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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家具家居材料领域，尤其是一种

具有康养功能的实木柜体及其制备工艺，现提出

如下方案，其包括柜板，所述柜板包括两个木皮，

两个木皮之间设有多个原木芯材，相邻两个原木

芯材之间榫卯连接，所述木皮为香柏木材质，所

述原木芯材为油栎木材质，制备工艺，包括以下

步骤：S1：先将原木芯材相互榫卯连接，组成芯材

板；S2：使用压合装置将两个木皮压合在芯材板

的两面，本发明用油栎芯材直拼接及油栎木榫卯

拼接板加贴香柏木的木皮薄片，油栎木芯材与香

柏木两者都有对人类有益健康的功能，表面不做

任何涂层，而可达到很好的装饰效果，又能自然

释放人类有益健康的多种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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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康养功能的实木柜体，包括柜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柜板包括两个木皮(1)，

两个木皮(1)之间设有多个原木芯材(2)，相邻两个原木芯材(2)之间榫卯连接，所述木皮

(1)为香柏木材质，且木皮(1)的厚度为40mm‑330mm，所述原木芯材(2)为油栎木材质。

2.一种具有康养功能的实木柜体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先将原木芯材相互榫卯连接，组成芯材板；

S2：使用压合装置将两个木皮压合在芯材板的两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康养功能的实木柜体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

压合装置包括底座(3)，底座(3)的顶部开设有凹槽(4)，凹槽(4)内滑动安装有顶升板(5)，

且凹槽(4)内卡装有压合板(6)，压合板(6)的上方设有顶板(8)，顶板(8)的顶部固定安装有

液压缸(7)，液压缸(7)的输出轴与压合板(6)的顶部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康养功能的实木柜体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

凹槽(4)的底部内壁上开设有安装槽(17)，安装槽(17)内固定安装有气缸(18)，气缸(18)的

输出轴与顶升板(5)的底部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康养功能的实木柜体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

顶板(8)的两侧均固定安装有侧板(9)，两个侧板(9)上均转动安装有传动杆(10)，两个传动

杆(10)的外侧均螺纹安装有螺纹块(11)，两个螺纹块(11)分别固定安装于底座(3)的两侧。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具有康养功能的实木柜体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两个

侧板(9)中的一个侧板(9)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固定架(14)，固定架(14)的顶部固定安装有电

机(15)，电机(15)的输出轴与两个传动杆(10)中的一个传动杆(10)的顶部固定连接，两个

传动杆(10)的外侧均固定套设有链轮(12)，两个链轮(12)上传动安装有同一个链条(13)。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具有康养功能的实木柜体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两个

侧板(9)中的一个侧板(9)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激光测距仪(16)，激光测距仪(16)连接有显示

器。

8.根据权利要求2‑7提出的一种具有康养功能的实木柜体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压合装置的工作步骤如下：

A1：先将一个木皮放进凹槽(4)内，在木皮的顶面涂抹粘接树脂，然后将芯材板放进凹

槽(4)内，使芯材板的底面与凹槽(4)内木皮的顶面接触，然后在芯材板的顶面涂抹粘接树

脂，最后将另一个木皮放在芯材板的顶面；

A2：通过液压缸(7)驱动压合板(6)向下移动，压合板(6)对芯材板与两个木皮进行压

合，压合结束后，液压缸(7)带动压合板(6)向上移动，通过气缸(18)带动顶升板(5)向上移

动，顶升板(5)将成型的板材顶出，此板材即为柜板，将柜板进行组装，即可制得实木柜体；

A3：当需要成型的柜板厚度发生变化时，通过电机(15)带动一个传动杆(10)转动，通过

链轮(12)和链条(13)的传动作用使两个传动杆(10)同步转动，由于两个传动杆(10)与两个

螺纹块(11)螺纹连接，所以两个传动杆(10)转动时可以带动两个侧板(9)竖直移动，两个侧

板(9)带动顶板(8)移动，两个顶板(8)带动压合板(6)进行移动，进而对压合板(6)的压合力

度进行调整，避免损坏板材，侧板(9)移动会带动激光测距仪(16)，可以对移动的距离进行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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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康养功能的实木柜体及其制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家具家居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具有康养功能的实木柜体及其

制备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油栎木：桃金娘科桉属树种，材质坚韧，密度600kg/立方，握钉力强，油栎木能强劲

释放芬多精与负离子，净化空气，有效杀死空气中的细菌，增强免疫力，提高记忆力，提神醒

脑，其枝叶提取的天然精油，被广泛应用于改善呼吸系统功能、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心博、控

制血压水平、镇静安神、集中注意力、舒缓疲乏、治疗瘀伤和皮肤疾病、增强机体抗病力等医

疗保健领域。采用油栎木制作，制作工艺保留实木生命的实木板，完美保存实木触感柔和，

吸音降噪，养眼、养心神等效用，不仅不会霉变蓝变，还能抑菌防腐，强劲释放负离子、芬多

精，智能调节室内干湿等，当室内六面体镶饰面达1/2时，可营造健康养生的室内环境。加拿

大红雪松(又名香柏木)，香柏木有天然香味可以入药，柏子可以安神补心。每当人们步入葱

郁的柏林，望其九曲多姿的枝干，吸入那沁人心脾的幽香，联想到这些千年古木耐寒长青的

品性，极易给人心灵上以净化。由此可知，古人用柏木做家具时的情境。香柏木无污染、无辐

射，天然芳香，色彩厚重斑斓、天然木节、清香飘逸，是树木中的；长寿星、活化石。古代帝王

对数百年的香柏木封为将军树。在宗教盛行之地更被众人冠以神木之美名。有灭菌，清凉解

毒，去湿杀虫，净化空气，促使人身神经系统放松，富含多种有益健康的天然油脂，并持久散

发天然芬香，两者相结合达到延年益寿之功效。油栎木和香柏木是新兴的家居材料。

[0003] 目前的家居材料采用的有密度板、颗粒板、多层板、三胺贴面板、进口欧松板、艾格

板、OSB板等，由碎木加胶压制完成，握钉力不强，现代流行风格一门到顶，高而重，使用几年

后就会松动或不能使用；家居装饰、木门、衣柜、护墙板用量较大，使用胶压制而成板材导致

甲醛超标对人类有些伤害另有不防潮、不防霉；不防潮，如果有潮或沾水就会发胀、发霉、变

形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由碎木加胶压制完成，握钉力不强，现

代流行风格一门到顶，高而重，使用几年后就会松动或不能使用；家居装饰、木门、衣柜、护

墙板用量较大，使用胶压制而成板材导致甲醛超标对人类有些伤害另有不防潮、不防霉；不

防潮，如果有潮或沾水就会发胀、发霉、变形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具有康养功能的实木柜

体及其制备工艺。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具有康养功能的实木柜体，包括柜板，所述柜板包括两个木皮，两个木皮之间

设有多个原木芯材，相邻两个原木芯材之间榫卯连接，所述木皮为香柏木材质，且木皮的厚

度为44mm‑330mm，所述原木芯材为油栎木材质。

[0007] 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具有康养功能的实木柜体的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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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S1：先将原木芯材相互榫卯连接，组成芯材板；

[0009] S2：使用压合装置将两个木皮压合在芯材板的两面。

[0010] 优选的，所述压合装置包括底座，底座的顶部开设有凹槽，凹槽内滑动安装有顶升

板，且凹槽内卡装有压合板，压合板的上方设有顶板，顶板的顶部固定安装有液压缸，液压

缸的输出轴与压合板的顶部固定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凹槽的底部内壁上开设有安装槽，安装槽内固定安装有气缸，气缸的

输出轴与顶升板的底部固定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顶板的两侧均固定安装有侧板，两个侧板上均转动安装有传动杆，两

个传动杆的外侧均螺纹安装有螺纹块，两个螺纹块分别固定安装于底座的两侧。

[0013] 优选的，两个侧板中的一个侧板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固定架，固定架的顶部固定安

装有电机，电机的输出轴与两个传动杆中的一个传动杆的顶部固定连接，两个传动杆的外

侧均固定套设有链轮，两个链轮上传动安装有同一个链条。

[0014] 优选的，两个侧板中的一个侧板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激光测距仪，激光测距仪连接

有显示器。

[0015] 优选的，所述压合装置的工作步骤如下：

[0016] A1：先将一个木皮放进凹槽内，在木皮的顶面涂抹粘接树脂，然后将芯材板放进凹

槽内，使芯材板的底面与凹槽内木皮的顶面接触，然后在芯材板的顶面涂抹粘接树脂，最后

将另一个木皮放在芯材板的顶面；

[0017] A2：通过液压缸驱动压合板向下移动，压合板对芯材板与两个木皮进行压合，压合

结束后，液压缸带动压合板向上移动，通过气缸带动顶升板向上移动，顶升板将成型的板材

顶出，此板材即为柜板，将柜板进行组装，即可制得实木柜体；

[0018] A3：当需要成型的柜板厚度发生变化时，通过电机带动一个传动杆转动，通过链轮

和链条的传动作用使两个传动杆同步转动，由于两个传动杆与两个螺纹块螺纹连接，所以

两个传动杆转动时可以带动两个侧板竖直移动，两个侧板带动顶板移动，两个顶板带动压

合板进行移动，进而对压合板的压合力度进行调整，避免损坏板材，侧板移动会带动激光测

距仪，可以对移动的距离进行控制。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0] 油栎木：木质坚硬握钉力强；取用芯材，榫卯结构；无醛拼接,自然康养；智能涨缩，

可有效调节室内干湿环境；富含多种有益健康的天然精油，能强劲释放芬多精与负离子；

[0021] 香柏木：纯天然的进口精选优质材料(无结通直A料)，香柏木表面细腻,手感柔和

舒适，富含油脂,"吸取大地之精华，释放森林之灵气”，并持久散发天然的芬香，让您享受清

新、神怡的人居环境！

[0022] 独特的康养功能：好芯材和优质面材共同具有超强的防腐(不霉变)、抑菌和防虫

蛀功效,让细菌，虫蚁远道而离；油栎芯材直拼接及油栎木榫卯拼接板加贴加拿大红雪松

(又名香柏木)的木皮薄片，油栎木芯材与红雪松(又名香柏木)两者都有对人类有益健康的

功能，表面不做任何涂层，而可达到很好的装饰效果，又能自然释放人类有益健康的多种功

效

[0023] 本发明油栎木芯材与香柏木两者木材本身都具备清凉解毒、防虫杀菌、防潮、防

霉、净化空气，提高免疫力，增强记忆力，促使人身神经系统放松，揭制人类疾病，可营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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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养生的室内人居环境。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康养功能的实木柜体的柜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康养功能的实木柜体的原木芯材的立体结构示意

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康养功能的实木柜体的制备工艺的压合装置的结构

示意图。

[0027] 图中：1木皮、2原木芯材、3底座、4凹槽、5顶升板、6压合板、7液压缸、8顶板、9侧板、

10传动杆、11螺纹块、12链轮、13链条、14固定架、15电机、16激光测距仪、17安装槽、18气缸。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29] 实施例一

[0030] 参照图1‑3，一种具有康养功能的实木柜体，包括柜板，柜板包括两个木皮1，两个

木皮1之间设有多个原木芯材2，相邻两个原木芯材2之间榫卯连接，木皮1为香柏木材质，且

木皮1的厚度为44mm‑330mm，原木芯材2为油栎木材质，油栎木密度600kg/立方的硬木芯材，

握钉力强，超强耐用；用油栎原木芯材，用榫卯拼接，用胶量少，结构稳定，不易变形，达到无

醛级，两种原木都有防潮、防霉、防虫等功能，自然释放两种优质木材的自身功效，用来做家

居装饰、木门、衣柜、鞋柜、护墙等装饰材料；解决了城市的家可享受森林的呼养，助健、养

生、增寿的人居环境。

[0031] 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具有康养功能的实木柜体的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32] S1：先将原木芯材相互榫卯连接，组成芯材板；

[0033] S2：使用压合装置将两个木皮压合在芯材板的两面。

[0034] 本发明中，压合装置包括底座3，底座3的顶部开设有凹槽4，凹槽4内滑动安装有顶

升板5，且凹槽4内卡装有压合板6，压合板6的上方设有顶板8，顶板8的顶部固定安装有液压

缸7，液压缸7的输出轴与压合板6的顶部固定连接。

[0035] 本发明中，凹槽4的底部内壁上开设有安装槽17，安装槽17内固定安装有气缸18，

气缸18的输出轴与顶升板5的底部固定连接。

[0036] 本发明中，顶板8的两侧均固定安装有侧板9，两个侧板9上均转动安装有传动杆

10，两个传动杆10的外侧均螺纹安装有螺纹块11，两个螺纹块11分别固定安装于底座3的两

侧。

[0037] 本发明中，两个侧板9中的一个侧板9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固定架14，固定架14的顶

部固定安装有电机15，电机15的输出轴与两个传动杆10中的一个传动杆10的顶部固定连

接，两个传动杆10的外侧均固定套设有链轮12，两个链轮12上传动安装有同一个链条13。

[0038] 本发明中，两个侧板9中的一个侧板9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激光测距仪16，激光测距

仪16连接有显示器。

[0039] 本发明中，压合装置的工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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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A1：先将一个木皮放进凹槽4内，在木皮的顶面涂抹粘接树脂，然后将芯材板放进

凹槽4内，使芯材板的底面与凹槽4内木皮的顶面接触，然后在芯材板的顶面涂抹粘接树脂，

最后将另一个木皮放在芯材板的顶面；

[0041] A2：通过液压缸7驱动压合板6向下移动，压合板6对芯材板与两个木皮进行压合，

压合结束后，液压缸7带动压合板6向上移动，通过气缸18带动顶升板5向上移动，顶升板5将

成型的板材顶出，此板材即为柜板，将柜板进行组装，即可制得实木柜体；

[0042] A3：当需要成型的柜板厚度发生变化时，通过电机15带动一个传动杆10转动，通过

链轮12和链条13的传动作用使两个传动杆10同步转动，由于两个传动杆10与两个螺纹块11

螺纹连接，所以两个传动杆10转动时可以带动两个侧板9竖直移动，两个侧板9带动顶板8移

动，两个顶板8带动压合板6进行移动，进而对压合板6的压合力度进行调整，避免损坏板材，

侧板9移动会带动激光测距仪16，可以对移动的距离进行控制。

[0043] 本方案重点保护用油栎芯材直拼接及油栎木榫卯拼接板加贴加拿大红雪松(又名

香柏木)的木皮薄片，油栎木芯材与红雪松(又名香柏木)两者都有对人类有益健康的功能，

表面不做任何涂层，而可达到很好的装饰效果，又能自然释放人类有益健康的多种功效。

[0044] 实施例二

[0045] 参照图1‑3，一种具有康养功能的实木柜体，包括柜板，柜板包括两个木皮1，两个

木皮1之间设有多个原木芯材2，相邻两个原木芯材2之间榫卯连接，木皮1为香柏木材质，且

木皮1的厚度为44mm‑330mm，原木芯材2为油栎木材质，油栎木密度600kg/立方的硬木芯材，

握钉力强，超强耐用；用油栎原木芯材，用榫卯拼接，用胶量少，结构稳定，不易变形，达到无

醛级，两种原木都有防潮、防霉、防虫等功能，自然释放两种优质木材的自身功效，用来做家

居装饰、木门、衣柜、鞋柜、护墙等装饰材料；解决了城市的家可享受森林的呼养，助健、养

生、增寿的人居环境。

[0046] 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具有康养功能的实木柜体的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47] S1：先将原木芯材相互榫卯连接，组成芯材板；

[0048] S2：使用压合装置将两个木皮压合在芯材板的两面。

[0049] 本发明中，压合装置包括底座3，底座3的顶部开设有凹槽4，凹槽4的侧壁开设有测

量槽，测量槽内设有激光测量仪，凹槽4内滑动安装有顶升板5，且凹槽4内卡装有压合板6，

压合板6的上方设有顶板8，顶板8的顶部通过螺栓固定安装有液压缸7，液压缸7的输出轴与

压合板6的顶部固定连接，液压缸7的作用是驱动压合板6进行竖直移动，完成压合工作。

[0050] 本发明中，凹槽4的底部内壁上开设有安装槽17，安装槽17内通过螺栓固定安装有

气缸18，气缸18的输出轴与顶升板5的底部固定连接。

[0051] 本发明中，顶板8的两侧均通过螺栓固定安装有侧板9，两个侧板9上均转动安装有

传动杆10，两个传动杆10的外侧均螺纹安装有螺纹块11，两个螺纹块11分别通过螺栓固定

安装于底座3的两侧，两个传动杆10转动时，会带动两个侧板9竖直移动。

[0052] 本发明中，两个侧板9中的一个侧板9的一侧通过螺栓固定安装有固定架14，固定

架14的顶部通过螺栓固定安装有电机15，电机15的输出轴与两个传动杆10中的一个传动杆

10的顶部固定连接，两个传动杆10的外侧均固定套设有链轮12，两个链轮12上传动安装有

同一个链条13，通过链轮12与链条13的作用，使两个传动杆10同步运动。

[0053] 本发明中，两个侧板9中的一个侧板9的一侧通过螺栓固定安装有激光测距仪16，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13057460 A

6



激光测距仪16连接有显示器，显示器用于显示测量距离。

[0054] 本发明中，压合装置的工作步骤如下：

[0055] A1：先将一个木皮放进凹槽4内，在木皮的顶面涂抹粘接树脂，然后将芯材板放进

凹槽4内，使芯材板的底面与凹槽4内木皮的顶面接触，然后在芯材板的顶面涂抹粘接树脂，

最后将另一个木皮放在芯材板的顶面；

[0056] A2：通过液压缸7驱动压合板6向下移动，压合板6对芯材板与两个木皮进行压合，

压合结束后，液压缸7带动压合板6向上移动，通过气缸18带动顶升板5向上移动，顶升板5将

成型的板材顶出，此板材即为柜板，将柜板进行组装，即可制得实木柜体；

[0057] A3：通过激光测厚仪对木皮与芯材板的厚度进行测量，将测量的数据传输至控制

器，控制器根据接收的数据控制电机15运行，通过电机15带动一个传动杆10转动，通过链轮

12和链条13的传动作用使两个传动杆10同步转动，由于两个传动杆10与两个螺纹块11螺纹

连接，所以两个传动杆10转动时可以带动两个侧板9竖直移动，两个侧板9带动顶板8移动，

两个顶板8带动压合板6进行移动，进而对压合板6的压合力度进行调整，避免损坏板材，侧

板9移动会带动激光测距仪16，可以对移动的距离进行控制。

[0058] 本方案重点保护用油栎芯材直拼接及油栎木榫卯拼接板加贴加拿大红雪松(又名

香柏木)的木皮薄片，油栎木芯材与红雪松(又名香柏木)两者都有对人类有益健康的功能，

表面不做任何涂层，而可达到很好的装饰效果，又能自然释放人类有益健康的多种功效。

[0059]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一的区别在于，通过激光测厚仪对木皮与芯材板的厚度进行测

量，将测量的数据传输至控制器，控制器根据接收的数据控制电机15运行，能够更加智能的

进行调整。

[006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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