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173477.8

(22)申请日 2018.03.0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14580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6.12

(73)专利权人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地址 318020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王西台

州科技职业学院

(72)发明人 夏文明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橙知果专利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33261

代理人 曾祥兵

(51)Int.Cl.

B27C 7/00(2006.01)

B27G 3/00(2006.01)

B01D 50/00(2006.01)

审查员 张丽仙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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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可编程控制器的木

工车床，包括有机座，固定安装在机座一端上部

的主轴箱，可移动地安装在机座上远离主轴箱一

端的尾座，可移动地安装在机座上位于主轴箱和

尾座之间的车刀座，沿机座宽度方向可移动地安

装在车刀座上的刀架，固定安装在刀架上的车

刀，以及连接在刀架侧面且位于车刀下方的吸尘

盘；还包括通过吸尘管与吸尘盘连接的一级过滤

器，以及通过管道与一级过滤器连接的二级过滤

器。本发明通过一级过滤器的除尘布袋过滤较大

粒径的木屑，再通过二级过滤器的喷淋水滤除较

小粒径的木屑，改善了木工车床所处车间内的空

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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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可编程控制器的木工车床，包括有机座，固定安装在机座一端上部的主轴

箱，可移动地安装在机座上远离主轴箱一端的尾座，可移动地安装在机座上位于主轴箱和

尾座之间的车刀座，沿机座宽度方向可移动地安装在车刀座上的刀架，固定安装在刀架上

的车刀，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连接在刀架侧面且位于车刀下方的吸尘盘；

还包括通过吸尘管与吸尘盘连接的一级过滤器，以及通过管道与一级过滤器连接的二

级过滤器；

所述吸尘盘整体呈矩形的槽体结构，所述吸尘盘内安装有多个沿车刀长度方向的圆

杆，各个圆杆位于一个中间下凹的圆弧线上；所述吸尘盘至少在一组对角处的侧壁连接有

用于与吸尘管连接的吸尘管接口；

所述一级过滤器包括有前侧开口的矩形的箱体a，密封连接在箱体a前侧的侧盖板，以

及连接在箱体a右侧下端的出料管a；

所述箱体a左侧连接有与吸尘管连接的一级进口接头，所述箱体a右侧上部连接有用以

连接二级过滤器的一级出口接头；所述箱体a下端以及出料管a的下端连接有支撑脚a；

所述箱体a内紧邻一级进口接头的上方位置安装有一个水平设置的横隔板，横隔板上

成型有一个以上的安装圈，各个所述安装圈上分别安装有除尘布袋；

所述箱体a内位于一级进口接头的下方位置等距地安装有多个截面呈“人”字形的挡

条，相邻两个所述挡条之间形成供木屑下落的缝隙；

所述箱体a内底部为前后高、中间低的斜面，斜面的中间为半圆槽形状的集料道a，集料

道a与出料管a相连通，且集料道a与出料管a位于同一轴线上；所述集料道a及出料管a内转

动安装有一个送料螺杆a，所述出料管a的外端固定安装有一个用以驱动送料螺杆a转动的

一级排料电机，所述箱体a左侧内壁固定安装有与送料螺杆a转动插接的转动支撑杆a；

所述出料管a靠近外端部的下端连接有一个出料道a，出料管a对应出料道a的位置成型

有出料口a；所述送料螺杆a的外端连接有一个圆柱形的阀体部a，阀体部a的直径与出料管a

的内径相匹配；所述一级排料电机的输出轴a上成型有双螺旋的外螺纹，所述阀体部a与一

级排料电机的输出轴a螺纹连接；

所述一级排料电机反转时带动送料螺杆a转动、同时向外移动至极限位置，所述阀体部

a位于出料口a的右侧，从而使出料口a处于打开状态；所述一级排料电机正转时带动送料螺

杆a转动、同时向内移动至极限位置，所述阀体部a刚好位于出料口a的位置，从而使出料口a

处于关闭状态；

所述二级过滤器包括有顶部开口的矩形的箱体b，密封连接在箱体b顶部的顶盖，以及

连接在箱体b右侧的出料管b；

所述箱体b左侧连接有与一级过滤器的一级出口接头通过管道相连的二级进口接头，

二级进口接头位于箱体b高度方向的中间位置；所述箱体b右侧上部连接有风机接头；所述

风机接头上连接有离心风机；所述箱体b下端以及出料管b的下端连接有支撑脚b；

所述箱体b内的前后壁面之间安装有一个纵隔板，纵隔板的上端位于箱体b高度方向的

中间位置，纵隔板的上端右侧连接有一个左低右高的倾斜设置的斜板，所述纵隔板的下端

与箱体b内底部之间留有间距，纵隔板的下端右侧连接有一个半圆形板；

所述箱体b内安装有一个用以将木屑从纵隔板左侧输送至纵隔板右侧的输送带；所述

权　利　要　求　书 1/3 页

2

CN 108145802 B

2



箱体b内位于纵隔板上部左侧位置安装有驱动所述输送带顺时针转动的驱动辊，所述箱体b

外后侧安装有驱动所述驱动辊转动的输送带电机；所述驱动辊的左侧安装有从动辊a，所述

从动辊a的正下方安装有从动辊b，所述从动辊b的右侧靠近箱体b右侧内壁的位置安装有从

动辊c，所述从动辊c的正上方安装有从动辊d，且从动辊d的高度低于驱动辊的高度；所述箱

体b内位于纵隔板下方的左右两侧分别安装有永磁铁材质的磁辊a和磁辊b，所述输送带的

内壁沿长度方向等距地连接有能够与磁辊a、磁辊b通过磁力相吸紧的磁条或铁条；所述输

送带外壁等距地连接有用以将纵隔板左侧水面上方的木屑携带至纵隔板右侧水中的推料

板，所述推料板朝向顺时针方向的侧壁呈矩形的槽体形状；所述磁辊a和磁辊b的高度位置

小于从动辊d的高度位置，使得输送带位于磁辊b和从动辊d之间的部分处于左低右高的状

态；

所述箱体b内注有液面与输送带左侧上方持平的水，所述纵隔板右侧安装有截面呈半

圆形的集料道b，所述集料道b的上端高于箱体b内的液面；所述出料管b与集料道b相连通，

且出料管b与集料道b位于同一轴线上；

所述集料道b及出料管b内转动安装有一个送料螺杆b，所述出料管b的外端固定安装有

一个用以驱动送料螺杆b转动的二级排料电机，所述纵隔板右侧固定安装有与送料螺杆b转

动插接的转动支撑杆b；

所述出料管b靠近外端部的下端连接有一个出料道b，出料管b对应出料道b的位置成型

有出料口b；所述送料螺杆b的外端连接有一个圆柱形的阀体部b，阀体部b的直径与出料管b

的内径相匹配；所述二级排料电机的输出轴上成型有双螺旋的外螺纹，所述阀体部b与二级

排料电机的输出轴螺纹连接；

所述二级排料电机反转时带动送料螺杆b转动、同时向外移动至极限位置，所述阀体部

b位于出料口b的右侧，从而使出料口b处于打开状态；所述二级排料电机正转时带动送料螺

杆b转动、同时向内移动至极限位置，所述阀体部b刚好位于出料口b的位置，从而使出料口b

处于关闭状态；

所述箱体b内顶部从箱体b左侧内壁至斜板中部之间的位置等距地安装有多个喷淋管；

位于最右侧的两个以上的喷淋管下端沿长度方向开设有用以在喷水时形成水膜的条形喷

水缝，其它喷淋管的下端均匀开设有用以在喷水时喷出水雾的喷雾孔；

各个喷淋管的一端伸出至箱体b之外，且各个喷淋管的外端部之间通过输水管并联连

通，所述箱体b下端安装有从箱体b内抽水的喷淋水泵，喷淋水泵的出水端与输水管连接；

所述箱体b内底部对应喷水水泵的位置安装有一个圆形的陶瓷过滤板，所述陶瓷过滤

板上端转动安装有一个用以刮洗陶瓷过滤板上表面的圆形的刷架；所述刷架包括有同圆心

的内连接圈和外连接圈，以及一体连接在内连接圈和外连接圈之间的多个等角度设置的刮

片，刮片的外端延伸到外连接圈之外；各个所述推料板靠近箱体b后壁的一端成型有用以推

动刮片外端移动从而驱动刷架转动的刷架驱动头；

所述箱体b内安装有用以监测箱体b内水位的液位传感器，所述输水管上通过三通接头

连接有一个补水电磁阀，补水电磁阀的另一端与自来水管相连；

所述液位传感器与PLC控制器的信号输入端电联接，所述一级排料电机、二级排料电

机、离心风机、输送带电机、喷淋水泵、补水电磁阀分别与PLC控制器的输出端电连接；

所述PLC控制器的信号输入端还连接有用以控制一级排料电机正反转的第一排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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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按压一次第一排料开关，一级排料电机的转向改变一次；

所述PLC控制器的信号输入端还连接有用以控制二级排料电机正反转的第二排料开

关，按压一次第二排料开关，二级排料电机的转向改变一次；

当箱体b内液位低于设定值时，PLC控制器控制补水电磁阀打开，当箱体b内液位高于设

定值3%以上时，PLC控制器控制补水电磁阀关闭。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可编程控制器的木工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排料

电机、二级排料电机的输出轴上的外螺纹螺距为输出轴直径的1-1.5倍；所述外螺纹为左旋

螺纹，所述送料螺杆a、送料螺杆b上的螺纹叶片为左旋式结构。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可编程控制器的木工车床，其特征在于：各个所述喷雾

孔上连接有雾化喷头。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可编程控制器的木工车床，其特征在于：当一级排料电

机、二级排料电机正转时，一级排料电机、二级排料电机转动3-10s后停止转动；当一级排料

电机反转时，一级排料电机一直转动，直到第一排料开关按下时一级排料电机改变转向；当

二级排料电机反转时，二级排料电机一直转动，直到第二排料开关按下时二级排料电机改

变转向。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可编程控制器的木工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主轴箱朝

向尾座的侧壁上安装有主轴，所述主轴箱外壁还安装有用以驱动主轴转动的主轴电机；所

述机座上远离主轴的一端安装有用以驱动车刀座移动的刀座移动电机；所述车刀座上安装

有用以驱动刀架移动的车刀进给电机；所述主轴电机、刀座移动电机以及车刀进给电机分

别与PLC控制器电联接；所述PLC控制器的外部电源端还电连接有车床开关。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可编程控制器的木工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座上安

装有与车刀座传动连接的滚珠丝杠，所述刀座移动电机与滚珠丝杠连接；所述车刀座上安

装有与刀架传动连接的滚珠丝杠b，所述车刀进给电机与滚珠丝杠b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可编程控制器的木工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级过滤

器顶部还安装有除雾器，所述除雾器底部连接有一个进风管，进风管与离心风机的出口端

连接，所述进风管的上端高于除雾器的内底部；所述除雾器的内底部还连接有一个排水管，

排水管的内径小于2mm，所述顶盖上开设有供排水管插入的回液口；所述除雾器内上部等距

地安装有多个除雾片，相邻两个除雾片之间的间距小于1.0mm。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可编程控制器的木工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刷架位于

内连接圈和外连接圈之间还一体成型有与外连接圈同圆心的中连接圈，所述外连接圈和内

连接圈之间一体成型有第一刮片，所述外连接圈和中连接圈之间位于相邻两个第一刮片之

间还一体成型有第二刮片；所述第一刮片、第二刮片的外端延伸到外连接圈之外，所述第一

刮片、第二刮片位于外连接圈外周的部分形成从动推头，所述刷架驱动头通过推动从动推

头驱动刷架转动。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基于可编程控制器的木工车床，其特征在于：所述陶瓷过滤

板上端中间连接有一个转动杆，所述内连接圈与转动杆转动连接，所述刷架依靠自身重力

抵在陶瓷过滤板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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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可编程控制器的木工车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木材加工设备领域，具体涉及基于可编程控制器控制的木工车床。

背景技术

[0002] 文献号为CN206465222U公开了一种带有木屑回收系统的木工加工车床，其技术方

案要点是包括车床部分和木屑回收系统，所述车床部分包括底座、位于底座上方的若干支

架、安装在底座上的立柱、安装在立柱上的刀架，所述底座上设置有若干排屑漏斗，所述木

屑回收系统包括与所述排屑漏斗连通的主管、与主管连接的抽风机一、与抽风机一连接的

分离箱、设置在分离箱底部的收集桶、设置在分离箱另一端的抽风机二、与抽风机二相连的

水池。本实用新型解决了现有的木材在被锯、刨削、雕刻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木屑以及粉尘

的问题。——上述文献提供了一种滤除木屑的方案，然而抽风机二将带有细颗粒木屑的空

气通入水池内，一方面水池内的木屑还需要人工进行清理，且清理泡于水中的木屑还较为

麻烦，清理不及时则会造成位于较上方的木屑干燥之后再次被气流吹起再次弥漫到空气

中，另一方面将抽风机二的出风口通入水中会造成较大的阻力，若抽风机流速较大，则过滤

效果也相对有限（带有木屑的气泡从水中往上冒的过程中，位于气泡中间的小颗粒木屑仍

有可能未与水接触）。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基于可编程

控制器的木工车床。

[0004] 为实现本发明之目的，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基于可编程控制器的木

工车床，包括有机座，固定安装在机座一端上部的主轴箱，可移动地安装在机座上远离主轴

箱一端的尾座，可移动地安装在机座上位于主轴箱和尾座之间的车刀座，沿机座宽度方向

可移动地安装在车刀座上的刀架，固定安装在刀架上的车刀，以及连接在刀架侧面且位于

车刀下方的吸尘盘；

[0005] 还包括通过吸尘管与吸尘盘连接的一级过滤器，以及通过管道与一级过滤器连接

的二级过滤器；

[0006] 所述吸尘盘整体呈矩形的槽体结构，所述吸尘盘内安装有多个沿车刀长度方向的

圆杆，各个圆杆位于一个中间下凹的圆弧线上；所述吸尘盘至少在一组对角处的侧壁连接

有用于与吸尘管连接的吸尘管接口；

[0007] 所述一级过滤器包括有前侧开口的矩形的箱体a，密封连接在箱体a前侧的侧盖

板，以及连接在箱体a右侧下端的出料管a；

[0008] 所述箱体a左侧连接有与吸尘管连接的一级进口接头，所述箱体a右侧上部连接有

用以连接二级过滤器的一级出口接头；所述箱体a下端以及出料管a的下端连接有支撑脚a；

[0009] 所述箱体a内紧邻一级进口接头的上方位置安装有一个水平设置的横隔板，横隔

板上成型有一个以上的安装圈，各个所述安装圈上分别安装有除尘布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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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箱体a内位于一级进口接头的下方位置等距地安装有多个截面呈“人”字形的

挡条，相邻两个所述挡条之间形成供木屑下落的缝隙；

[0011] 所述箱体a内底部为前后高、中间低的斜面，斜面的中间为半圆槽形状的集料道a，

集料道a与出料管a相连通，且集料道a与出料管a位于同一轴线上；所述集料道a及出料管a

内转动安装有一个送料螺杆a，所述出料管a的外端固定安装有一个用以驱动送料螺杆a转

动的一级排料电机，所述箱体a左侧内壁固定安装有与送料螺杆a转动插接的转动支撑杆a；

[0012] 所述出料管a靠近外端部的下端连接有一个出料道a，出料管a对应出料道a的位置

成型有出料口a；所述送料螺杆a的外端连接有一个圆柱形的阀体部a，阀体部a的直径与出

料管a的内径相匹配；所述一级排料电机的输出轴a上成型有双螺旋的外螺纹，所述阀体部a

与一级排料电机的输出轴a螺纹连接；

[0013] 所述一级排料电机反转时带动送料螺杆a转动、同时向外移动至极限位置，所述阀

体部a位于出料口a的右侧，从而使出料口a处于打开状态；所述一级排料电机正转时带动送

料螺杆a转动、同时向内移动至极限位置，所述阀体部a刚好位于出料口a的位置，从而使出

料口a处于关闭状态；

[0014] 所述二级过滤器包括有顶部开口的矩形的箱体b，密封连接在箱体b顶部的顶盖，

以及连接在箱体b右侧的出料管b；

[0015] 所述箱体b左侧连接有与一级过滤器的一级出口接头通过管道相连的二级进口接

头，二级进口接头位于箱体b高度方向的中间位置；所述箱体b右侧上部连接有风机接头；所

述风机接头上连接有离心风机；所述箱体b下端以及出料管b的下端连接有支撑脚b；

[0016] 所述箱体b内的前后壁面之间安装有一个纵隔板，纵隔板的上端位于箱体b高度方

向的中间位置，纵隔板的上端右侧连接有一个左低右高的倾斜设置的斜板，所述纵隔板的

下端与箱体b内底部之间留有间距，纵隔板的下端右侧连接有一个半圆形板；

[0017] 所述箱体b内安装有一个用以将木屑从纵隔板左侧输送至纵隔板右侧的输送带；

所述箱体b内位于纵隔板上部左侧位置安装有驱动所述输送带顺时针转动的驱动辊，所述

箱体b外后侧安装有驱动所述驱动辊转动的输送带电机；所述驱动辊的左侧安装有从动辊

a，所述从动辊a的正下方安装有从动辊b，所述从动辊b的右侧靠近箱体b右侧内壁的位置安

装有从动辊c，所述从动辊c的正上方安装有从动辊d，且从动辊d的高度低于驱动辊的高度；

所述箱体b内位于纵隔板下方的左右两侧分别安装有永磁铁材质的磁辊a和磁辊b，所述输

送带的内壁沿长度方向等距地连接有能够与磁辊a、磁辊b通过磁力相吸紧的磁条或铁条；

所述输送带外壁等距地连接有用以将纵隔板左侧水面上方的木屑携带至纵隔板右侧水中

的推料板，所述推料板朝向顺时针方向的侧壁呈矩形的槽体形状；所述磁辊a和磁辊b的高

度位置小于从动辊d的高度位置，使得输送带位于磁辊b和从动辊d之间的部分处于左低右

高的状态；

[0018] 所述箱体b内注有液面与输送带左侧上方持平的水，所述纵隔板右侧安装有截面

呈半圆形的集料道b，所述集料道b的上端高于箱体b内的液面；所述出料管b与集料道b相连

通，且出料管b与集料道b位于同一轴线上；

[0019] 所述集料道b及出料管b内转动安装有一个送料螺杆b，所述出料管b的外端固定安

装有一个用以驱动送料螺杆b转动的二级排料电机，所述纵隔板右侧固定安装有与送料螺

杆b转动插接的转动支撑杆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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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所述出料管b靠近外端部的下端连接有一个出料道b，出料管b对应出料道b的位置

成型有出料口b；所述送料螺杆b的外端连接有一个圆柱形的阀体部b，阀体部b的直径与出

料管b的内径相匹配；所述二级排料电机的输出轴a上成型有双螺旋的外螺纹，所述阀体部b

与二级排料电机的输出轴螺纹连接；

[0021] 所述二级排料电机反转时带动送料螺杆b转动、同时向外移动至极限位置，所述阀

体部b位于出料口b的右侧，从而使出料口b处于打开状态；所述二级排料电机正转时带动送

料螺杆b转动、同时向内移动至极限位置，所述阀体部b刚好位于出料口b的位置，从而使出

料口b处于关闭状态；

[0022] 所述箱体b内顶部从箱体b左侧内壁至斜板中部之间的位置等距地安装有多个喷

淋管；位于最右侧的两个以上的喷淋管下端沿长度方向开设有用以在喷水时形成水膜的条

形喷水缝，其它喷淋管的下端均匀开设有用以在喷水时喷出水雾的喷雾孔；

[0023] 各个喷淋管的一端伸出至箱体b之外，且各个喷淋管的外端部之间通过输水管并

联连通，所述箱体b下端安装有从箱体b内抽水的喷淋水泵，喷淋水泵的出水端与输水管连

接；

[0024] 所述箱体b内底部对应喷水水泵的位置安装有一个圆形的陶瓷过滤板，所述陶瓷

过滤板上端转动安装有一个用以刮洗陶瓷过滤板上表面的圆形的刷架；所述刷架包括有同

圆心的内连接圈和外连接圈，以及一体连接在内连接圈和外连接圈之间的多个等角度设置

的刮片，刮片的外端延伸到外连接圈之外；各个所述推料板靠近箱体b后壁的一端成型有用

以推动刮片外端移动从而驱动刷架转动的刷架驱动头；

[0025] 所述箱体b内安装有用以监测箱体b内水位的液位传感器，所述输水管上通过三通

接头连接有一个补水电磁阀，补水电磁阀的另一端与自来水管相连；

[0026] 所述液位传感器与PLC控制器的信号输入端电联接，所述一级排料电机、二级排料

电机、离心风机、输送带电机、喷淋水泵、补水电磁阀分别与PLC控制器的输出端电连接；

[0027] 所述PLC控制器的信号输入端还连接有用以控制一级排料电机正反转的第一排料

开关，按压一次第一排料开关，一级排料电机的转向改变一次；

[0028] 所述PLC控制器的信号输入端还连接有用以控制二级排料电机正反转的第二排料

开关，按压一次第二排料开关，二级排料电机的转向改变一次；

[0029] 当箱体b内液位低于设定值时，PLC控制器控制补水电磁阀打开，当箱体b内液位高

于设定值3%以上时，PLC控制器控制补水电磁阀关闭。

[0030]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一级排料电机、二级排料电机的输出轴上的外螺纹螺距为输

出轴直径的1-1.5倍；所述外螺纹为左旋螺纹，所述送料螺杆a、送料螺杆b上的螺纹叶片为

左旋式结构。

[0031] 作为优选方案：各个所述喷雾孔上连接有雾化喷头。

[0032] 作为优选方案：当一级排料电机、二级排料电机正转时，一级排料电机、二级排料

电机转动3-10s后停止转动；当一级排料电机反转时，一级排料电机一直转动，直到第一排

料开关按下时一级排料电机改变转向；当二级排料电机反转时，二级排料电机一直转动，直

到第二排料开关按下时二级排料电机改变转向。

[0033]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主轴箱朝向尾座的侧壁上安装有主轴，所述主轴箱外壁还安

装有用以驱动主轴转动的主轴电机；所述机座上远离主轴的一端安装有用以驱动车刀座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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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刀座移动电机；所述车刀座上安装有用以驱动刀架移动的车刀进给电机；所述主轴电

机、刀座移动电机以及车刀进给电机分别与PLC控制器电联接；所述PLC控制器的外部电源

端还电连接有车床开关。

[0034]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机座上安装有与车刀座传动连接的滚珠丝杠，所述刀座移动

电机与滚珠丝杠连接；所述车刀座上安装有与刀架传动连接的滚珠丝杠b，所述车刀进给电

机与滚珠丝杠b连接；

[0035]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二级过滤器顶部还安装有除雾器，所述除雾器底部连接有一

个进风管，进风管与离心风机的出口端连接，所述进风管的上端高于除雾器的内底部；所述

除雾器的内底部还连接有一个排水管，排水管的内径小于2mm，所述顶盖上开设有供排水管

插入的回液口；所述除雾器内上部等距地安装有多个除雾片，相邻两个除雾片之间的间距

小于1.0mm。

[0036]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刷架位于内连接圈和外连接圈之间还一体成型有与外连接圈

同圆心的中连接圈，所述外连接圈和内连接圈之间一体成型有第一刮片，所述外连接圈和

中连接圈之间位于相邻两个第一刮片之间还一体成型有第二刮片；所述第一刮片、第二刮

片的外端延伸到外连接圈之外，所述第一刮片、第二刮片位于外连接圈外周的部分形成从

动推头，所述刷架驱动头通过推动从动推头驱动刷架转动。

[0037]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陶瓷过滤板上端中间连接有一个转动杆，所述内连接圈与转

动杆转动连接，所述刷架依靠自身重力抵在陶瓷过滤板上端。

[0038]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一级过滤器的除尘布袋过

滤较大粒径的木屑，再通过二级过滤器的喷淋水滤除较小粒径的木屑，改善了木工车床所

处车间内的空气质量。

[0039] 具体的，吸尘盘中通过设置多个圆杆，这样相邻两个圆杆之间的气流流速相比于

不设置圆杆显著增大，利于吸尘盘吸入尽可能多的木屑。

[0040] 所述一级过滤器的除尘布袋用于阻拦较大粒径的木屑（比如除尘布袋目数为100-

200），这样除尘布袋对于离心风机所形成气流的阻力较小，相对节能。较大粒径的木屑受到

除尘布袋的拦截或在自身重力作用下落入箱体a内底部的集料道a内，通过送料螺杆a转动

带动木屑从出料道a排出（出料道a上可绑有用以容纳木屑的布袋）。所述箱体a内位于集料

道a和横隔板之间的挡条用以阻拦集料道a内的木屑在气流作用下再次扬起，延长了除尘布

袋的使用寿命。

[0041] 当需要排出一级过滤器内的木屑时，按下第一排料开关，所述一级排料电机反转

时带动送料螺杆a转动、同时向外移动至极限位置，即阀体部a内的螺孔与一级排料电机的

输出轴a的端部相抵，此时所述阀体部a位于出料口a的右侧，从而使出料口a处于打开状态，

这样只要送料螺杆a持续转动，即可将集料道a内的木屑从出料道a排出。木屑排完后，只要

按压第一排料开关，所述一级排料电机正转时带动送料螺杆a转动、同时送料螺杆a在输出

轴a螺纹的驱动下向内移动至极限位置，即送料螺杆a左侧与箱体a内壁相抵，此时所述阀体

部a刚好位于出料口a的位置，从而使出料口a处于关闭状态。所述送料螺杆a通过增设阀体

部a并与第一排料电机的输出轴a通过大螺距的螺纹相连，在实现送料功能的同时实现了阀

门的功能。

[0042] 所述二级过滤器内顶部设有喷雾孔的喷淋管通过喷射水雾将进入箱体b内的木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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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打湿，木屑粉末与水雾的混合物落入箱体b纵隔板左侧内的水中，由于大部分木材的比

重比水小，故大部分木屑漂浮于水面之上，接着通过输送带上的推料板将木屑转移到箱体b

内纵隔板的右侧，由于输送带位于磁辊b和从动辊d之间的部分处于左低右高的状态，位于

推料板的矩形槽体部分倾斜朝上，矩形槽体内的木屑从矩形槽体中脱离并向上浮起，当隔

板右侧水面的木屑积累到足够多时便覆盖至集料道b上。

[0043] 当需要排出二级过滤器内的木屑时，按下第二排料开关，所述二级排料电机反转

时带动送料螺杆b转动、同时向外移动至极限位置，即阀体部b内的螺孔与二级排料电机的

输出轴的端部相抵，此时所述阀体部b位于出料口b的右侧，从而使出料口b处于打开状态，

这样只要送料螺杆b持续转动，即可将集料道b内的木屑从出料道b排出。木屑排完后，只要

按压第二排料开关，所述二级排料电机正转时带动送料螺杆b转动、同时送料螺杆b在输出

轴螺纹的驱动下向内移动至极限位置，即送料螺杆b左侧与纵隔板相抵，此时所述阀体部b

刚好位于出料口b的位置，从而使出料口b处于关闭状态。所述送料螺杆b通过增设阀体部b

并与第二排料电机的输出轴通过大螺距的螺纹相连，在实现送料功能的同时实现了阀门的

功能。

[0044] 由于输送带的外壁连接有体积不可忽略的推料板，故在输送带位于纵隔板下方的

部分无法使用从动辊限制输送带的路径，故使用磁辊来限制输送带，且由于输送带在驱动

辊驱动下是按照顺时针方向转动的，使得输送带位于驱动辊和磁辊b之间的部分拉力较小，

磁辊不需要太大的吸引力也能使输送带保持在稳定的状态。

[0045] 另外，为了减少水雾从风机接头排出，故在最右侧的喷淋管上开设条形喷水缝，通

过条形喷水缝喷射出的水帘将水雾和木屑的混合物阻挡在箱体b内。

[0046] 再者，为了防止木屑被喷淋水泵吸入而堵塞喷雾孔和条形喷水缝，故在箱体b内喷

淋水泵的进水口位置安装陶瓷过滤板进行过滤。进一步的，为了使陶瓷过滤板保持良好的

过滤状态，在陶瓷过滤板上设置刷架刮洗陶瓷过滤板的上表面使杂质不堵塞陶瓷过滤板，

且刷架由输送带上的刷架驱动头驱动，无需额外的驱动电机驱动，精简了部件。

[0047] 所述纵隔板下端的半圆形板用以引导水流从纵隔板左侧流向纵隔板右侧。具体

的，由于喷淋管喷出的水最终都落入纵隔板的左侧，使得箱体b内纵隔板左侧的水位较高，

而位于纵隔板上方的设有条形喷水缝喷出的水量要明显大于喷雾孔，条形喷水缝喷出的水

落到斜板上，并沿着纵隔板向下流动，由于流体的附壁效应，较多的水流一直沿着纵隔板向

下流动并通过半圆形板流到纵隔板的右方，所述的推料板也有助于上述水流的流向，使得

箱体b内纵隔板两侧的水位保持在较平衡的状态。

[0048] 所述除雾器起到二次滤除水雾的作用，并将除雾片上汇集的水通过排水管再次排

回到箱体b中。

附图说明

[0049] 图1、图2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50] 图3是吸尘盘的结构示意图。

[0051] 图4是一级过滤器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52] 图5是一级过滤器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53] 图6是一级过滤器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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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图7、图8是二级过滤器的结构示意图。

[0055] 图9是二级过滤器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56] 图10是刷架的结构示意图。

[0057] 图11是除雾器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58] 图12是本发明用电部件的连接框图。

[0059] 11、机座；12、主轴箱；121、主轴；122、主轴电机；13、尾座；15、车刀座；150、刀座移

动电机；151、滑座；152、刀架；153、车刀进给电机；2、吸尘盘；21、圆杆；22、吸尘管接口；

[0060] 3、一级过滤器；31、箱体a；311、支撑脚a；312、一级进口接头；313、一级出口接头；

314、出料管a；3141、出料道a；3142、集料道a；315、横隔板；3151、安装圈；316、转动支撑杆a；

317、斜面；

[0061] 32、侧盖板；33、一级排料电机；331、输出轴a；35、送料螺杆a；351、阀体部a；36、除

尘布袋；37、挡条；

[0062] 5、二级过滤器；

[0063] 51、箱体b；511、支撑脚b；512、二级进口接头；513、风机接头；

[0064] 514、出料管b；5141、出料道b；5142、转动支撑杆b；5143、集料道b；

[0065] 515、纵隔板；5151、斜板；5152、半圆形板；

[0066] 52、顶盖；520、回液口；

[0067] 53、喷淋管；5301、喷雾孔；5302、条形喷水缝；530、喷淋水泵；531、输水管；532、补

水电磁阀；533、陶瓷过滤板；54、二级排料电机；

[0068] 55、送料螺杆b；551、阀体部b；

[0069] 56、输送带电机；561、驱动辊；562、从动辊a；563、从动辊b；564、从动辊c；565、从动

辊d；566、磁辊a；567、磁辊b；

[0070] 57、输送带；571、推料板；572、刷架驱动头；

[0071] 58、刷架；581、外连接圈；582、内连接圈；583、中连接圈；585、第一刮片；586、第二

刮片；

[0072] 6、离心风机；

[0073] 7、除雾器；71、进风管；72、排水管；73、除雾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74] 实施例1

[0075] 根据图1至图12所示，本实施例为一种基于可编程控制器的木工车床，包括有机座

11，固定安装在机座一端上部的主轴箱12，可移动地安装在机座上远离主轴箱一端的尾座

13，可移动地安装在机座上位于主轴箱和尾座之间的车刀座15，沿机座宽度方向可移动地

安装在车刀座上的刀架152，固定安装在刀架上的车刀，以及连接在刀架侧面且位于车刀下

方的吸尘盘2。

[0076] 还包括通过吸尘管与吸尘盘连接的一级过滤器3，以及通过管道与一级过滤器连

接的二级过滤器5。

[0077] 所述吸尘盘整体呈矩形的槽体结构，所述吸尘盘内安装有多个沿车刀长度方向的

圆杆21，各个圆杆位于一个中间下凹的圆弧线上；所述吸尘盘至少在一组对角处的侧壁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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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有用于与吸尘管连接的吸尘管接口22。

[0078] 所述一级过滤器包括有前侧开口的矩形的箱体a31，密封连接在箱体a前侧的侧盖

板32，以及连接在箱体a右侧下端的出料管a314。

[0079] 所述箱体a左侧连接有与吸尘管连接的一级进口接头312，所述箱体a右侧上部连

接有用以连接二级过滤器的一级出口接头313；所述箱体a下端以及出料管a的下端连接有

支撑脚a311。

[0080] 所述箱体a内紧邻一级进口接头的上方位置安装有一个水平设置的横隔板315，横

隔板上成型有一个以上的安装圈3151，各个所述安装圈上分别安装有除尘布袋36。

[0081] 所述箱体a内位于一级进口接头的下方位置等距地安装有多个截面呈“人”字形的

挡条37，相邻两个所述挡条之间形成供木屑下落的缝隙。

[0082] 所述箱体a内底部为前后高、中间低的斜面317，斜面的中间为半圆槽形状的集料

道a3142，集料道a与出料管a相连通，且集料道a与出料管a位于同一轴线上；所述集料道a及

出料管a内转动安装有一个送料螺杆a35，所述出料管a的外端固定安装有一个用以驱动送

料螺杆a转动的一级排料电机33，所述箱体a左侧内壁固定安装有与送料螺杆a转动插接的

转动支撑杆a316。

[0083] 所述出料管a靠近外端部的下端连接有一个出料道a3141，出料管a对应出料道a的

位置成型有出料口a；所述送料螺杆a的外端连接有一个圆柱形的阀体部a351，阀体部a的直

径与出料管a的内径相匹配；所述一级排料电机的输出轴a331上成型有双螺旋的外螺纹，所

述阀体部a与一级排料电机的输出轴螺纹连接。

[0084] 所述一级排料电机反转时带动送料螺杆a转动、同时向外移动至极限位置，所述阀

体部a位于出料口a的右侧，从而使出料口a处于打开状态；所述一级排料电机正转时带动送

料螺杆a转动、同时向内移动至极限位置，所述阀体部a刚好位于出料口a的位置，从而使出

料口a处于关闭状态。

[0085] 所述二级过滤器包括有顶部开口的矩形的箱体b51，密封连接在箱体b顶部的顶盖

52，以及连接在箱体b右侧的出料管b514。

[0086] 所述箱体b左侧连接有与一级过滤器的一级出口接头通过管道相连的二级进口接

头512，二级进口接头位于箱体b高度方向的中间位置；所述箱体b右侧上部连接有风机接头

513；所述风机接头上连接有离心风机6；所述箱体b下端以及出料管b的下端连接有支撑脚

b511。

[0087] 所述箱体b内的前后壁面之间安装有一个纵隔板515，纵隔板的上端位于箱体b高

度方向的中间位置，纵隔板的上端右侧连接有一个左低右高的倾斜设置的斜板5151，所述

纵隔板的下端与箱体b内底部之间留有间距，纵隔板的下端右侧连接有一个半圆形板5152。

[0088] 所述箱体b内安装有一个用以将木屑从纵隔板左侧输送至纵隔板右侧的输送带

57；所述箱体b内位于纵隔板上部左侧位置安装有驱动所述输送带顺时针转动的驱动辊

561，驱动辊与输送带之间通过摩擦力传动连接或者传动齿传动连接，所述箱体b外后侧安

装有驱动所述驱动辊转动的输送带电机56；所述驱动辊的左侧安装有从动辊a562，所述从

动辊a的正下方安装有从动辊b563，所述从动辊b的右侧靠近箱体b右侧内壁的位置安装有

从动辊c564，所述从动辊c的正上方安装有从动辊d565，且从动辊d的高度低于驱动辊的高

度。所述箱体b内位于纵隔板下方的左右两侧分别安装有永磁铁材质的磁辊a566和磁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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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67，所述输送带的内壁沿长度方向等距地连接有能够与磁辊a、磁辊b通过磁力相吸紧的

磁条或铁条；所述输送带外壁等距地连接有用以将纵隔板左侧水面上方的木屑携带至纵隔

板右侧水中的推料板，所述推料板朝向顺时针方向的侧壁呈矩形的槽体形状；所述磁辊a和

磁辊b的高度位置小于从动辊d的高度位置，使得输送带位于磁辊b和从动辊d之间的部分处

于左低右高的状态。

[0089] 所述箱体b内注有液面与输送带左侧上方持平的水，所述纵隔板右侧安装有截面

呈半圆形的集料道b5143，所述集料道b的上端高于箱体b内的液面；所述出料管b与集料道b

相连通，且出料管b与集料道b位于同一轴线上。

[0090] 所述集料道b及出料管b内转动安装有一个送料螺杆b55，所述出料管b的外端固定

安装有一个用以驱动送料螺杆b转动的二级排料电机54，所述纵隔板右侧固定安装有与送

料螺杆b转动插接的转动支撑杆b5142。

[0091] 所述出料管b靠近外端部的下端连接有一个出料道b5141，出料管b对应出料道b的

位置成型有出料口b；所述送料螺杆b的外端连接有一个圆柱形的阀体部b551，阀体部b的直

径与出料管b的内径相匹配；所述二级排料电机的输出轴上成型有双螺旋的外螺纹，所述阀

体部b与二级排料电机的输出轴螺纹连接。

[0092] 所述二级排料电机反转时带动送料螺杆b转动、同时向外移动至极限位置，所述阀

体部b位于出料口b的右侧，从而使出料口b处于打开状态；所述二级排料电机正转时带动送

料螺杆b转动、同时向内移动至极限位置，所述阀体部b刚好位于出料口b的位置，从而使出

料口b处于关闭状态；

[0093] 所述箱体b内顶部从箱体b左侧内壁至斜板中部之间的位置等距地安装有多个喷

淋管53；位于最右侧的两个以上的喷淋管下端沿长度方向开设有用以在喷水时形成水膜的

条形喷水缝5302，其它喷淋管的下端均匀开设有用以在喷水时喷出水雾的喷雾孔5301。或

者，各个所述喷雾孔上连接有雾化喷头。

[0094] 各个喷淋管的一端伸出至箱体b之外，且各个喷淋管的外端部之间通过输水管531

并联连通，所述箱体b下端安装有从箱体b内抽水的喷淋水泵530，喷淋水泵的出水端与输水

管连接。

[0095] 所述箱体b内底部对应喷水水泵的位置安装有一个圆形的陶瓷过滤板533，所述陶

瓷过滤板上端转动安装有一个用以刮洗陶瓷过滤板上表面的圆形的刷架58；所述刷架包括

有同圆心的内连接圈582和外连接圈581，以及一体连接在内连接圈和外连接圈之间的多个

等角度设置的刮片，刮片的外端延伸到外连接圈之外；各个所述推料板靠近箱体b后壁的一

端成型有用以推动刮片外端移动从而驱动刷架转动的刷架驱动头572。

[0096] 所述箱体b内安装有用以监测箱体b内水位的液位传感器，所述输水管上通过三通

接头连接有一个补水电磁阀532，补水电磁阀的另一端与自来水管相连。

[0097] 所述液位传感器与PLC控制器的信号输入端电联接，所述一级排料电机、二级排料

电机、离心风机、输送带电机、喷淋水泵、补水电磁阀分别与PLC控制器的输出端电连接。

[0098] 所述PLC控制器的信号输入端还连接有用以控制一级排料电机正反转的第一排料

开关，按压一次第一排料开关，一级排料电机的转向改变一次。

[0099] 所述PLC控制器的信号输入端还连接有用以控制二级排料电机正反转的第二排料

开关，按压一次第二排料开关，二级排料电机的转向改变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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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 当箱体b内液位低于设定值时，PLC控制器控制补水电磁阀打开，当箱体b内液位高

于设定值3%以上时，PLC控制器控制补水电磁阀关闭。

[0101] 所述PLC控制器可按需选择，如选用西门子PLC  SIMATIC  S7-1200。

[0102] 所述一级排料电机、二级排料电机的输出轴上的外螺纹螺距为输出轴直径的1-

1.5倍；所述外螺纹为左旋螺纹，所述送料螺杆a、送料螺杆b上的螺纹叶片为左旋式结构。

[0103] 所述主轴箱朝向尾座的侧壁上安装有主轴121，所述主轴箱外壁还安装有用以驱

动主轴转动的主轴电机122；所述机座上远离主轴的一端安装有用以驱动车刀座移动的刀

座移动电机150；所述车刀座上安装有用以驱动刀架移动的车刀进给电机153；所述主轴电

机、刀座移动电机以及车刀进给电机分别与PLC控制器电联接；所述PLC控制器的外部电源

端还电连接有车床开关。

[0104] 所述机座上安装有与车刀座传动连接的滚珠丝杠，所述刀座移动电机与滚珠丝杠

连接；所述车刀座上安装有与刀架传动连接的滚珠丝杠b，所述车刀进给电机与滚珠丝杠b

连接；

[0105] 当一级排料电机、二级排料电机正转时，一级排料电机、二级排料电机转动3-10s

后停止转动；当一级排料电机反转时，一级排料电机一直转动，直到第一排料开关按下时一

级排料电机改变转向；当二级排料电机反转时，二级排料电机一直转动，直到第二排料开关

按下时二级排料电机改变转向。

[0106] 所述二级过滤器顶部还安装有除雾器7，所述除雾器底部连接有一个进风管71，进

风管与离心风机的出口端连接，所述进风管的上端高于除雾器的内底部；所述除雾器的内

底部还连接有一个排水管72，排水管的内径小于2mm，所述顶盖上开设有供排水管插入的回

液口；所述除雾器内上部等距地安装有多个除雾片73，相邻两个除雾片之间的间距小于

1.0mm。

[0107] 所述刷架位于内连接圈和外连接圈之间还一体成型有与外连接圈同圆心的中连

接圈583，所述外连接圈和内连接圈之间一体成型有第一刮片585，所述外连接圈和中连接

圈之间位于相邻两个第一刮片之间还一体成型有第二刮片586；所述第一刮片、第二刮片的

外端延伸到外连接圈之外，所述第一刮片、第二刮片位于外连接圈外周的部分形成从动推

头，所述刷架驱动头通过推动从动推头驱动刷架转动。

[0108] 所述陶瓷过滤板上端中间连接有一个转动杆，所述内连接圈与转动杆转动连接，

所述刷架依靠自身重力抵在陶瓷过滤板上端。

[0109] 本发明通过一级过滤器的除尘布袋过滤较大粒径的木屑，再通过二级过滤器的喷

淋水滤除较小粒径的木屑，改善了木工车床所处车间内的空气质量。

[0110] 具体的，吸尘盘中通过设置多个圆杆，这样相邻两个圆杆之间的气流流速相比于

不设置圆杆显著增大，利于吸尘盘吸入尽可能多的木屑。

[0111] 所述一级过滤器的除尘布袋用于阻拦较大粒径的木屑（比如除尘布袋目数为100-

200），这样除尘布袋对于离心风机所形成气流的阻力较小，相对节能。较大粒径的木屑受到

除尘布袋的拦截或在自身重力作用下落入箱体a内底部的集料道a内，通过送料螺杆a转动

带动木屑从出料道a排出（出料道a上可绑有用以容纳木屑的布袋）。所述箱体a内位于集料

道a和横隔板之间的挡条用以阻拦集料道a内的木屑在气流作用下再次扬起，延长了除尘布

袋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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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 当需要排出一级过滤器内的木屑时，按下第一排料开关，所述一级排料电机反转

时带动送料螺杆a转动、同时向外移动至极限位置，即阀体部a内的螺孔与一级排料电机的

输出轴的端部相抵，此时所述阀体部a位于出料口a的右侧，从而使出料口a处于打开状态，

这样只要送料螺杆a持续转动，即可将集料道a内的木屑从出料道a排出。木屑排完后，只要

按压第一排料开关，所述一级排料电机正转时带动送料螺杆a转动、同时送料螺杆a在输出

轴螺纹的驱动下向内移动至极限位置，即送料螺杆a左侧与箱体a内壁相抵，此时所述阀体

部a刚好位于出料口a的位置，从而使出料口a处于关闭状态。所述送料螺杆a通过增设阀体

部a并与第一排料电机的输出轴通过大螺距的螺纹相连，在实现送料功能的同时实现了阀

门的功能。

[0113] 所述二级过滤器内顶部设有喷雾孔的喷淋管通过喷射水雾将进入箱体b内的木屑

粉末打湿，木屑粉末与水雾的混合物落入箱体b纵隔板左侧内的水中，由于大部分木材的比

重比水小，故大部分木屑漂浮于水面之上，接着通过输送带上的推料板将木屑转移到箱体b

内纵隔板的右侧，由于输送带位于磁辊b和从动辊d之间的部分处于左低右高的状态，位于

推料板的矩形槽体部分倾斜朝上，矩形槽体内的木屑从矩形槽体中脱离并向上浮起，当隔

板右侧水面的木屑积累到足够多时便覆盖至集料道b上。

[0114] 当需要排出二级过滤器内的木屑时，按下第二排料开关，所述二级排料电机反转

时带动送料螺杆b转动、同时向外移动至极限位置，即阀体部b内的螺孔与一级排料电机的

输出轴的端部相抵，此时所述阀体部b位于出料口b的右侧，从而使出料口b处于打开状态，

这样只要送料螺杆b持续转动，即可将集料道b内的木屑从出料道b排出。木屑排完后，只要

按压第二排料开关，所述二级排料电机正转时带动送料螺杆b转动、同时送料螺杆b在输出

轴螺纹的驱动下向内移动至极限位置，即送料螺杆b左侧与纵隔板相抵，此时所述阀体部b

刚好位于出料口b的位置，从而使出料口b处于关闭状态。所述送料螺杆b通过增设阀体部b

并与第二排料电机的输出轴通过大螺距的螺纹相连，在实现送料功能的同时实现了阀门的

功能。

[0115] 由于输送带的外壁连接有体积不可忽略的推料板，故在输送带位于纵隔板下方的

部分无法使用从动辊限制输送带的路径，故使用磁辊来限制输送带，且由于输送带在驱动

辊驱动下是按照顺时针方向转动的，使得输送带位于驱动辊和磁辊b之间的部分拉力较小，

磁辊不需要太大的吸引力也能使输送带保持在稳定的状态。

[0116] 另外，为了减少水雾从风机接头排出，故在最右侧的喷淋管上开设条形喷水缝，通

过条形喷水缝喷射出的水帘将水雾和木屑的混合物阻挡在箱体b内。

[0117] 再者，为了防止木屑被喷淋水泵吸入而堵塞喷雾孔和条形喷水缝，故在箱体b内喷

淋水泵的进水口位置安装陶瓷过滤板进行过滤。进一步的，为了使陶瓷过滤板保持良好的

过滤状态，在陶瓷过滤板上设置刷架刮洗陶瓷过滤板的上表面使杂质不堵塞陶瓷过滤板，

且刷架由输送带上的刷架驱动头驱动，无需额外的驱动电机驱动，精简了部件。

[0118] 所述纵隔板下端的半圆形板用以引导水流从纵隔板左侧流向纵隔板右侧。具体

的，由于喷淋管喷出的水最终都落入纵隔板的左侧，使得箱体b内纵隔板左侧的水位较高，

而位于纵隔板上方的设有条形喷水缝喷出的水量要明显大于喷雾孔，条形喷水缝喷出的水

落到斜板上，并沿着纵隔板向下流动，由于流体的附壁效应，较多的水流一直沿着纵隔板向

下流动并通过半圆形板流到纵隔板的右方，所述的推料板也有助于上述水流的流向，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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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体b内纵隔板两侧的水位保持在较平衡的状态。

[0119] 所述除雾器起到二次滤除水雾的作用，并将除雾片上汇集的水通过排水管再次排

回到箱体b中。

[0120] 实施例2

[0121]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所述纵隔板为具有通孔的网板，且推料板的外端

具有用以刷洗所述网板的刷毛。这样，纵隔板两侧的水位可保持基本一致，且通过刷毛的刷

洗可保持网板处于导通的状态。

[0122] 实施例3

[0123]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所述箱体b内纵隔板的右侧位于从动辊d和磁辊b

之间的位置还安装有用以阻挡推料板外端的挡杆，所述档杆与推料板所处平面之间形成

10-30度的夹角。这样在输送带转动的过程中，经过挡杆位置的推料板的外端收到挡杆的阻

挡而产生倾斜，使得矩形槽体向上翻，使得矩形槽体内的木屑更易于脱离矩形槽体向上浮

到水面汇集。所述档杆相对推料板倾斜设置则减小了阻力，更利于推料板的形变。

说　明　书 11/11 页

15

CN 108145802 B

15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9 页

16

CN 108145802 B

16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9 页

17

CN 108145802 B

17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9 页

18

CN 108145802 B

18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9 页

19

CN 108145802 B

19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5/9 页

20

CN 108145802 B

20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6/9 页

21

CN 108145802 B

21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7/9 页

22

CN 108145802 B

22



图9

图10

说　明　书　附　图 8/9 页

23

CN 108145802 B

23



图11

图12

说　明　书　附　图 9/9 页

24

CN 108145802 B

2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CLA00004

	DES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DES00013
	DES00014
	DES00015

	DRA
	DRA00016
	DRA00017
	DRA00018
	DRA00019
	DRA00020
	DRA00021
	DRA00022
	DRA00023
	DRA00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