1.90 110 1 x 45 11.20

WM 2 60 2.25 132 1 x 45 11.30

WM 2 70 2.60 132 2 x 45 11.70

WM 3 80 3.00 132 2 x 55 16.30

WM 3 100 3.75 160 2 x 55 16.40

WM 3 120 4.55 200 2 x 55 16.60

WM 4 130 4.85 200 2 x 55 18.90

WM 4 150 5.60 250 2 x 75 19.10

WM 4.1 180 6.70 250 2 x 90 19.40



www.kuenkel-wagner.com

  交予可信任之手.

随时与我们联系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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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制造

始于 1907 年



服务项目

谁决定了使用KW公司的设备，不论是成套设备还是单机，一定赞叹整个使用期限内稳定的质

量。我们以用户的需求为导向，保证提供高质量和专业的服务。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40

最佳的伙伴 

自始至终的服务.  

KW公司的造型线，砂处理设备和浇注机是为

平均使用超过30年而精心设计和制造的。我们

的宗旨是针对铸造厂的使用环境和条件，提供

相应的解决和服务方案。

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设备无故障的运行和最优化

的性能

检验我们服务措施的标准是您对服务结果的满

意程度。所以我们为您提供高素质的技术人

员，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和铸造专家进行现场服

务，通过电话或远程服务手段提供技术支持，

提供现场维修和保养服务，快速的原装零件供

应，对设备进行更新改造和对系统进行培训。

如果需要，您可以随时通过热线电话联系我

们，我们为您提供可靠的帮助，能保证设备

正常运行。我们有专人负责和解答您的专项

问题，让您感到满意。

为了满足您的需求，我们扩展了服务内容，相信下面

的这些服务项目能让您满意:

KW 公司服务项目的优点

 全面的服务计划 

 对设备和机器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经验丰富的专家提供全球服务

 为了持续可靠性，我们准备了性高价比
 维护保养合同

 专业维修，更新和改造

 在紧急情况下提供特殊援助

 对各项应用技术提供培训



INSPEKTION UND WARTUNG

设备检查，评估，优化 

一切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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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最好的造型线和砂处理设备也要时常进

行检查: 为设备维修和优化制定附加的维护计

划，恢复更高的开动率。因为设备始终是在铸

造厂恶劣环境下运行，到了一定的时间就要对

客户只要选择了KW公司的设备，对质量的高要求是无可厚非的。定期的维护和保养改善了设备

运行的安全性。我们的专业检修能解除您的后顾之忧。

KW公司检查和维修的优点

 对设备的状态进行定期检查，降低故
 障/停机风险

 目视/技术检查，液压和机械系统/部件
 调整

 量身制定服务合同，包括众多服务和价
 格优惠 

 可直接从我们原始设计和制造技术方面
 获益

设备现有的生产能力和功能进行深入的检查。

经过培训的KW公司专业人员为您提供全方位

的检查和维修服务项目，保证您的设备始终处

于最佳的工作状态。

泰然自若，有KW公司最新的诊断维护方案

定期服务是保持设备状态，避免意外停机引起

高额后续成本的基础。有口皆碑，KW公司的

设备在使用了几十年后仍然能在高质量的状态

下可靠地运行。

检查和维护



原装备件和易损件

KW公司设备和机器的原装件都经过多年的运

行得到了可靠的检验: 有突出的性价比。每个

原装件都是按照系统的最佳运行要求设计，准

确地按照要求的功能和方式工作。产品的任何

改进都马上传递到相应的原装件上，所以通过

采购原装件您能从我们的技术进步方面受益。

与此同时革新的设计使安装时间缩短。KW公

司提供保修，保证备件的正常安装和完好运

行。您可以完全放心我们严格的质量检验系统

系统全面的备件品种，随时准备为您提供

KW公司非常注重备件服务，加快了备件的制

造速度，能快速提供备件，缩短停机时间。一

个很大的团队使用先进的设备生产大量需要的

KW公司高质量备件和易损件。

尤其是对经常使用的设备产品已经形成了一个

服务网: 我们从ALFELD向世界各地发运需要

的零配件。这种高档，原装的备件品质始终令

人信服。

谈到设备备件和易损件，没有什么能比得过KW公司原装的。谁能保证提供给您的备件具有最高

的质量，完美的功能，经过检验的安全性，最大的可靠性，理想的使用效果? 当然只有KW公司–

通过提供100 %原装件。

百分之百的KW品质 

100 % 原装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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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厂成功的秘诀: 质量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起决定性的作
用。只有原装件才能完成更艰巨
的任务”



值得信赖的原装质量，更换后您就可以享有不

打折扣的安全性。KW公司的外勤服务人员乐

意为您提供专门的技术咨询，和您共同制定关

键备件的理想库存方案以及合理的采购时间间

隔。

计算机数据系统可以快速地按照图号，物

料号或者在设备上的安装位置识别备件，这套

系统也适用于采购很老的设备上的零配件。

原装技术，原装功能，原装配件：

给您更安全的感受！

保证100%原装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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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不会让您感到孤独，只要您有需求，

我们就会提供帮助，我们总在你的身边。

我们深知时间是企业的生命。

KW原装备件优点：

 高品质，经过检验的安全性，有最佳的
 配合精度和功能

 高性能和高可靠性，包含了最新的技术 

 保证顺利安装，寿命长，有新件保修 

 缩短停机时间，最大化设备使用率

 通过KW公司的服务网络快速供应，包括
 30年以上的设备 

 对不能再采购到的备件提供替代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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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旧了: 有些已经多年使用的零部件未必一

定要换新的。如果其基本状况很好，就值得算

一个账: 当费用大约是新件的40至60%时就值

得对其进行维修，比如可以把减速器交给KW
维修专家进行返修。大修可以在我们的车间内

进行。这样减少了生产成本，您可以将省下来

的资金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

如果采购新设备仅仅是第二选择的话，就要彻

底更新。

在需要的地方，使用先进有效的KW公司原装

备件能使设备构件获得新生。通过我们专业的

服务能让您的设备几乎达到新设备的水平。经

过返修后的设备部件能重新获得原来的功能，

工作可靠，耐用，全面运作。对此我们可以给

您提供书面质量保证。

尽管零部件变旧了，通过KW公司的零部件维

修服务对其进行修复还是很有意义的。

零部件返修保证您的设备长期保值

零部件维修

修复设备部件   

返修，超值. 



现代化和改造

替换，升级，受益 

设备升级. 

进步是一件好事，而且它一定会来的。由于企业内部的需求在变化，市场在转换，新技术和工艺

过程在不断地出现，相关的设备技术也要相应地发展。请和KW公司一起装备您的未来。

不是每一项现代化都需要通过投资新设备来实

现的。还有其它更聪明的途径: KW公司的现

代化和改造措施可以在设备的所有层面上进

行。

不仅仅能对设备本身进行改造，还可以做很多

其它事。

“令人信服的理念:
利用现有的设备，对其进行现代
化改造，迎接最新的挑战”

对此在技术层面有很多可能性，比如提高设备

的产能，改造设备使其符合当前的环保规定，

节约原材料和能源，或者通过改造降低故障停

机的风险。

通过更换单个部件或改装提高设备的潜

能。KW公司独有的经验能帮助您达到您的

目的。我们负责专业地更换老配件，提供高

品质，经过检验和先进的新装备和升级，比

如在造型线上为您改装我们KW最好的TWIN-
PRESSplus压实系统–所以请和KW公司一起

将您的现代化改造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我

们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一切。

通过设备技术的现代化和改造提高您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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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设备升级改造优点：

 控制系统的现代化  

 延长冷却时间

 改善紧实工艺

 加长下芯段或改变浇注段长度

 安装芯砂分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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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公司在行业内有口皆碑。您的联系人，服

务背后具有专业技能的员工是我们企业最重要

的部分。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延伸和扩大的服务

能让您振奋，让您体验与众不同。当您联系我

们时，当您马上需要任何形式的支持时，或者

当您想详细了解我们的产品和业务范围时。

我们积极热情地在全球为您服务

通过全新的24/7服务热线，我们可以实现对全

球客户全天候的超一流服务，这是我们对自己

的要求。

高质量的完成工作和服务流程的是我们服务的

核心,我们的客户每天都在体验我们服务。因

为承诺的服务是我们基本宗旨之一, 因此也是

KW产品性能的一部分。

如果标准化服务不适合您.

激情就是团队合作。因为走在通往目标的路上就是一件幸运的事: 为了用户我们全力以赴 – 通

过最好的创意和领先的解决方案。其中还有服务，没有比这更专业，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了。

通过我们的服务,我们希望为客户提供附加价

值。这是我们的客户对KW的期望，也是KW
以“深谋远虑，未雨绸缪“来实现最大的客户

满意度的一种体现形式。用这个来衡量我们。

 KW 24/7技术服务热线：
 +49 (0) 5181 78-800 
   +86 18615180811
 · 快速故障排除
 · 专业的联系人
 · 随时服务

 联系人： 王德志
 手机 : 18615180811
 wangdz@kuenkel-wagner.com.cn

 备件:
  联系人：郑洪昌
 手机：18600040302
 zhenghc@kuenkel-wagner.com.cn
 
 新设备/现代化升级/改造:
  联系人：王德志
 手机：18615180811 
 wangdz@kuenkel-wagner.com.cn

我们一直在您的身边...

服务：

强大的服务源自于  

强大的团队. 

服务团队与24/7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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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ÜNKEL WAGNER Germany GmbH
昆格瓦格纳德国有限公司 (德国KW公司)

Hannoversche Straße 59
31061 Alfeld 

电话: +49 (0) 5181 78-0 
传真: +49 (0) 5181 78-306

邮箱: info@kuenkel-wagner.com
网址: kuenkel-wagner.com

24/7 KW技术服务热线: +49 (0) 5181 78-800

通过在德国，印度和中国的生产基地，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为您服务。我们高质素的专家

任何时候都愿意为您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

您可以全天随时通过24小时服务热线联系我们。

 MOULDING PLANTS |  POURING MACHINES |  SAND PREPARATION PLANTS |  SERVICE

KÜNKEL WAGNER (Tsingtao) Machinery Co., Ltd 
昆格瓦格纳 ( 青岛) 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青岛崂山区海口路66号 

邮编：266061 

电话: +86 (0) 532 85931160 
传真: +86 (0) 532 85931160 

邮箱: wangdz@kuenkel-wagner.com.cn 
网址: www. kw-qingdao.cn 
          www. kw-qingdao.com 

24/7 KW技术服务热线：18615180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