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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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162348.4

(22)申请日 2017.03.1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05336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8.18

(73)专利权人 青岛铠硕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66000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王台镇

郎中沟村

(72)发明人 邢桂松　

(51)Int.Cl.

B27C 9/04(2006.01)

B27C 1/08(2006.01)

B27C 1/14(2006.01)

B27B 5/06(2006.01)

B27B 5/29(2006.01)

B27B 31/00(2006.01)

B27B 31/0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706607 A,2005.12.14

CN 102380893 A,2012.03.21

CN 2827676 Y,2006.10.18

CN 105798999 A,2016.07.27

CN 2329497 Y,1999.07.21

CN 201309187 Y,2009.09.16

CN 102248558 A,2011.11.23

审查员 颜宏伟

 

(54)发明名称

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包

括输送单元、刨削单元、切割单元、侧向调节单元

及抛光单元，侧向调节单元设于传送路径外侧

面；切割单元包括至少两个锯片组、能切换两个

锯片组的转换支架及锯片驱动机构，锯片组与转

换支架连接，每个锯片组均包括若干个锯片及用

于串联锯片的锯片转轴，锯片沿平行于锯片转轴

长轴的方向均匀分布，锯片转轴的长轴垂直于前

后方向。使得设备能够加工不同宽度的板材，通

过设置能够切换锯片组的切割单元，使锯片组的

切割间距进行快速的转换，无需再将原有的锯片

组拆卸下来更换新的锯片组，增强设备的通用

性，在一个设备上实现了对板材的刨削、切割及

抛光工艺，占用空间小，生产效率高，有利于降低

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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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其特征在于：包括输送单元、刨削单元、切割单元、侧向调

节单元及抛光单元，所述输送单元包括至少两个沿前后方向设置的输送辊组，所述刨削单

元设于相邻两个所述输送辊组之间，每个所述输送辊组内均形成相互连通的传送路径，所

述切割单元设于所述输送辊组的后方，所述侧向调节单元设于所述传送路径外侧面，所述

抛光单元设于所述切割单元的后方；所述切割单元包括至少两个锯片组、能切换不同的所

述锯片组的转换支架及锯片驱动机构，所述锯片组与所述转换支架连接，其中一个锯片组

与所述锯片驱动机构连接，每个所述锯片组均包括若干个锯片及用于串联所述锯片的锯片

转轴，所述锯片沿平行于所述锯片转轴长轴的方向均匀分布，所述锯片转轴的长轴垂直于

前后方向，同一锯片组中的锯片沿所述锯片转轴长轴方向上的间距一致；所述转换支架包

括转轴架体及两个分别与所述转轴架体的两端连接的分支架组，所述分支架组能在所述转

轴架体的径向面内转动，每个所述分支架组均包括至少两个分支架体，所述转轴架体的长

轴垂直于前后方向及上下方向，位于所述转轴架体两端的所述分支架体的位置一一对应，

所述锯片转轴的两端分别与位于所述转轴架体两端的所述分支架体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锯片转轴的一端设

有锯片驱动轴承。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锯片组具有三个，

且每个所述分支架组均包括三个围绕所述转轴架体的长轴均匀分布的所述分支架体。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辊组包括下

辊、上辊、辊体驱动单元及能调节所述下辊与所述上辊间距的辊体间距调节机构，所述下辊

位于所述上辊的正下方，所述下辊与所述辊体驱动单元连接，所述上辊与所述辊体间距调

节机构连接，且所述上辊能沿上下的方向移动。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刨削单元包括刨削

转辊、刨削刀片、刨削驱动机构及能使所述刨削转辊沿上下方向移动的刨削调节机构，所述

刨削转辊具有两个，分别位于所述传送路径的正上方及正下方，所述刨削转辊的长轴垂直

于前后方向，每个所述刨削转辊上均设有若干个所述刨削刀片，所述刨削驱动机构与所述

刨削转辊连接。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抛光单元包括分别

设于所述传送路径正上方及正下放的至少两个表面磨辊。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抛光单元还包括至

少一个设于所述表面磨辊后方的缝隙磨片。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缝隙磨片与所述表

面磨辊之间还设有所述输送辊组。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侧向调节单元包括

侧支架、侧辊体及侧调驱动机构，所述侧辊体具有沿前后方向分布的若干个，且所述侧辊体

分别对称的设于所述传送路径的左右两侧，所述侧辊体与所述侧支架连接，所述侧支架与

所述侧调驱动机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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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板材加工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是涉及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

背景技术

[0002] 尽管当今世界已发展生产了多种新型建筑结构材料和装饰材料，但由于木材具有

其独特的优良特性，木质饰面给人以一种特殊的优美观感，这是其他装饰材料无法与之相

比的，所以，木质板材在建筑工程尤其是家具、装饰领域中，始终保持着重要的地位。目前，

对木材的加工需要用的刨削、切割及抛光工艺，现有的木材加工设备，一般都是固定装配，

只能加工固定尺寸的板材，通用性差，加工出的产品尺寸也比较单一，不利于提高声场效

率、降低生产成本。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旨在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对

板材加工尺寸单一、产品尺寸单一，通用性差的技术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包

括：输送单元、刨削单元、切割单元、侧向调节单元及抛光单元，所述输送单元包括至少两个

沿前后方向设置的输送辊组，所述刨削单元设于相邻两个所述输送辊组之间，每个所述输

送辊组内均形成相互连通的传送路径，所述切割单元设于所述输送辊组的后方，所述侧向

调节单元设于所述传送路径外侧面，所述抛光单元设于所述切割单元的后方；所述切割单

元包括至少两个锯片组、能切换不同的所述锯片组的转换支架及锯片驱动机构，所述锯片

组与所述转换支架连接，其中一个锯片组与所述锯片驱动机构连接，每个所述锯片组均包

括若干个锯片及用于串联所述锯片的锯片转轴，所述锯片沿平行于所述锯片转轴长轴的方

向均匀分布，所述锯片转轴的长轴垂直于前后方向，同一锯片组中的锯片沿所述锯片转轴

长轴方向上的间距一致。

[0005] 进一步地，所述转换支架包括转轴架体及两个分别与所述转轴架体的两端连接的

分支架组，所述分支架组能在所述转轴架体的径向面内转动，每个所述分支架组均包括至

少两个分支架体，所述转轴架体的长轴垂直于前后方向及上下方向，位于所述转轴架体两

端的所述分支架体的位置一一对应，所述锯片转轴的两端分别与位于所述转轴架体两端的

所述分支架体连接。

[0006] 进一步地，所述锯片转轴的一端设有锯片驱动轴承。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锯片组具有三个，且每个所述分支架组均包括三个围绕所述转轴

架体的长轴均匀分布的所述分支架体。

[0008] 进一步地，所述输送辊组包括下辊、上辊、辊体驱动单元及能调节所述下辊与所述

上辊间距的辊体间距调节机构，所述下辊位于所述上辊的正下方，所述下辊与所述辊体驱

动单元连接，所述上辊与所述辊体间距调节机构连接，且所述上辊能沿上下的方向移动。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刨削单元包括刨削转辊、刨削刀片、刨削驱动机构及能使所述刨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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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辊沿上下方向移动的刨削调节机构，所述刨削转辊具有两个，分别位于所述传送路径的

正上方及正下方，所述刨削转辊的长轴垂直于前后方向，每个所述刨削转辊上均设有若干

个所述刨削刀片，所述刨削驱动机构与所述刨削转辊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抛光单元包括分别设于所述传送路径正上方及正下放的至少两个

表面磨辊。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抛光单元还包括至少一个设于所述表面磨辊后方的缝隙磨片。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缝隙磨片与所述表面磨辊之间还设有所述输送辊组。

[0013] 进一步地，所述侧向调节单元包括侧支架、侧辊体及侧调驱动机构，所述侧辊体具

有沿前后方向分布的若干个，且所述侧辊体分别对称的设于所述传送路径的左右两侧，所

述侧辊体与所述侧支架连接，所述侧支架与所述侧调驱动机构连接。

[0014]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的有益效果在于：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

明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通过设置侧向调节单元，使得设备能够加工不同宽度的板材，

通过设置能够切换锯片组的切割单元，能使锯片组的切割间距进行快速的转换，无需再将

原有的锯片组拆卸下来更换新的锯片组，实现对切割不同宽度板材及加工不同宽度产品的

需求，增强设备的通用性，且设备整体空间利用合理，在一个设备上实现了对板材的刨削、

切割及抛光工艺，占用空间小，生产效率高，产品加工精度好，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

品的性价比。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的使用状态示意图一；

[0016] 图2为图1中切割单元的左视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的使用状态示意图二；

[0018] 图4为发明实施例二提供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0019] 图5为图4中侧向调节单元与板材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输送单元；11、输送辊组；111、下辊；112、上辊；113、辊体间距调节机构；2、

刨削单元；21、刨削转辊；22、刨削刀片；3、切割单元；31、锯片组；311、锯片；312、锯片转轴；

313、锯片驱动轴承；32、转换支架；321、转轴架体；322、分支架体；4、侧向调节单元；41、侧支

架；42、侧辊体；5、抛光单元；51、表面磨辊；52、缝隙磨片；6、板材。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了使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及有益效果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

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

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2] 请一并参阅图1至图5，现对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进行说明。所

述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包括输送单元1、刨削单元2、切割单元3、侧向调节单元4及抛

光单元5，输送单元1包括至少两个沿前后方向设置的输送辊组11，刨削单元2设于相邻两个

输送辊组11之间，每个输送辊组11内均形成相互连通的传送路径，切割单元3设于输送辊组

11的后方，侧向调节单元4设于传送路径外侧面，抛光单元5设于切割单元3的后方；切割单

元3包括至少两个锯片组31、能切换不同的锯片组31的转换支架32及锯片驱动机构，锯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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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与转换支架32连接，其中一个锯片组31与锯片驱动机构连接，每个锯片组31均包括若干

个锯片311及用于串联锯片311的锯片转轴312，锯片311沿平行于锯片转轴312长轴的方向

均匀分布，锯片转轴312的长轴垂直于前后方向，同一锯片组31中的锯片311沿锯片转轴312

长轴方向上的间距一致。

[0023] 需要注意的是，以板材6进料的方向为前方，以板材6出料的方向为后方，图中板材

6运行的方向即为从前向后的方向，以垂直于前后及上下方向的方向为左右方向。

[0024] 使用时，将整块的板材6从位于前部的进料口进入后，直接进入到输送辊组11形成

的传送路径中，被输送辊组11在上下方向上夹持住，并且还要被侧向调节单元4在左右方向

上进行限位，使得板材6的位置稳定，以便后续进行各种加工处理。夹持的过程要保持夹紧

状态，因此应当根据板材6的实际厚度进行夹持间距的调整，刨削前与刨削后的厚度不一

致，因此，也应当及时进行调整，板材6的厚度可利用传感设备进行实时测量，以便得知加工

是否得当。刨削完成的部分板材6持续向后移动，被锯片311进行切割，变成指定宽度的条

板，随后变成条板的板材6再被抛光单元进行抛光，以得到表面光滑的板材成品。

[0025] 其中，每个锯片组31中的锯片数量均不一致，以保证能加工出不同宽度的条板产

品，要加工出不同宽度的条板，只需在停运状态下转动转换支架32，以切换具有不同锯片间

距的锯片组31即可。

[0026]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与现有技术相比，通过设置侧向调节单

元4，使得设备能够加工不同宽度的板材6，通过设置能够切换锯片组31的切割单元3，能使

锯片组31的切割间距进行快速的转换，无需再将原有的锯片组31拆卸下来更换新的锯片组

31，实现对切割不同宽度板材6及加工不同宽度产品的需求，增强设备的通用性，且设备整

体空间利用合理，在一个设备上实现了对板材6的刨削、切割及抛光工艺，占用空间小，生产

效率高，产品加工精度好，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性价比。

[0027] 进一步地，请一并参阅图1至图5，作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的

一种具体实施方式，转换支架32包括转轴架体321及两个分别与转轴架体321的两端连接的

分支架组，分支架组能在转轴架体321的径向面内转动，每个分支架组均包括至少两个分支

架体322，转轴架体321的长轴垂直于前后方向及上下方向，位于转轴架体321两端的分支架

体322的位置一一对应，锯片转轴312的两端分别与位于转轴架体321两端的分支架体322连

接。通过转动分支架组，能使不同的锯片组31进行快速切换，提高调解效率，进而能缩短加

工周期。

[0028] 进一步地，请参阅图1至图5，作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的一种

具体实施方式，锯片转轴312的一端设有锯片驱动轴承313。驱动轴承313主要用于对锯片转

轴312及锯片驱动机构的输出轴之间进行承接，保证转动的高效性。

[0029] 进一步地，参阅图1至图5，作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的一种具

体实施方式，根据一般的加工需求，锯片组31具有三个，且每个分支架组均包括三个围绕转

轴架体321的长轴均匀分布的分支架体322。能够节省内部空间，使得使用成本与生产成本

得到最佳的平衡。

[0030] 进一步地，请参阅图1至图5，作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的一种

具体实施方式，输送辊组11包括下辊111、上辊112、辊体驱动单元及能调节下辊111与上辊

112间距的辊体间距调节机构113，下辊111位于上辊112的正下方，下辊111与辊体驱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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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上辊112与辊体间距调节机构连接，且上辊112能沿上下的方向移动。通过调节上辊

112的高度，即可调整下辊111与上辊112的间距，使传送路径的厚度得到调整，进而能使板

材6得到有效的夹持，并且辊体传动结构比履带式传送结构的结构简单，输出效率高，且便

于维修，使得后续的使用成本降低。

[0031] 进一步地，请参阅图1至图5，作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的一种

具体实施方式，刨削单元2包括刨削转辊21、刨削刀片22、刨削驱动机构及能使刨削转辊21

沿上下方向移动的刨削调节机构，刨削转辊21具有两个，分别位于传送路径的正上方及正

下方，刨削转辊21的长轴垂直于前后方向，每个刨削转辊21上均设有若干个刨削刀片22，刨

削驱动机构与刨削转辊21连接。通过刨削转辊21的转动，能使板材6的上下表面在移动过程

中被逐渐刨削到合适的厚度及平整度，且刨削刀片22能够适应不同厚度板材6的刨削，在简

化设备结构的前提下，提高设备的通用性，进而降低生产成本。

[0032] 进一步地，参阅图1至图5，作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的一种具

体实施方式，抛光单元5包括分别设于传送路径正上方及正下放的至少两个表面磨辊51。表

面磨辊51主要对经过刨削及切割的板材6的上下表面进行打磨，使产品的外表面更加光滑，

提高产品的质量。

[0033] 进一步地，请参阅图1至图5，作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的一种

具体实施方式，抛光单元5还包括至少一个设于表面磨辊51后方的缝隙磨片52。缝隙磨片52

主要用于对经过切割的板材6的切割面进行打磨，能使加工出的条板的各个外表面都能被

加工的光滑，提高产品的质量。

[0034] 进一步地，请参阅图1至图5，作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的一种

具体实施方式，缝隙磨片52沿传送路径的左右方向上设有至少两个，能够对已经切割开的

多个条板的相邻缝隙面进行打磨，提高工作效率。

[0035] 进一步地，请参阅图1至图5，作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的一种

具体实施方式，为了提高抛光时的平稳性，缝隙磨片52与表面磨辊51之间还设有输送辊组

11。

[0036] 进一步地，请参阅图1至图5，作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的一种

具体实施方式，侧向调节单元4包括侧支架41、侧辊体42及侧调驱动机构，侧辊体42具有沿

前后方向分布的若干个，且侧辊体42分别对称的设于传送路径的左右两侧，侧支架41也设

于传送路径的左右两侧，侧辊体42与侧支架41连接，侧支架41与侧调驱动机构连接。在侧调

驱动机构的带动下，侧支架41能够在左右方向上移动，进而使得侧辊体42能够紧密接触板

材1的左右两侧，使得板材6能够被稳固的夹持住，并且在侧向调节单元4不沿前后方向移动

的前提下，侧辊体42的滚动动作也不会妨碍板材6的移动。

[0037] 进一步地，作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多轴自动刨锯联合机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侧

支架41沿前后方向上的长度及侧辊体42沿前后方向的分布长度不小于传送路径的长度。

[003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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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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