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2998914.X

(22)申请日 2021.12.01

(73)专利权人 山东锐岩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62600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东城街

道朐山路59号

(72)发明人 张斌　王勇　张海　张元鹏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盛凡佳华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947

专利代理师 王艳

(51)Int.Cl.

B27F 5/02(2006.01)

B27C 5/06(2006.01)

B27G 3/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板材加工用板材开槽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板材加工用板材开

槽装置，包括箱体、支脚、工作台、板材固定结构、

移动龙门架、开槽结构、吸料罩、连接管一、集料

盒、挡板、抽风机、连接管二、过滤网、过滤芯、止

逆板、回力弹簧、透明板，所述箱体底端设有多个

所述支脚，所述工作台底端与箱体顶端连接固

定，所述板材固定结构设置在工作台顶端，所述

移动龙门架底端插置在工作台两侧，且移动龙门

架底端在工作台两侧可自由移动，所述开槽结构

设在移动龙门架顶端，且开槽结构在移动龙门架

顶端可自由移动，所述吸料罩底部贴合工作台顶

端设置，且靠近板材固定结构设置，所述吸料罩

两端均靠近工作台两侧设置，所述连接管一一端

贯穿箱体顶端和工作台台体与吸料罩底部连接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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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板材加工用板材开槽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箱体(1)、支脚(2)、工作台(3)、板

材固定结构(4)、移动龙门架(5)、开槽结构(6)、吸料罩(7)、连接管一(8)、集料盒(9)、挡板

(10)、把手(11)、抽风机(12)、连接管二(13)、过滤网(14)、过滤芯(15)、止逆板(16)、回力弹

簧(17)、透明板(18)，所述箱体(1)底端设有多个所述支脚(2)，所述工作台(3)底端与箱体

(1)顶端连接固定，所述板材固定结构(4)设置在工作台(3)顶端，所述移动龙门架(5)底端

插置在工作台(3)两侧，且移动龙门架(5)底端在工作台(3)两侧可自由移动，所述开槽结构

(6)设在移动龙门架(5)顶端，且开槽结构(6)在移动龙门架(5)顶端可自由移动，所述吸料

罩(7)底部贴合工作台(3)顶端设置，且靠近板材固定结构(4)设置，所述吸料罩(7)两端均

靠近工作台(3)两侧设置，所述连接管一(8)一端贯穿箱体(1)顶端和工作台(3)台体与吸料

罩(7)底部连接固定，且靠近吸料罩(7)底部中心位置设置，所述连接管一(8)远离吸料罩

(7)一端与所述集料盒(9)顶端连接固定，所述集料盒(9)底端与箱体(1)内部底部连接固

定，所述集料盒(9)一侧贴合箱体(1)一侧设置，所述挡板(10)贯穿设置在箱体(1)一侧和集

料盒(9)一侧，所述透明板(18)贯穿挡板(10)板体设置，所述把手(11)设置在挡板(10)远离

集料盒(9)一侧，所述止逆板(16)顶部在集料盒(9)内部贴合连接管一(8)底端设置，所述止

逆板(16)与集料盒(9)内部顶端通过所述回力弹簧(17)连接，所述连接管二(13)一端与连

接管一(8)一侧连接固定，所述过滤网(14)设置在连接管二(13)管体内部靠近连接管一(8)

一端，所述过滤芯(15)设置在连接管二(13)管体内部，所述连接管二(13)远离连接管一(8)

一端贯穿箱体(1)一侧设置，所述抽风机(12)一侧与连接管二(13)远离连接管一(8)一端连

接固定，所述抽风机(12)靠近连接管二(13)一侧与箱体(1)一侧连接固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板材加工用板材开槽装置，其特征在于，多个所述支脚

(2)在箱体(1)底端呈等距分布。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板材加工用板材开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3)

连接固定在箱体(1)顶端中心位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板材加工用板材开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板材固定结

构(4)设在工作台(3)顶端中心位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板材加工用板材开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料罩(7)

开口端朝向板材固定结构(4)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板材加工用板材开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板(10)靠

近箱体(1)底端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板材加工用板材开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把手(11)设

在挡板(10)一侧中心位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板材加工用板材开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管二

(13)与连接管一(8)管体中心位置一侧连接固定。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板材加工用板材开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网(14)

外圈直径与连接管二(13)内圈直径相等。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板材加工用板材开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芯

(15)外圈直径与连接管二(13)内圈直径相等。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6465158 U

2



一种板材加工用板材开槽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开槽装置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板材加工用板材开槽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板材在拼装加工时，需要对板材进行开槽加工，开槽时将板材固定在开槽装置上，

根据需要对板材进行开槽处理。

[0003] 板材在开槽时会产生大量的碎木屑，这些碎木屑在产生的同时会四溅和飘散的空

中，四溅的碎木屑清理麻烦，飘散的碎木屑被工人吸入肺部，有损身体健康。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板材加工用板材开槽装置，在箱体内部设有集料盒，集料

盒通过连接管一与工作台上的吸料罩相连接，在箱体一侧设有抽风机，抽风机通过连接管

二与连接管一中心位置连接，启动抽风机后，抽风机通过工作台上的吸料罩向连接管一内

吸入空气，吸料罩开口处靠近板材固定结构设置，当开槽结构对板材固定结构上的板材进

行开槽时，产生的碎木屑会直接被吸入吸料罩内部，再通过连接管一进入集料盒内，防止碎

木屑四溅和飘散到空中。

[0005] 为了达到上述实用新型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板材加工用板材开槽装置，包括箱体、支脚、工作台、板材固定结构、移动龙门

架、开槽结构、吸料罩、连接管一、集料盒、挡板、把手、抽风机、连接管二、过滤网、过滤芯、止

逆板、回力弹簧、透明板，所述箱体底端设有多个所述支脚，所述工作台底端与箱体顶端连

接固定，所述板材固定结构设置在工作台顶端，所述移动龙门架底端插置在工作台两侧，且

移动龙门架底端在工作台两侧可自由移动，所述开槽结构设在移动龙门架顶端，且开槽结

构在移动龙门架顶端可自由移动，所述吸料罩底部贴合工作台顶端设置，且靠近板材固定

结构设置，所述吸料罩两端均靠近工作台两侧设置，所述连接管一一端贯穿箱体顶端和工

作台台体与吸料罩底部连接固定，且靠近吸料罩底部中心位置设置，所述连接管一远离吸

料罩一端与所述集料盒顶端连接固定，所述集料盒底端与箱体内部底部连接固定，所述集

料盒一侧贴合箱体一侧设置，所述挡板贯穿设置在箱体一侧和集料盒一侧，所述透明板贯

穿挡板板体设置，所述把手设置在挡板远离集料盒一侧，所述止逆板顶部在集料盒内部贴

合连接管一底端设置，所述止逆板与集料盒内部顶端通过所述回力弹簧连接，所述连接管

二一端与连接管一一侧连接固定，所述过滤网设置在连接管二管体内部靠近连接管一一

端，所述过滤芯设置在连接管二管体内部，所述连接管二远离连接管一一端贯穿箱体一侧

设置，所述抽风机一侧与连接管二远离连接管一一端连接固定，所述抽风机靠近连接管二

一侧与箱体一侧连接固定。

[0007] 作为改进，多个所述支脚在箱体底端呈等距分布。

[0008] 作为改进，所述工作台连接固定在箱体顶端中心位置。

[0009] 作为改进，所述板材固定结构设在工作台顶端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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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作为改进，所述吸料罩开口端朝向板材固定结构设置。

[0011] 作为改进，所述挡板靠近箱体底端设置。

[0012] 作为改进，所述把手设在挡板一侧中心位置。

[0013] 作为改进，所述连接管二与连接管一管体中心位置一侧连接固定。

[0014] 作为改进，所述过滤网外圈直径与连接管二内圈直径相等。

[0015] 作为改进，所述过滤芯外圈直径与连接管二内圈直径相等。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7] 本实用新型一种板材加工用板材开槽装置，在连接管二与连接管一相连的端部设

有过滤网，可以阻挡碎木屑进入连接管二内；连接管二内部设有过滤芯，可以防止细微的碎

木屑粉末穿过连接管二进入抽风机内；在集料盒内部顶端与连接管一底端连接处设有止逆

板，集料盒内部和止逆板通过回力弹簧连接，防止进入集料盒内的碎木屑被反吸回连接管

一内；挡板板体上贯穿设有透明板，可以通过透明板随时观察集料盒内碎木屑收集量。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A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B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挡板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标记对照表：

[0023] 1、箱体；2、支脚；3、工作台；4、板材固定结构；5、移动龙门架；6、开槽结构；7、吸料

罩；8、连接管一；9、集料盒；10、挡板；11、把手；12、抽风机；13、连接管二；14、过滤网；15、过

滤芯；16、止逆板；17、回力弹簧；18、透明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其中相同的零部件用相

同的附图标记表示。需要说明的是，下面描述中使用的词语“前”、“后”、“左”、“右”、“上”和

“下”指的是附图中的方向，词语“内”和“外”分别指的是朝向或远离特定部件几何中心的方

向。

[0025]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内容更容易被清楚地理解，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

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0026] 如图1‑4所示，一种板材加工用板材开槽装置，包括箱体1、支脚2、工作台3、板材固

定结构4、移动龙门架5、开槽结构6、吸料罩7、连接管一8、集料盒9、挡板10、把手11、抽风机

12、连接管二13、过滤网14、过滤芯15、止逆板16、回力弹簧17、透明板18，箱体1底端设有多

个支脚2，多个支脚2在箱体1底端呈等距分布，工作台3底端与箱体1顶端连接固定，工作台3

连接固定在箱体1顶端中心位置，板材固定结构4设置在工作台3顶端，板材固定结构4设在

工作台3顶端中心位置，移动龙门架5底端插置在工作台3两侧，且移动龙门架5底端在工作

台3两侧可自由移动，开槽结构6设在移动龙门架5顶端，且开槽结构6在移动龙门架5顶端可

自由移动，吸料罩7底部贴合工作台3顶端设置，且靠近板材固定结构4设置，吸料罩7开口端

朝向板材固定结构4设置，吸料罩7两端均靠近工作台3两侧设置，连接管一8一端贯穿箱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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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和工作台3台体与吸料罩7底部连接固定，且靠近吸料罩7底部中心位置设置，连接管一

8远离吸料罩7一端与集料盒9顶端连接固定，集料盒9底端与箱体1内部底部连接固定，集料

盒9一侧贴合箱体1一侧设置，挡板10贯穿设置在箱体1一侧和集料盒9一侧，挡板10靠近箱

体1底端设置，把手11设置在挡板10远离集料盒9一侧，透明板18贯穿挡板10板体设置，把手

11设在挡板10一侧中心位置，止逆板16顶部在集料盒9内部贴合连接管一8底端设置，止逆

板16与集料盒9内部顶端通过回力弹簧17连接，止逆板16可以防止进入集料盒9内的碎木屑

被反吸回连接管一8内，连接管二13一端与连接管一8一侧连接固定，连接管二13与连接管

一8管体中心位置一侧连接固定，过滤网14设置在连接管二13管体内部靠近连接管一8一

端，过滤网14外圈直径与连接管二13内圈直径相等，过滤芯15设置在连接管二13管体内部，

过滤芯15外圈直径与连接管二13内圈直径相等，连接管二13远离连接管一8一端贯穿箱体1

一侧设置，抽风机12一侧与连接管二13远离连接管一8一端连接固定，抽风机12靠近连接管

二13一侧与箱体1一侧连接固定。

[0027] 该实用新型使用时，将箱体一侧的挡板闭合，将板材固定结构调整至大于板材的

状态，将需要开槽的板材放置在板材固定装置内，通过调整板材固定装置将板材固定住，启

动抽风机，使用开槽结构对板材进行开槽，开槽过程中会产生碎木屑，这些碎木屑会被靠近

板材固定结构的吸料罩吸入，当碎木屑被吸入吸料罩后，会经过吸料罩进入连接管一内，当

碎木屑经过连接管二时，连接管二与连接管一相接的端部设有过滤网，过滤网防止碎木屑

进入连接管二内，连接管二内部所设的过滤芯可以防止碎木屑细微粉末穿过连接管二进入

抽风机内，碎木屑最终落至集料盒内，板材开槽完成后，停止抽风机运行，通过把手将挡板

拉开，清理集料盒内的碎木屑，也可以通过挡板上的透明板观察集料盒内碎木屑收集量，判

断是否需要对集料盒内的碎木屑进行清理。

[0028]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专利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专

利，凡在本实用新型专利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

在本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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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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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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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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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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