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2082225.7

(22)申请日 2019.11.26

(73)专利权人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523000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科技工

业园南兴路

(72)发明人 匡升权　周述君　梁浩伟　

(74)专利代理机构 东莞市华南专利商标事务所

有限公司 44215

代理人 田小伟

(51)Int.Cl.

B27B 5/02(2006.01)

B27B 5/29(2006.01)

B27G 3/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板材开槽机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木工机械技术领域，尤其是

指一种板材开槽机构，其包括支撑底座、设置于

支撑底座的第一承载座、设置于第一承载座的锯

刀转动驱动装置、与锯刀转动驱动装置驱动连接

的锯槽刀、用于驱动第一承载座沿着支撑底座的

Y轴移动的锯刀移动驱动装置、设置于支撑底座

的第二承载座、设置于第二承载座的抵靠板以及

用于驱动抵靠板沿着支撑底座的Y轴移动的靠板

移动驱动装置。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紧凑，操作

简便，无需拆卸便可以对开槽锯刀与抵靠板之间

的间距(0至150mm)进行调节的板材开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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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板材开槽机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底座、设置于支撑底座的第一承载座、设

置于第一承载座的锯刀转动驱动装置、与锯刀转动驱动装置驱动连接的锯槽刀、用于驱动

第一承载座沿着支撑底座的Y轴移动的锯刀移动驱动装置、设置于支撑底座的第二承载座、

设置于第二承载座的抵靠板以及用于驱动抵靠板沿着支撑底座的Y轴移动的靠板移动驱动

装置，所述锯槽刀的转动轴线与支撑底座的Y轴平行，所述抵靠板的长度方向与支撑底座的

X轴平行；所述锯槽刀用于对板材进行开槽，所述抵靠板用于抵触板材的侧边，所述抵靠板

的抵靠面与锯槽刀的切槽点之间的间距等于板材的开槽距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板材开槽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锯刀移动驱动装置包括

滑动设置于第一承载座的第一滑动块及用于驱动第一滑动块移动的第一驱动装置，所述第

一驱动装置包括与第一承载座连接的第一连接块、与第一滑动块连接的第二连接块、贯穿

于第二连接块后与第一连接块螺接的第一丝杆以及套设于第一丝杆并与第二连接块连接

的第一位置读数器，所述第一丝杆与第二连接块连接，所述锯刀转动驱动装置与第一滑动

块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板材开槽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块设置有螺栓

和与螺栓螺接的螺母，所述螺栓的一端与第一连接块螺接，螺栓的另一端用于抵触第二连

接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板材开槽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靠板移动驱动装置包括

滑动设置于第二承载座的第二滑动块和用于驱动第二滑动块移动的第二驱动装置，所述第

二驱动装置包括与第二滑动块连接的第一滑动件、转动设置于第二承载座的第二丝杆以及

套设于第二丝杆并与第二承载座连接的第二位置读数器，所述第一滑动件与第二丝杆螺

接，所述抵靠板与第二滑动块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板材开槽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板材开槽机构还包括用

于驱动第一承载座和第二承载座同步沿着支撑底座的Z轴移动的同步升降驱动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板材开槽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同步升降驱动装置包括

滑动设置于支撑底座的升降座及用于驱动升降座沿着支撑底座的Z轴移动的第三驱动装

置，所述第一承载座和第二承载座均与升降座连接；所述第三驱动装置包括转动设置于支

撑底座的第三丝杆和与第三丝杆螺接的第二滑动件，第二滑动件与升降座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板材开槽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板材开槽机构还包括用

于罩盖锯槽刀的下吸尘罩和设置于下吸尘罩的上方的上吸尘罩，所述上吸尘罩靠近下吸尘

罩的一端围设有毛刷，所述毛刷用于遮盖上吸尘罩与下吸尘罩之间的空隙；所述上吸尘罩

内设有朝向下吸尘罩延伸设置的软挡片。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板材开槽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吸尘罩的下端设有排

尘口，所述下吸尘罩的内部并位于锯槽刀的一侧设置有用于对锯槽刀在锯槽时所产生的废

料进行挡止并导引至排尘口的导料板。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板材开槽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板材开槽机构还包括用

于驱动第一承载座沿着支撑底座的Z轴移动的锯刀升降驱动装置，所述锯刀升降驱动装置

包括设置于支撑底座的固定座和设置于固定座的升降驱动器，所述第一承载座滑动设置于

固定座，所述升降驱动器的输出端与第一承载座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板材开槽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锯槽刀的顶端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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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刮尘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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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板材开槽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木工机械技术领域，尤其是指一种板材开槽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在木材家具中，如书桌，衣柜和橱柜中，其板与板之间的连接中，往往采用槽与板

端部配合的连接方式，然后通过金属五金件锁紧。家具厂根据木板的装配工艺特性，一般都

会有开整条槽或开跳槽的工艺。现在的板材都采用专门的开槽设备进行开槽，但是，现有的

开槽设备的开槽锯刀与用于抵靠板材的抵靠板都是采用螺栓直接固定，当需要调节板材的

开槽间距时，则需要工人将开槽锯刀或者抵靠板拆卸再重新安装，以对开槽锯刀与抵靠板

之间的间距作重新调整，以使开槽设备符合板材开槽的要求；该调节方式费时费力，不易操

作，且调节精度差。该缺陷十分明显，亟需一种有效地解决方案。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结构简单紧凑，操作简便，

无需拆卸便可以对开槽锯刀与抵靠板之间的间距进行调节的板材开槽机构。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板材开槽机构，其包括支撑底座、设置于支撑底座的第一

承载座、设置于第一承载座的锯刀转动驱动装置、与锯刀转动驱动装置驱动连接的锯槽刀、

用于驱动第一承载座沿着支撑底座的Y轴移动的锯刀移动驱动装置、设置于支撑底座的第

二承载座、设置于第二承载座的抵靠板以及用于驱动抵靠板沿着支撑底座的Y轴移动的靠

板移动驱动装置，所述锯槽刀的转动轴线与支撑底座的Y轴平行，所述抵靠板的长度方向与

支撑底座的X轴平行；所述锯槽刀用于对板材进行开槽，所述抵靠板用于抵触板材的侧边，

所述抵靠板的抵靠面与锯槽刀的切槽点之间的间距等于板材的开槽距离。

[0006] 其中的，所述锯刀移动驱动装置包括滑动设置于第一承载座的第一滑动块及用于

驱动第一滑动块移动的第一驱动装置，所述第一驱动装置包括与第一承载座连接的第一连

接块、与第一滑动块连接的第二连接块、贯穿于第二连接块后与第一连接块螺接的第一丝

杆以及套设于第一丝杆并与第二连接块连接的第一位置读数器，所述第一丝杆与第二连接

块连接，所述锯刀转动驱动装置与第一滑动块连接。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连接块设置有螺栓和与螺栓螺接的螺母，所述螺栓的一端与

第一连接块螺接，螺栓的另一端用于抵触第二连接块。

[0008] 其中的，所述靠板移动驱动装置包括滑动设置于第二承载座的第二滑动块和用于

驱动第二滑动块移动的第二驱动装置，所述第二驱动装置包括与第二滑动块连接的第一滑

动件、转动设置于第二承载座的第二丝杆以及套设于第二丝杆并与第二承载座连接的第二

位置读数器，所述第一滑动件与第二丝杆螺接，所述抵靠板与第二滑动块连接。

[0009] 其中的，所述板材开槽机构还包括用于驱动第一承载座和第二承载座同步沿着支

撑底座的Z轴移动的同步升降驱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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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的，所述同步升降驱动装置包括滑动设置于支撑底座的升降座及用于驱动

升降座沿着支撑底座的Z轴移动的第三驱动装置，所述第一承载座和第二承载座均与升降

座连接；所述第三驱动装置包括转动设置于支撑底座的第三丝杆和与第三丝杆螺接的第二

滑动件，第二滑动件与升降座连接。

[0011] 其中的，所述板材开槽机构还包括用于罩盖锯槽刀的下吸尘罩和设置于下吸尘罩

的上方的上吸尘罩，所述上吸尘罩靠近下吸尘罩的一端围设有毛刷，所述毛刷用于遮盖上

吸尘罩与下吸尘罩之间的空隙；所述上吸尘罩内设有朝向下吸尘罩延伸设置的软挡片。

[0012] 进一步的，所述下吸尘罩的下端设有排尘口，所述下吸尘罩的内部并位于锯槽刀

的一侧设置有用于对锯槽刀在锯槽时所产生的废料进行挡止并导引至排尘口的导料板。

[0013] 其中的，所述板材开槽机构还包括用于驱动第一承载座沿着支撑底座的Z轴移动

的锯刀升降驱动装置，所述锯刀升降驱动装置包括设置于支撑底座的固定座和设置于固定

座的升降驱动器，所述第一承载座滑动设置于固定座，所述升降驱动器的输出端与第一承

载座连接。

[0014] 其中的，所述锯槽刀的顶端的一侧设置有刮尘件。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板材开槽机构，通过锯刀移动驱动装置和靠板移动驱动装

置的机械驱动下，使得本实用新型无需对锯槽刀或者抵靠板进行人工拆卸便可实现两者间

的间距的调节，该方式省时省力，操作简便，且锯槽刀和抵靠板的移动精度更高。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中A处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下吸尘罩隐藏其前罩壳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标记说明

[0022] 11、支撑底座；12、锯刀移动驱动装置；13、靠板移动驱动装置；14、锯刀升降驱动装

置；15、同步升降驱动装置；16、下吸尘罩；17、上吸尘罩；18、刮尘件；111、锯槽刀；112、锯刀

转动驱动装置；113、第一承载座；114、第二承载座；115、抵靠板；121、第一滑动块；122、第一

驱动装置；123、第一连接块；124、第二连接块；125、第一丝杆；126、第一位置读数器；131、第

二滑动块；132、第二驱动装置；133、第一滑动件；134、第二丝杆；135、第二位置读数器；141、

固定座；142、升降驱动器；151、升降座；152、第三驱动装置；153、第三丝杆；154、第二滑动

件；101、螺栓；102、螺母；103、加强筋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理解，下面结合实施例与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

的说明，实施方式提及的内容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

详细的描述。

[0024] 如图1至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板材开槽机构，其包括支撑底座11、设置

于支撑底座11的第一承载座113、设置于第一承载座113的锯刀转动驱动装置112、与锯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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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驱动装置112驱动连接的锯槽刀111、用于驱动第一承载座113沿着支撑底座11的Y轴移动

的锯刀移动驱动装置12、设置于支撑底座11的第二承载座114、设置于第二承载座114的抵

靠板115以及用于驱动抵靠板115沿着支撑底座11的Y轴移动的靠板移动驱动装置13，所述

锯槽刀111的转动轴线与支撑底座11的Y轴平行，所述抵靠板115的长度方向与支撑底座11

的X轴平行；所述锯槽刀111用于对板材进行开槽，所述抵靠板115用于抵触板材的侧边，所

述抵靠板115的抵靠面与锯槽刀111的切槽点之间的间距等于板材的开槽距离。具体地，所

述锯槽刀111为片状，其侧面与抵靠板115的抵触面平行；且抵靠板115位于锯槽刀111靠近

支撑底座11的一侧。

[0025] 在实际应用中，板材在外界的移送机构的驱动下使板材的侧面与抵靠板115的侧

面抵触，以使板材抵靠着抵靠板115移动经过锯槽刀111；锯刀转动驱动装置112驱动锯槽刀

111转动，转动的锯槽刀111便对板材进行开槽。板材所切出的槽，其中心线与板材的侧面之

间的距离等于锯槽刀111的中心与抵靠板115的抵靠面之间的距离，由此，当需要改变板材

开槽的位置时，只需通过锯刀移动驱动装置12驱动第一承载座113沿着支撑底座11的Y轴移

动，移动的第一承载座113便带动锯刀转动驱动装置112连带锯槽刀111沿着支撑底座11的Y

轴移动；或者通过靠板移动驱动装置13驱动第二承载座114沿着支撑底座11的Y轴移动，移

动的第二承载座114带动抵靠板115沿着支撑底座11的Y轴移动；锯槽刀111与抵靠板115的

相对移动，进而实现锯槽刀111与抵靠板115之间的间距的调节，具体地，该间距范围可以为

0-150mm。本实用新型在锯刀移动驱动装置12和靠板移动驱动装置13的机械驱动下，使得本

实用新型无需对锯槽刀111或者抵靠板115进行人工拆卸便可实现两者间的间距的调节，该

方式省时省力，操作简便，且锯槽刀111和抵靠板115的移动精度更高。

[0026] 在本技术方案中，所述锯刀移动驱动装置12包括滑动设置于第一承载座113的第

一滑动块121及用于驱动第一滑动块121移动的第一驱动装置122，所述第一驱动装置122包

括与第一承载座113连接的第一连接块123、与第一滑动块121连接的第二连接块124、贯穿

于第二连接块124后与第一连接块123螺接的第一丝杆125以及套设于第一丝杆125并与第

二连接块124连接的第一位置读数器126，所述第一丝杆125与第二连接块124连接，所述锯

刀转动驱动装置112与第一滑动块121连接。具体地，本实施例中均可以采用驱动电机驱动

第一丝杆125转动或者人工采用扳手扭动第一丝杆125。所述第一滑动块121经由滑槽与第

一承载座113滑动连接。

[0027] 在实际应用中，第一丝杆125的转动会使其相对于第一连接块123移动，移动的第

一丝杆125带动第二连接块124移动，移动的第二连接块124带动第一滑动块121移动，移动

的第一滑动块121便带动锯刀移动驱动装置12连带锯槽刀111移动。第一驱动装置122采用

第一丝杆125、第一连接块123与第二连接块124的传动，结构以驱动锯槽刀111移动，用以提

高锯槽刀111的移动精度，使锯槽刀111的位移更为稳定，精确。所述第一位置读数器126即

为现有的位置指示器，其具体的工作原理在这里不再赘述。第一位置读数器126的设计，以

便于操作者能够清晰地知道锯槽刀111的移动距离，以使操作员能够对锯槽刀111进行精确

地调整，以提高锯槽刀111的调整精度。

[0028] 在本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一连接块123设置有螺栓101和与螺栓101螺接的螺母

102，所述螺栓101的一端与第一连接块123螺接，螺栓101的另一端用于抵触第二连接块

124。在实际应用中，当锯槽刀111的位置调节完后，可以转动螺栓101，以使螺栓101靠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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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接块124的一端与第二连接块124抵触，接着再转动螺母102，以使螺母102与第一连接

块123抵触，由此将第二连接块124进行顶压，防止锯槽刀111在工作时第一丝杆125发生转

动而导致锯槽刀111发生偏移。

[0029] 本技术方案中，所述靠板移动驱动装置13包括滑动设置于第二承载座114的第二

滑动块131和用于驱动第二滑动块131移动的第二驱动装置132，所述第二驱动装置132包括

与第二滑动块131连接的第一滑动件133、转动设置于第二承载座114的第二丝杆134以及套

设于第二丝杆134并与第二承载座114连接的第二位置读数器135，所述第一滑动件133与第

二丝杆134螺接，所述抵靠板115与第二滑动块131连接。具体地，本实施例中均可以采用驱

动电机驱动第二丝杆134转动或者人工采用扳手扭动第二丝杆134。第二滑动块131经由导

轨与滑块的配合与第二承载座114滑动连接。第二丝杆134的转动带动第一滑动件133移动，

移动的第一滑动件133便带动第二滑动块131移动，移动的第二滑动块131便带动抵靠板115

移动；采用第二丝杆134与第一滑动件133配合的结构以驱动抵靠板115移动，用以提高抵靠

板115的移动精度，使抵靠板115的位移更为稳定，精确。第二位置读数器135的作用与第一

位置读数器126是相同的，在这里不再赘述。

[0030] 具体地，所述抵靠板115与第二滑动块131还连接有加强筋块103。由于抵靠板115

与第二滑动块131是垂直设置的，通过加强筋块103的连接，以使得抵靠板115在于板材抵触

时受力更加均匀，从而使抵靠板115对板材的抵靠更加牢固，不易变形，以保证板材在移动

开槽时不会发生位置的偏离。

[0031] 在本技术方案中，所述板材开槽机构还包括用于驱动第一承载座113和第二承载

座114同步沿着支撑底座11的Z轴移动的同步升降驱动装置15。通过同步升降驱动装置15同

步驱动第一承载座113和第二承载座114升降，进而带动锯槽刀111和抵靠板115同步升降，

以实现锯槽刀111和抵靠板115的高度的调节。对锯槽刀111和抵靠板115的高度进行调节，

用以调节板材开槽的深度。

[0032] 作为优选的，所述同步升降驱动装置15包括滑动设置于支撑底座11的升降座151

及用于驱动升降座151沿着支撑底座11的Z轴移动的第三驱动装置152，所述第一承载座113

和第二承载座114均与升降座151连接；所述第三驱动装置152包括转动设置于支撑底座11

的第三丝杆153和与第三丝杆153螺接的第二滑动件154，第二滑动件154与升降座151连接。

具体地，本实施例中均可以采用驱动电机驱动第三丝杆153转动或者人工采用扳手扭动第

三丝杆153。在实际应用中，第三丝杆153的转动带动第二滑动件154在支撑底座11上移动，

移动的第二滑动件154带动升降座151沿着支撑底座11的Z轴移动，移动的升降座151便同步

带动第一承载座113和第二承载座114升降，同步升降的第一承载座113和第二承载带动锯

槽刀111和抵靠板115的同步升降。具体地，升降座151经由燕尾槽与燕尾滑块配合的结构滑

动连接于支撑底座11，该结构的设计简单紧凑，使得升降座151的升降更为稳定可靠。

[0033] 在本技术方案中，所述板材开槽机构还包括用于罩盖锯槽刀111的下吸尘罩16和

设置于下吸尘罩16的上方的上吸尘罩17，所述上吸尘罩17靠近下吸尘罩16的一端围设有毛

刷，所述毛刷用于遮盖上吸尘罩17与下吸尘罩16之间的空隙；所述上吸尘罩17内设有朝向

下吸尘罩16延伸设置的软挡片。在实际应用中，板材在外界的移送机构的驱动下移动进入

上吸尘罩17与下吸尘罩16之间，此时围设于上吸尘罩17的毛刷便可将板材的四周封盖，当

锯槽刀111对板材进行锯槽时，毛刷可以对锯槽刀111所产生的灰尘、木屑等进行挡止，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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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灰尘和木屑对造成环境的污染，以确保生产环境的整洁。毛刷所挡止的灰尘和木屑会掉

落至下吸尘罩16以进行收集排放。具体地，软挡片为硅胶材质的软胶片，由于其软性的材

质，并不阻碍板材的移动，而增设该软挡片可以进一步地对锯槽刀111所产生的灰尘和木屑

挡止并导引至下吸尘罩16内。

[0034] 在本技术方案中，所述下吸尘罩16的下端设有排尘口，所述下吸尘罩16的内部并

位于锯槽刀111的一侧设置有用于对锯槽刀111在锯槽时所产生的废料进行挡止并导引至

排尘口的导料板。在实际应用中，导料板自下吸尘罩16的上端延伸至排尘口，锯槽刀111在

锯槽时所产生的废料会飞溅在导料板的侧壁上，废料在其重力的作用下沿着导料板下落至

排尘口。该结构的设计简单紧凑，导料板能够及时对废料进行挡止并收集，进一步地对防止

废料到处飞溅，并提高下吸尘罩16的排尘效果。具体地，所述排尘口与外界的抽气泵连通，

以使下吸尘罩16内的废料被及时排出。

[0035] 在本技术方案中，所述板材开槽机构还包括用于驱动第一承载座113沿着支撑底

座11的Z轴移动的锯刀升降驱动装置14，所述锯刀升降驱动装置14包括设置于支撑底座11

的固定座141和设置于固定座141的升降驱动器142，所述第一承载座113滑动设置于固定座

141，所述升降驱动器142的输出端与第一承载座113连接。具体地，第一承载座113经由导轨

与滑块的配合滑动连接于固定座141，固定座141与升降座151连接。升降驱动器142为驱动

气缸，驱动气缸的活塞杆与第一承载座113连接。升降驱动器142驱动第一承载座113在固定

座141上沿着支撑底座11的Z轴移动，移动的第一承载座113带动锯刀转动驱动装置112连带

锯槽刀111升降，以使锯槽刀111能够在下吸尘罩16内升降。在实际应用中，当锯槽刀111不

工作时，锯槽刀111可以下降至下吸尘罩16内，以防止锯槽刀111受到意外损坏；当锯槽刀

111工作时，锯槽刀111上升，使其上端突伸至下吸尘罩16外。

[0036] 在本技术方案中，所述锯槽刀111的顶端的一侧设置有刮尘件18。在实际应用中，

板材在外界的移送机构的驱动下依次经过锯槽刀111和刮尘件18。当板材经过刮尘件18时，

刮尘件18突伸至板材的开槽内，用以将残留在槽内的废料刮出，以使板材的槽内保持干净，

避免槽内残留的废料影响板材的下一步加工。

[0037]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作任何形式上的

限制，虽然本实用新型以较佳实施例公开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任何熟悉本

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作出

些许变更或修饰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内容，依据

本实用新型技术是指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属于本实用

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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