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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生活用品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

农用劈柴装置，包括切割木头的切割装置、用于

盛放待切割木头的切割桶、用于固定所述的切割

桶的固定装置、用于旋转所述的切割桶的旋转装

置和用于升降所述的切割桶的升降装置；所述的

旋转装置安装在所述的升降装置上；所述的切割

桶通过固定装置安装在所述的旋转装置上。本发

明的一种农用劈柴装置，提供了一种农用劈柴装

置，可以轻松简单的自动劈开木柴，不仅安全方

便，而且成本低廉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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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农用劈柴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切割木头的切割装置(1)、用于盛放待切割木

头的切割桶(2)、用于固定所述的切割桶(2)的固定装置(3)、用于旋转所述的切割桶(2)的

旋转装置(4)和用于升降所述的切割桶(2)的升降装置(5)；所述的旋转装置(4)安装在所述

的升降装置(5)上；所述的切割桶(2)通过固定装置(3)安装在所述的旋转装置(4)上；所述

的切割装置(1)包括用于切割木头的锯片(11)、用于安装锯片(11)的锯片安装架(12)、用于

安装所述的锯片安装架(12)的切割装置滑动架(13)、用于水平移动锯片(11)的长连杆

(14)、用于与所述的长连杆(14)相配合的短连杆(15)、用于旋转所述的短连杆(15)的切割

电动机(16)、底座(17)、立柱(18)；所述的锯片(11)有3个；所述的短连杆(15)有2个；所述的

底座(17)呈长方形板状结构；所述的立柱(18)呈长方体结构；立柱(18)竖直地固定地设置

在底座(17)的右部；所述的切割电动机(16)固定地安装在立柱(18)上端；所述的锯片(11)

呈长方形，底部设置有一排锯齿；所述的切割装置滑动架(13)呈柱状；切割装置滑动架(13)

的横截面呈长方形框体结构；切割装置滑动架(13)的左右两侧的中间位置各从前至后地设

置有两个锯片安装架滑轨(131)；切割装置滑动架(13)的右侧与立柱(18)的上端相固定连

接；所述的锯片安装架(12)包括用于固定三个锯片(11)的相对位置的连接杆(121)、用于让

锯片(11)在切割装置滑动架(13)上滑动的左滑杆(122)、用于让锯片(11)在切割装置滑动

架(13)上滑动的右滑杆(123)和用于连接锯片(11)与长连杆(14)的转轴(124)；所述的连接

杆(121)有2个；所述的左滑杆(122)有2个；所述的右滑杆(123)有2个；所述的连接杆(121)

呈圆柱状结构；所述的三个锯片(11)，两端分别固定地安装在两个连接杆(121)上，相邻两

个锯片(11)之间的距离均为S；两个所述的左滑杆(122)，右侧分别与位于左侧的连接杆

(121)相固定连接；两个左滑杆(122)分别与切割装置滑动架(13)的位于左侧的两个锯片安

装架滑轨(131)相滑动连接；两个所述的右滑杆(123)，左侧分别与位于右侧的连接杆(121)

相固定连接；两个右滑杆(123)分别与切割装置滑动架(13)的位于右侧的两个锯片安装架

滑轨(131)相滑动连接；所述的转轴(124)呈圆柱状结构；两个右滑杆(123)的右端分别与转

轴(124)的前后两端相固定连接；所述的长连杆(14)，呈柱体结构；长连杆(14)的左端与转

轴(124)的中部相旋转连接；所述的短连杆(15)，呈长度小于长连杆(14)的柱体结构；两个

所述的短连杆(15)，分别安装在长连杆(14)的前后两侧；两个短连杆(15)的上端分别与长

连杆(14)的右端相旋转连接；其中一个短连杆(15)的下端通过齿轮箱与所述的切割电动机

(16)转轴(124)相连接，另一个短连杆(15)的下端与立柱(18)相旋转连接；所述的切割桶

(2)呈圆柱体桶状  结构；切割桶(2)上设置有6个切割槽(21)；所述的切割槽(21)呈凹槽结

构；六个所述的切割槽(21)，其中三个切割槽(21)从前至后地均匀的设置在切割桶(2)上，

相邻两个切割槽(21)之间的距离为S；另外三个切割槽(21)从左至右地均匀地设置在切割

桶(2)上，相邻两个切割槽(21)之间的距离为S；切割槽(21)的深度小于切割桶(2)的高度；

切割槽(21)的深度大于切割桶(2)的内部深度；所述的固定装置(3)包括固定装置基座

(31)、固定装置滑块(32)、固定装置滑轨(33)、仓门(34)、仓门滑轨(35)；所述的固定装置基

座(31)呈圆形盘状结构；所述的固定装置滑轨(33)与所述的固定装置滑块(32)相配合；所

述的固定装置滑块(32)固定地设置在切割桶(2)的底部；所述的固定装置滑轨(33)沿前后

方向地设置在固定装置基座(31)上部；固定装置滑轨(33)的前端与固定装置基座(31)的前

端相重合；固定装置滑轨(33)的长度小于固定装置基座(31)的横截面直径；固定装置滑块

(32)的长度等于固定装置滑轨(33)的长度；所述的仓门滑轨(35)设置在固定装置基座(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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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部侧面；所述的仓门(34)与仓门滑轨(35)相滑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用劈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旋转装置(4)包括旋

转平台(41)、旋转步进电机(42)、旋转装置主动齿轮(43)、旋转装置从动齿轮(44)；所述的

旋转平台(41)呈长方形盘状结构；所述的固定装置(3)与旋转平台(41)相旋转连接；所述的

旋转装置从动齿轮(44)固定地设置在固定装置(3)的底部；所述的旋转步进电机(42)固定

地安装在旋转平台(41)上；所述的旋转装置主动齿轮(43)安装在旋转步进电机(42)的转轴

(124)上；所述的旋转装置主动齿轮(43)与所述的旋转装置从动齿轮(44)相啮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用劈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升降装置(5)包括升

降平台(51)、螺纹杆(52)、升降步进电机(53)；所述的螺纹杆(52)有4个；所述的升降平台

(51)呈长方体结构；四个所述的螺纹杆(52)下端分别与升降平台(51)相旋转连接，上端分

别与旋转平台(41)相滑动连接；所述的升降步进电机(53)通过齿轮箱与其中一个螺纹杆

(52)相连接；升降步进电机(53)固定地安装在升降平台(5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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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用劈柴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活用品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农用劈柴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生物质燃料作为一种可再生的环保燃料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广大的农村地

区，木柴不仅经济实惠而且清洁可再生。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将大块的木柴劈成小块。劈

木柴的过程不仅技巧性和危险性很高，而且老人及儿童不具备相应的力量，这在青壮年匮

乏的农村地区尤其影响严重。

[0003] 现有技术通过机器劈柴来解决上述问题，中国专利申请号：201210025081.1，申请

日期2012年02月06日，发明创造名称为：一种劈柴机构，该申请案公开了一种劈柴机构，属

于柴段开劈工具技术领域。包括底架、具有油缸柱、油泵和回油阀的液压千斤顶、立柱、具有

斧子的刀架，以及位于刀架下方的具有台面的台面架，在底架上绞接有油泵操纵踩板，在台

面朝向油缸柱的一侧构成有油缸柱座腔，油缸柱座腔位于所述台面的对角线的交点位置，

在台面的左右两侧的居中位置各连接有拉簧的一端，拉簧的另一端固定在底架上；在底架

上铰设有回液阀致动踩板；在台面架上固设有由挡杆座和一对挡杆构成的防护机构，挡杆

座固定在台面架上，一对挡杆中的一个挡杆固定在挡杆座的一侧，而另一个挡杆固定在挡

杆座的另一侧。该申请案不足之处在于：采用油泵和液压千斤顶来提供动力，成本过高，造

价高昂，难以推广使用，且使用油料作为能源，燃料的购买和保存均较为繁琐；没有设置固

定木头的装置，木柴无法固定，不稳定木柴尤其是不规则形状木柴，无法竖直放立在斧子下

方，操作十分不便；由于没有可靠的固定木柴的装置，用户可能会选择用手去扶，在液压千

斤顶的作用下，木柴会崩裂或者倾斜，导致斧头砍断用户的手臂，十分危险；用斧头进行切

割，只能切割体积较大的木柴，体积较小则无法切割，使用范围较窄，尤其是很多地区，较粗

的木头一般用来建造，用来燃烧的都是中小型树头和树枝，则类似设计基本没有可用之处。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农用劈柴装置，可以轻松简单的自动

劈开木柴，不仅安全方便，而且成本低廉稳定可靠适用范围广泛。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农用劈柴装置，包括切割木头

的切割装置、用于盛放待切割木头的切割桶、用于固定所述的切割桶的固定装置、用于旋转

所述的切割桶的旋转装置和用于升降所述的切割桶的升降装置；所述的旋转装置安装在所

述的升降装置上；所述的切割桶通过固定装置安装在所述的旋转装置上。

[0006] 所述的切割装置包括用于切割木头的锯片、用于安装锯片的锯片安装架、用于安

装所述的锯片安装架的切割装置滑动架、用于水平移动锯片的长连杆、用于与所述的长连

杆相配合的短连杆、用于旋转所述的短连杆的切割电动机、底座、立柱；所述的锯片有3个；

所述的短连杆有2个；所述的底座呈长方形板状结构；所述的立柱呈长方体结构；立柱竖直

地固定地设置在底座的右部；所述的切割电动机固定地安装在立柱上端；所述的锯片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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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底部设置有一排锯齿；所述的切割装置滑动架呈柱状；切割装置滑动架的横截面呈长

方形框体结构；切割装置滑动架的左右两侧的中间位置各从前至后地设置有两个锯片安装

架滑轨；切割装置滑动架的右侧与立柱的上端相固定连接；所述的锯片安装架包括用于固

定三个锯片的相对位置的连接杆、用于让锯片在切割装置滑动架上滑动的左滑杆、用于让

锯片在切割装置滑动架上滑动的右滑杆和用于连接锯片与长连杆的转轴；所述的连接杆有

2个；所述的左滑杆有2个；所述的右滑杆有2个；所述的连接杆呈圆柱状结构；所述的三个锯

片，两端分别固定地安装在两个连接杆上，相邻两个锯片之间的距离均为S；所述的两个左

滑杆，右侧分别与位于左侧的连接杆相固定连接；两个左滑杆分别与切割装置滑动架的位

于左侧的两个锯片安装架滑轨相滑动连接；所述的两个右滑杆，左侧分别与位于右侧的连

接杆相固定连接；两个右滑杆分别与切割装置滑动架的位于右侧的两个锯片安装架滑轨相

滑动连接；所述的转轴呈圆柱状结构；两个右滑杆的右端分别与转轴的前后两端相固定连

接；所述的长连杆，呈柱体结构；长连杆的左端与转轴的中部相旋转连接；所述的短连杆，呈

长度小于长连杆的柱体结构；所述的两个短连杆，分别安装在长连杆的前后两侧；两个短连

杆的上端分别与长连杆的右端相旋转连接；其中一个短连杆的下端通过齿轮箱与所述的切

割电动机转轴相连接，另一个短连杆的下端与立柱相旋转连接；通过电动机和连杆机构实

现锯片的往复运动，简单稳定，成本低廉；

[0007] 所述的切割桶呈圆柱体桶装结构；切割桶上设置有6个切割槽；所述的切割槽呈凹

槽结构；所述的六个切割槽，其中三个切割槽从前至后地均匀的设置在切割桶上，相邻两个

切割槽之间的距离为S；另外三个切割槽从左至右地均匀地设置在切割桶上，相邻两个切割

槽之间的距离为S；切割槽的深度小于切割桶的高度；切割槽的深度大于切割桶的内部深

度；切割槽的深度大于切割桶的内部深度，使得切割桶竖直提升的时候，防止了锯片切割到

桶的底部而损坏锯片；

[0008] 所述的固定装置包括固定装置基座、固定装置滑块、固定装置滑轨、仓门、仓门滑

轨；所述的固定装置基座呈圆形盘状结构；所述的固定装置滑轨与所述的固定装置滑块相

配合；所述的固定装置滑块固定地设置在切割桶的底部；所述的固定装置滑轨沿前后方向

地设置在固定装置基座上部；固定装置滑轨的前端与固定装置基座的前端相重合；固定装

置滑轨的长度小于固定装置基座的横截面直径；固定装置滑块的长度等于固定装置滑轨的

长度；所述的仓门滑轨设置在固定装置基座的前部侧面；所述的仓门与仓门滑轨相滑动连

接；采用滑轨和仓门的结合来完成切割桶的固定，稳定精确且操作方便快捷；

[0009] 所述的旋转装置包括旋转平台、旋转步进电机、旋转装置主动齿轮、旋转装置从动

齿轮；所述的旋转平台呈长方形盘状结构；所述的固定装置与旋转平台相旋转连接；所述的

旋转装置从动齿轮固定地设置在固定装置的底部；所述的旋转步进电机固定地安装在旋转

平台上；所述的旋转装置主动齿轮安装在旋转步进电机的转轴上；所述的旋转装置主动齿

轮与所述的旋转装置从动齿轮相啮合；

[0010] 所述的升降装置包括升降平台、螺纹杆、升降步进电机；所述的螺纹杆有4个；所述

的升降平台呈长方体结构；所述的四个螺纹杆下端分别与升降平台相旋转连接，上端分别

与旋转平台相滑动连接；所述的升降步进电机通过齿轮箱与其中一个螺纹杆相连接；升降

步进电机固定地安装在升降平台上。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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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1)本发明的一种农用劈柴装置，提供了一种农用劈柴装置，可以轻松简单的自动

劈开木柴，不仅安全方便，而且成本低廉稳定可靠。

[0013] (2)本发明的一种农用劈柴装置，只需将需要切割的木柴放入切割桶中，然后将切

割桶推入固定装置中固定即可，简单方便。

[0014] (3)本发明的一种农用劈柴装置，对切割桶中的木柴进行横向和纵向分别切割3

次，保证了切割出来的木柴足够细，劈柴质量好。

[0015] (4)本发明的一种农用劈柴装置，所有的切割作业均在切割桶内完成，不会对操作

者造成危险，安全可靠。

[0016] (5)本发明的一种农用劈柴装置，使用切割桶固定后切割；不仅使得劈开较小的和

形状较为复杂的木柴成为可能，还可以在切割桶中同时放入多根细木柴后进行同时切割，

劈柴效率高。

[0017] (6)本发明的一种农用劈柴装置，采用电动机切割，不仅成本更低，而且所需能源

更加经济且容易得到。

附图说明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农用劈柴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的一种农用劈柴装置的俯视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的一种农用劈柴装置的正视图；

[0022] 图4、图5是本发明的一种农用劈柴装置的的固定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切割装置(1)、切割桶(2)、固定装置(3)、旋转装置(4)、升降装置(5)、锯片

(11)、锯片安装架(12)、切割装置滑动架(13)、长连杆(14)、短连杆(15)、切割电动机(16)、

底座(17)、立柱(18)、切割槽(21)、固定装置基座(31)、固定装置滑块(32)、固定装置滑轨

(33)、仓门(34)、仓门滑轨(35)、旋转平台(41)、旋转步进电机(42)、旋转装置主动齿轮

(43)、旋转装置从动齿轮(44)、升降平台(51)、螺纹杆(52)、升降步进电机(53)、连接杆

(121)、左滑杆(122)、右滑杆(123)、转轴(124)、锯片安装架滑轨(131)。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5] 实施例1

[0026] 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农用劈柴装置，包括切割木头的切割装置1、用于

盛放待切割木头的切割桶2、用于固定所述的切割桶2的固定装置3、用于旋转所述的切割桶

2的旋转装置4和用于升降所述的切割桶2的升降装置5；所述的旋转装置4安装在所述的升

降装置5上；所述的切割桶2通过固定装置3安装在所述的旋转装置4上。

[0027] 所述的切割装置1包括用于切割木头的锯片11、用于安装锯片11的锯片安装架12、

用于安装所述的锯片安装架12的切割装置滑动架13、用于水平移动锯片11的长连杆14、用

于与所述的长连杆14相配合的短连杆15、用于旋转所述的短连杆15的切割电动机16、底座

17、立柱18；所述的锯片11有3个；所述的短连杆15有2个；所述的底座17呈长方形板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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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立柱18呈长方体结构；立柱18竖直地固定地设置在底座17的右部；所述的切割电动

机16固定地安装在立柱18上端；所述的锯片11呈长方形，底部设置有一排锯齿；所述的切割

装置滑动架13呈柱状；切割装置滑动架13的横截面呈长方形框体结构；切割装置滑动架13

的左右两侧的中间位置各从前至后地设置有两个锯片安装架滑轨131；切割装置滑动架13

的右侧与立柱18的上端相固定连接；所述的锯片安装架12包括用于固定三个锯片11的相对

位置的连接杆121、用于让锯片11在切割装置滑动架13上滑动的左滑杆122、用于让锯片11

在切割装置滑动架13上滑动的右滑杆123和用于连接锯片11与长连杆14的转轴124；所述的

连接杆121有2个；所述的左滑杆122有2个；所述的右滑杆123有2个；所述的连接杆121呈圆

柱状结构；所述的三个锯片11两端分别固定地安装在两个连接杆121上，相邻两个锯片11之

间的距离均为S；所述的两个左滑杆122右侧分别与位于左侧的连接杆121相固定连接；两个

左滑杆122分别与切割装置滑动架13的位于左侧的两个锯片安装架滑轨131相滑动连接；所

述的两个右滑杆123左侧分别与位于右侧的连接杆121相固定连接；两个右滑杆123分别与

切割装置滑动架13的位于右侧的两个锯片安装架滑轨131相滑动连接；所述的转轴124呈圆

柱状结构；两个右滑杆123的右端分别与转轴124的前后两端相固定连接；所述的长连杆14

呈柱体结构；长连杆14的左端与转轴124的中部相旋转连接；所述的短连杆15，呈长度小于

长连杆14的柱体结构；所述的两个短连杆15，分别安装在长连杆14的前后两侧；两个短连杆

15的上端分别与长连杆14的右端相旋转连接；其中一个短连杆15的下端通过齿轮箱与所述

的切割电动机16转轴相连接，另一个短连杆15的下端与立柱18相旋转连接；在切割电动机

16的带动下短连杆15旋转；短连杆15带动长连杆14的左端进行水平往复运动；锯片安装架

12随之在切割装置滑动架13水平往复运动；三个锯片11同时水平往复运动，对木柴进行切

割；

[0028] 所述的切割桶2呈圆柱体桶装结构；切割桶2上设置有6个切割槽21；所述的切割槽

21呈凹槽结构；所述的六个切割槽21，其中三个切割槽21从前至后地均匀的设置在切割桶2

上，相邻两个切割槽21之间的距离为S；另外三个切割槽21从左至右地均匀地设置在切割桶

2上，相邻两个切割槽21之间的距离为S；切割槽21的深度小于切割桶2的高度；切割槽21的

深度大于切割桶2的内部深度；切割桶2用于盛放待切割的木柴，切割槽21用于锯片11在其

中上下移动；

[0029] 所述的固定装置3包括固定装置基座31、固定装置滑块32、固定装置滑轨33、仓门

34、仓门滑轨35；所述的固定装置基座31呈圆形盘状结构；所述的固定装置滑轨33与所述的

固定装置滑块32相配合；所述的固定装置滑块32固定地设置在切割桶2的底部；所述的固定

装置滑轨33沿前后方向地设置在固定装置基座31上部；固定装置滑轨33的前端与固定装置

基座31的前端相重合；固定装置滑轨33的长度小于固定装置基座31的横截面直径；固定装

置滑块32的长度等于固定装置滑轨33的长度；所述的仓门滑轨35设置在固定装置基座31的

前部侧面；所述的仓门34与仓门滑轨35相滑动连接；在使用时，将木柴装入切割桶2中，然后

将切割桶2推入固定装置滑轨33中，然后将舱门34沿舱门滑轨35进行滑动挡住切割桶2滑

出，即完成切割桶2的固定；

[0030] 如图4、图5所示，所述的旋转装置4包括旋转平台41、旋转步进电机42、旋转装置主

动齿轮43、旋转装置从动齿轮44；所述的旋转平台41呈长方形盘状结构；所述的固定装置3

与旋转平台41相旋转连接；所述的旋转装置从动齿轮44固定地设置在固定装置3的底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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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旋转步进电机42固定地安装在旋转平台41上；所述的旋转装置主动齿轮43安装在旋转

步进电机42的转轴上；所述的旋转装置主动齿轮43与所述的旋转装置从动齿轮44相啮合；

在旋转步进电机42的带动下旋转装置主动轮43带动旋转装置从动轮44进行旋转，旋转平台

41随之发生旋转；

[0031] 所述的升降装置5包括升降平台51、螺纹杆52、升降步进电机53；所述的螺纹杆52

有4个；所述的升降平台51呈长方体结构；所述的四个螺纹杆52下端分别与升降平台51相旋

转连接，上端分别与旋转平台41相滑动连接；所述的升降步进电机53通过齿轮箱与其中一

个螺纹杆52相连接；升降步进电机53固定地安装在升降平台51上；在升降步进电机53的带

动下，螺纹杆52转动，升降平台51随之完成竖直升降工作。

[0032]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方式和说明书中的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

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

改进都落入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

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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