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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木材加工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

种木材粉碎机废料处理装置。本发明要解决的技

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够便于清理木材废料、能够

抑制木材废料中木屑飞扬，且处理木材废料省时

省力、效率高、彻底的木材粉碎机废料处理装置。

一种木材粉碎机废料处理装置，包括有底架、驱

动机构、进料斗、粉碎箱、支架、粉碎机构、废料处

理装置和第一出料管道；驱动机构安装于底架顶

部，粉碎箱通过支架固接于底架顶部，粉碎机构

安装于驱动机构内，粉碎机构与驱动机构输出端

传动连接。本发明达到能够便于清理木材废料、

能够抑制木材废料中木屑飞扬，且处理木材废料

省时省力、效率高、彻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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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木材粉碎机废料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有底架(1)、驱动机构(2)、进料斗

(3)、粉碎箱(4)、支架(5)、粉碎机构(7)、废料处理装置(9)和第一出料管道(8)；驱动机构

(2)安装于底架(1)顶部，粉碎箱(4)通过支架(5)固接于底架(1)顶部，粉碎机构(7)安装于

驱动机构(2)内，粉碎机构(7)与驱动机构(2)输出端传动连接，进料斗(3)与粉碎箱(4)侧部

连通，粉碎箱(4)侧部下端设有出料口(6)，废料处理装置(9)通过第一出料管道(8)与出料

口(6)连接；废料处理装置(9)包括有传送箱(91)、第一无底安装框(92)、电机(93)、上轴承

座(94)、下轴承座(95)、转轴(96)、螺旋叶片(97)、第二出料管道(98)、处理箱(99)、第一伸

缩气缸(910)、压实板(912)、压实框(913)、第二伸缩气缸(914)、支杆(915)、铰接件(916)、

第二无底安装框(921)、第二挡板(923)、活动板(925)、第一固定块(927)、弹性件(928)、滑

块(929)、固定杆(930)、第二固定块(932)和T形插杆(934)；传送箱(91)侧部下端下端设有

进料口(946)；第一出料管道(8)端部嵌于进料口(946)内，且第一出料管道(8)与传送箱

(91)连通；第一无底安装框(92)固接于传送箱(91)顶部，电机(93)固接于第一无底安装框

(92)内，上轴承座(94)嵌于传送箱(91)顶壁，下轴承座(95)嵌于传送箱(91)底壁；转轴(96)

顶端与上轴承座(94)枢接，并贯穿上轴承座(94)与电机(93)输出端传动连接；转轴(96)底

端与下轴承座(95)枢接；螺旋叶片(97)固接于转轴(96)，且螺旋叶片(97)位于传送箱(91)

内；处理箱(99)侧部上端与传送箱(91)远离进料口(946)的侧部上端之间通过第二出料管

道(98)连接，且第二出料管道(98)均与处理箱(99)、传送箱(91)连通；第二无底安装框

(921)固接于处理箱(99)顶部，处理箱(99)顶部设有第一通孔(911)；第一伸缩气缸(910)固

接于第二无底安装框(921)内，且第一伸缩气缸(910)输出端贯穿第一通孔(911)与压实板

(912)固接；第二伸缩气缸(914)、支杆(915)均固接于处理箱(99)内底部，第二伸缩气缸

(914)靠近于传送箱(91)，压实框(913)底部铰接于第二伸缩气缸(914)输出端，压实框

(913)底部通过铰接件(916)铰接于支杆(915)顶部，处理箱(99)远离传送箱(91)的一侧设

有供压实框(913)活动的第四通孔(924)，活动板(925)铰接于压实框(913)靠近第四通孔

(924)的侧部，处理箱(99)侧部设有滑槽(926)，滑槽(926)位于第四通孔(924)正上方，固定

杆(930)通过滑块(929)与滑槽(926)滑动连接，第一固定块(927)固接于处理箱(99)侧部，

滑块(929)顶部通过弹性件(928)与第一固定块(927)连接，第二固定块(932)固接于活动板

(925)侧部，第二固定块(932)设有供固定杆(930)插装配合的第一插孔(931)，固定杆(930)

底端设有第二插孔(933)，T形插杆(934)与第二插孔(933)插装配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木材粉碎机废料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L形顶

杆(917)、第一挡板(918)、收集框(920)和第二挡板(923)；处理箱(99)侧部设有第三通孔

(922)，第二挡板(923)铰接于第三通孔(922)内顶部一端，第二挡板(923)与第三通孔(922)

相配合，收集框(920)通过第三通孔(922)放置于处理箱(99)内底部，压实框(913)底部设有

第二通孔(919)，第二通孔(919)位于收集框(920)正上方，第一挡板(918)铰接于第二通孔

(919)内；L形顶杆(917)一端固接于支杆(915)侧部，另一端与第一挡板(918)底部固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木材粉碎机废料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水箱

(935)、箱盖(936)、U形硬质管(937)、阀门(938)和喷头(939)；水箱(935)固接于处理箱(99)

顶部，箱盖(936)与水箱(935)顶部插装配合；喷头(939)嵌于处理箱(99)内侧部上端；U形硬

质管(937)一端与水箱(935)连通，另一端贯穿处理箱(99)侧部与喷头(939)连通；阀门

(938)安装于U形硬质管(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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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木材粉碎机废料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第三固

定块(949)和螺栓(950)；第一出料管道(8)端部与进料口(946)内接触连接，第三固定块

(949)固接于第一出料管道(8)顶部、底部，第三固定块(949)设有第二螺纹孔(948)，传送箱

(91)侧部设有与第二螺纹孔(948)相对应的第一螺纹孔(947)，螺栓(950)螺接于第一螺纹

孔(947)、第二螺纹孔(948)。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木材粉碎机废料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出料管

道(8)倾斜方向向出料口(6)方向向上倾斜；所述第二出料管道(98)倾斜方向为向传送箱

(91)方向向上倾斜。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木材粉碎机废料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挡板

(923)远离收集框(920)的侧部固接有第一把手(940)。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木材粉碎机废料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无底安

装框(92)侧部均匀分布有多个散热孔(943)。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木材粉碎机废料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盖(936)

顶部固接有第二把手(945)。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木材粉碎机废料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箱

(99)、传送箱(91)底部均固接有防磨板(941)，防磨板(941)底部安装有多个滚轮(942)。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木材粉碎机废料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实框

(913)靠近第二出料管道(98)的顶部一端固接有楔形块(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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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木材粉碎机废料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木材加工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木材粉碎机废料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木材粉碎机是一种对木材加工中产生的废料及废弃的家具等木材进行粉碎的机

器，现有的一种木材粉碎机，包括具有进料口、出料口和两相对侧板的机箱，所述侧板之间

设置有通过动力机带动旋转的粉碎辊，所述粉碎辊上设有径向伸出的、沿轴向依次排列的

第一粉碎刀；粉碎时，启动木材粉碎机，粉碎辊带动粉碎刀以一定的速度不断旋转，将从机

箱的进料口输送入机箱内、落在粉碎辊与机箱之间的废料，在旋转的过程中切碎，最后木材

废料直接由出料口排出。

[0003] 但是现有粉碎后的木材废料直接通过出料口排出，并落在地面上，清扫时较为麻

烦，且容易使得木材废料中的木屑飞扬，从而影响到工人的身体健康；另外，对于大部分的

屑状、微小型的废料，处理起来是一个难题，由于这类废料体积小，在空气中容易飞散，需要

密封包装，处理起来费时费力，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亟需研发一种能够便于清理木材

废料、能够抑制木材废料中木屑飞扬，且处理木材废料省时省力、效率高的木材粉碎机废料

处理装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对木材废料清理不便，使得木材废料中的木屑四处飞

扬，且处理木材废料费时费力、效率低、不彻底的缺点，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

种能够便于清理木材废料、能够抑制木材废料中木屑飞扬，且处理木材废料省时省力、效率

高、彻底的木材粉碎机废料处理装置。

[0005] 本发明由以下具体技术手段所达成：

[0006] 一种木材粉碎机废料处理装置，包括有底架、驱动机构、进料斗、粉碎箱、支架、粉

碎机构、废料处理装置和第一出料管道；驱动机构安装于底架顶部，粉碎箱通过支架固接于

底架顶部，粉碎机构安装于驱动机构内，粉碎机构与驱动机构输出端传动连接，进料斗与粉

碎箱侧部连通，粉碎箱侧部下端设有出料口，废料处理装置通过第一出料管道与出料口连

接；废料处理装置包括有传送箱、第一无底安装框、电机、上轴承座、下轴承座、转轴、螺旋叶

片、第二出料管道、处理箱、第一伸缩气缸、压实板、压实框、第二伸缩气缸、支杆、铰接件、第

二无底安装框、第二挡板、活动板、第一固定块、弹性件、滑块、固定杆、第二固定块和T形插

杆；传送箱侧部下端下端设有进料口；第一出料管道端部嵌于进料口内，且第一出料管道与

传送箱连通；第一无底安装框固接于传送箱顶部，电机固接于第一无底安装框内，上轴承座

嵌于传送箱顶壁，下轴承座嵌于传送箱底壁；转轴顶端与上轴承座枢接，并贯穿上轴承座与

电机输出端传动连接；转轴底端与下轴承座枢接；螺旋叶片固接于转轴，且螺旋叶片位于传

送箱内；处理箱侧部上端与传送箱远离进料口的侧部上端之间通过第二出料管道连接，且

第二出料管道均与处理箱、传送箱连通；第二无底安装框固接于处理箱顶部，处理箱顶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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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一通孔；第一伸缩气缸固接于第二无底安装框内，且第一伸缩气缸输出端贯穿第一通

孔与压实板固接；第二伸缩气缸、支杆均固接于处理箱内底部，第二伸缩气缸靠近于传送

箱，压实框底部铰接于第二伸缩气缸输出端，压实框底部通过铰接件铰接于支杆顶部，处理

箱远离传送箱的一侧设有供压实框活动的第四通孔，活动板铰接于压实框靠近第四通孔的

侧部，处理箱侧部设有滑槽，滑槽位于第四通孔正上方，固定杆通过滑块与滑槽滑动连接，

第一固定块固接于处理箱侧部，滑块顶部通过弹性件与第一固定块连接，第二固定块固接

于活动板侧部，第二固定块设有供固定杆插装配合的第一插孔，固定杆底端设有第二插孔，

T形插杆与第二插孔插装配合。

[0007] 进一步的，还包括有L形顶杆、第一挡板、收集框和第二挡板；处理箱侧部设有第三

通孔，第二挡板铰接于第三通孔内顶部一端，第二挡板与第三通孔相配合，收集框通过第三

通孔放置于处理箱内底部，压实框底部设有第二通孔，第二通孔位于收集框正上方，第一挡

板铰接于第二通孔内；L形顶杆一端固接于支杆侧部，另一端与第一挡板底部固接。

[0008] 进一步的，还包括有水箱、箱盖、U形硬质管、阀门和喷头；水箱固接于处理箱顶部，

箱盖与水箱顶部插装配合；喷头嵌于处理箱内侧部上端；U形硬质管一端与水箱连通，另一

端贯穿处理箱侧部与喷头连通；阀门安装于U形硬质管。

[0009] 进一步的，还包括有第三固定块和螺栓；第一出料管道端部与进料口内接触连接，

第三固定块固接于第一出料管道顶部、底部，第三固定块设有第二螺纹孔，传送箱侧部设有

与第二螺纹孔相对应的第一螺纹孔，螺栓螺接于第一螺纹孔、第二螺纹孔。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出料管道倾斜方向向出料口方向向上倾斜；所述第二出料管

道倾斜方向为向传送箱方向向上倾斜。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挡板远离收集框的侧部固接有第一把手。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无底安装框侧部均匀分布有多个散热孔。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箱盖顶部固接有第二把手。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处理箱、传送箱底部均固接有防磨板，防磨板底部安装有多个滚

轮。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压实框靠近第二出料管道的顶部一端固接有楔形块。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7] 本发明达到能够便于清理木材废料、能够抑制木材废料中木屑飞扬，且处理木材

废料省时省力、效率高、彻底的效果。

[0018] 1、本发明通过木材废料从出料排出，再直接由第一出料管道的导向下直接排入传

送箱内，此时，螺旋叶片将木材废料输送到第二出料管道处，使得木材废料直接通过第二出

料管道进入到处理箱中，最后木材废料落入压实框内，如此，达到能够便于清理木材废料、

能够抑制木材废料中木屑飞扬的效果。

[0019] 2、本发明通过第一伸缩气缸上下来回带动压实板上下移动，使得压实板多次下压

压实框中的木材废料，从而实现压实板能够将压实框中的木材废料压实成饼的作用，如此，

达到能够抑制木材废料中木屑飞扬，且处理木材废料省时省力、效率高的效果。

[0020] 3、本发明通过将T形插杆从第二插孔中拔出，使得固定杆端部与第一插孔分离，进

而活动板能够转动，使得压实框能够打开，以便于木材废料饼能够滑出；通过向下压动固定

杆插入第一插孔，接着用T形插杆插入第二插孔，如此，达到固定活动板的效果，且也便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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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装置下次的工作。

[0021] 4、本发明通过第二伸缩气缸向上带动压实框又由于压实框底部铰接于第二伸缩

气缸输出端，压实框底部通过铰接件铰接于支杆顶部，故压实框只能够向第四通孔方向倾

斜，使得压实的木材废料饼能够沿倾斜方向向第四通孔滑出，避免了向处理箱中将木材废

料饼抠出的情况，如此，达到处理木材废料饼省时省力的效果。

[0022] 5、本发明通过活动框向第四通孔方向倾斜时，L形顶杆能够向上将第一挡板顶起，

即第二通孔打开，则木材废料压实后遗留下的部分木材废料能够向第二通孔方向移动，直

至落入收集框，避免了压实后的木材废料取出后还有残留木屑四处飞扬的情况，达到了废

料处理彻底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废料处理装置的第一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图2中A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为本发明废料处理装置的第二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为本发明废料处理装置的第三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6为本发明废料处理装置的第四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7为本发明图6中B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30] 附图中的标记为：1-底架，2-驱动机构，3-进料斗，4-粉碎箱，5-支架，6-出料口，7-

粉碎机构，8-第一出料管道，9-废料处理装置，91-传送箱，92-第一无底安装框，93-电机，

94-上轴承座，95-下轴承座，96-转轴，97-螺旋叶片，98-第二出料管道，99-处理箱，910-第

一伸缩气缸，911-第一通孔，912-压实板，913-压实框，914-第二伸缩气缸，915-支杆，916-

铰接件，917-L形顶杆，918-第一挡板，919-第二通孔，920-收集框，921-第二无底安装框，

922-第三通孔，923-第二挡板，924-第四通孔，925-活动板，926-滑槽，927-第一固定块，

928-弹性件，929-滑块，930-固定杆，931-第一插孔，932-第二固定块，933-第二插孔，934-T

形插杆，935-水箱，936-箱盖，937-U形硬质管，938-阀门，939-喷头，940-第一把手，941-防

磨板，942-滚轮，943-散热孔，944-楔形块，945-第二把手，946-进料口，947-第一螺纹孔，

948-第二螺纹孔，949-第三固定块，950-螺栓。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32] 实施例

[0033] 一种木材粉碎机废料处理装置，如图1-7所示，包括有底架1、驱动机构2、进料斗3、

粉碎箱4、支架5、粉碎机构7、废料处理装置9和第一出料管道8；驱动机构2安装于底架1顶

部，粉碎箱4通过支架5固接于底架1顶部，粉碎机构7安装于驱动机构2内，粉碎机构7与驱动

机构2输出端传动连接，进料斗3与粉碎箱4侧部连通，粉碎箱4侧部下端设有出料口6，废料

处理装置9通过第一出料管道8与出料口6连接；废料处理装置9包括有传送箱91、第一无底

安装框92、电机93、上轴承座94、下轴承座95、转轴96、螺旋叶片97、第二出料管道98、处理箱

99、第一伸缩气缸910、压实板912、压实框913、第二伸缩气缸914、支杆915、铰接件916、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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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底安装框921、第二挡板923、活动板925、第一固定块927、弹性件928、滑块929、固定杆

930、第二固定块932和T形插杆934；传送箱91侧部下端下端设有进料口946；第一出料管道8

端部嵌于进料口946内，且第一出料管道8与传送箱91连通；第一无底安装框92固接于传送

箱91顶部，电机93固接于第一无底安装框92内，上轴承座94嵌于传送箱91顶壁，下轴承座95

嵌于传送箱91底壁；转轴96顶端与上轴承座94枢接，并贯穿上轴承座94与电机93输出端传

动连接；转轴96底端与下轴承座95枢接；螺旋叶片97固接于转轴96，且螺旋叶片97位于传送

箱91内；处理箱99侧部上端与传送箱91远离进料口946的侧部上端之间通过第二出料管道

98连接，且第二出料管道98均与处理箱99、传送箱91连通；第二无底安装框921固接于处理

箱99顶部，处理箱99顶部设有第一通孔911；第一伸缩气缸910固接于第二无底安装框921

内，且第一伸缩气缸910输出端贯穿第一通孔911与压实板912固接；第二伸缩气缸914、支杆

915均固接于处理箱99内底部，第二伸缩气缸914靠近于传送箱91，压实框913底部铰接于第

二伸缩气缸914输出端，压实框913底部通过铰接件916铰接于支杆915顶部，处理箱99远离

传送箱91的一侧设有供压实框913活动的第四通孔924，活动板925铰接于压实框913靠近第

四通孔924的侧部，处理箱99侧部设有滑槽926，滑槽926位于第四通孔924正上方，固定杆

930通过滑块929与滑槽926滑动连接，第一固定块927固接于处理箱99侧部，滑块929顶部通

过弹性件928与第一固定块927连接，第二固定块932固接于活动板925侧部，第二固定块932

设有供固定杆930插装配合的第一插孔931，固定杆930底端设有第二插孔933，T形插杆934

与第二插孔933插装配合。

[0034] 将大量木材通过进料斗3放入粉碎箱4中，此时，启动驱动机构2，即驱动机构2能够

驱动粉碎机构7将木材进行粉碎，并形成木材废料，而木材废料最后通过出料口6排出，即木

材粉碎工作完成。

[0035] 在上述木材废料通过出料口6排出后，木材废料能够通过第一出料管道8落入于传

送箱91内，此时，启动电机93，电机93能够通过转轴96带动螺旋叶片97转动，则木材废料能

够在螺旋叶片97的转动下向上移动，直至木材废料到达第二出料管道98后，木材废料直接

通过第二出料管道98进入到处理箱99中，最后木材废料落入压实框913内，从而反复多次上

述过程，使得大量的木材废料直接落入压实框913内，如此，达到能够便于清理木材废料、能

够抑制木材废料中木屑飞扬的效果。

[0036] 在大量木材废料落入压实框913内后，此时，启动第一伸缩气缸910，第一伸缩气缸

910能够上下来回带动压实板912上下移动，使得压实板912多次下压压实框913中的木材废

料，从而实现压实板912能够将压实框913中的木材废料压实成饼的作用，如此，达到能够抑

制木材废料中木屑飞扬，且处理木材废料省时省力、效率高的效果。

[0037] 在木材废料压实成饼后，此时，将T形插杆934从第二插孔933中拔出，则固定杆930

在滑块929与滑槽926的滑动连接作用下、弹性件928的弹力作用下能够向上滑动，直至固定

杆930端部与第一插孔931分离，则活动板925能够向远离第四通孔924的方向转动，即压实

框913打开。

[0038] 在压实框913打开后，启动第二伸缩气缸914，第二伸缩气缸914能够向上带动压实

框913，又由于压实框913底部铰接于第二伸缩气缸914输出端，压实框913底部通过铰接件

916铰接于支杆915顶部，故压实框913只能够向第四通孔924方向倾斜，使得压实的木材废

料饼能够沿倾斜方向向第四通孔924滑出，避免了向处理箱99中将木材废料饼抠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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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达到处理木材废料饼省时省力的效果，最后木材废料滑出处理箱99后，将木材废料饼

进行收拾即可。

[0039] 在木材废料饼收拾完毕后，将活动板925箱第四通孔924方向转动，即压实框913关

闭，此时，向下压动固定杆930插入第一插孔931，接着用T形插杆934插入第二插孔933，如

此，达到固定活动板925的效果，且也便于所述装置下次的工作。

[0040] 其中，如图2所示，还包括有L形顶杆917、第一挡板918、收集框920和第二挡板923；

处理箱99侧部设有第三通孔922，第二挡板923铰接于第三通孔922内顶部一端，第二挡板

923与第三通孔922相配合，收集框920通过第三通孔922放置于处理箱99内底部，压实框913

底部设有第二通孔919，第二通孔919位于收集框920正上方，第一挡板918铰接于第二通孔

919内；L形顶杆917一端固接于支杆915侧部，另一端与第一挡板918底部固接。

[0041] 活动框向第四通孔924方向倾斜时，L形顶杆917能够向上将第一挡板918顶起，即

第二通孔919打开，则木材废料压实后遗留下的部分木材废料能够向第二通孔919方向移

动，直至落入收集框920，避免了压实后的木材废料取出后还有残留木屑四处飞扬的情况，

达到了废料处理彻底的效果，需要对收集框920进行清理时，可以将第二挡板923打开，通过

第三通孔922将收集框920从处理箱99中取出，即可清理收集框920。

[0042] 其中，如图4所示，还包括有水箱935、箱盖936、U形硬质管937、阀门938和喷头939；

水箱935固接于处理箱99顶部，箱盖936与水箱935顶部插装配合；喷头939嵌于处理箱99内

侧部上端；U形硬质管937一端与水箱935连通，另一端贯穿处理箱99侧部与喷头939连通；阀

门938安装于U形硬质管937。

[0043] 将箱盖936从水箱935顶部拔出，即水箱935顶部打开，此时，将水注入水箱935中，

注满水后，将箱盖936改回水箱935顶部，完成前期准备，而在所述装置对木材废料进行压实

工作时，可以打开阀门938，水能够通过U形硬质管937，由喷头939将水喷出，水能够将处理

箱99飞扬的木屑淋湿，使得木屑能够快速的落下压实框913中，同时，能够避免压实的木材

废料在取出过程中，木屑通过第四通孔924四处飞扬的情况。

[0044] 其中，如图6所示，还包括有第三固定块949和螺栓950；第一出料管道8端部与进料

口946内接触连接，第三固定块949固接于第一出料管道8顶部、底部，第三固定块949设有第

二螺纹孔948，传送箱91侧部设有与第二螺纹孔948相对应的第一螺纹孔947，螺栓950螺接

于第一螺纹孔947、第二螺纹孔948。

[0045] 为了使得废料处理装置9能够单独处理木材废料，则可以将螺栓950从第一螺纹孔

947、第二螺纹孔948中旋出，进而将进料口946与第一出料管道8进行分离即可，以便于废料

处理装置9能够单独处理木材废料；需要将废料处理装置9与第一出料管道8进行组装时，将

第一出料管道8端部插入进料口946，此时，将螺栓950旋进第一螺纹孔947、第二螺纹孔948

中即可。

[0046] 其中，为了便于粉碎后的木材废料能够快速的排入与传送箱91内、便于传送箱91

的木材废料能够快速通过第二出料管道98进入到处理箱99中，参照图2所示，所述第一出料

管道8倾斜方向向出料口6方向向上倾斜；所述第二出料管道98倾斜方向为向传送箱91方向

向上倾斜。

[0047] 其中，为了便于第二挡板923的打开，参照图5所示，所述第二挡板923远离收集框

920的侧部固接有第一把手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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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其中，为了便于电机93的散热，参照图5所示，所述第一无底安装框92侧部均匀分

布有多个散热孔943。

[0049] 其中，为了便于箱盖936的打开，参照图5所示，所述箱盖936顶部固接有第二把手

945。

[0050] 其中，为了防止处理箱99、传送箱91底部遭到磨损，且能够快速移动处理箱99、传

送，参照图5所示，所述处理箱99、传送箱91底部均固接有防磨板941，防磨板941底部安装有

多个滚轮942。

[0051] 其中，为了防止木材废料落在压实框913顶部而没有进行压实工作的情况，参照图

5所示，所述压实框913靠近第二出料管道98的顶部一端固接有楔形块944。

[0052] 本发明的控制方式是通过人工启动和关闭开关来控制，动力元件的接线图与电源

的提供属于本领域的公知常识，并且本发明主要用来保护机械装置，所以本发明不再详细

解释控制方式和接线布置。

[0053] 虽然已经参照示例性实施方式详细描述了本公开，但是本公开不限于此，并且对

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是，可在不脱离本公开的范围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各种修改和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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