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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生态板的砂光生产线，包括生态板推板

装置、砂光箱、生态板转向翻面机、滚轮输送架。

所述砂光箱一端设有生态板推板装置，另一端设

有底部设有生态板转向翻面机，在砂光箱箱体的

底部设有滚轮输送架并延伸至砂光箱外的生态

板转向翻面机位置，与生态板转向翻面机匹配实

现生态板的转向翻面。通过推板装置将生态板推

送至砂光箱砂光后经滚轮输送架送至转向翻面

机换向后送回推板装置，进行另一面的砂光。本

实用新型具有结构简单实用、使用方便、生产效

率高、质量稳定，生产成本低以及有效保障板材

质量等优点，解决了板材在翻转运输过程中被损

坏、板材翻转过程繁琐且劳动强度大、耗费人力

等问题，适用于板材加工生产线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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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态板砂光生产线，所述生产线包括生态板推板装置、砂光箱、生态板转向翻面

机、滚轮输送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砂光箱一端设有生态板推板装置，另一端设有底部设有

生态板转向翻面机，在砂光箱箱体的底部设有滚轮输送架并延伸至砂光箱外的生态板转向

翻面机位置，与生态板转向翻面机匹配实现生态板的转向翻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板砂光生产线，其特征在于：生态板推板装置包括生

态板顶升装置、生态板推送装置，所述生态板顶升装置包括顶升活塞、承载底板；所述承载

底板安装在所述顶升活塞的端部；顶升活塞由气缸或油缸驱动上升或下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生态板砂光生产线，其特征在于：生态板推送装置包括支

架、推送气缸、定向导轨；所述推送气缸安装在支架上，气缸活塞的一端设有推送头；所述定

向导轨平行于所述推送气缸安装在支架上；所述推送头套装在定向导轨上，可以沿定向导

轨轴线滑动，在所述定向导轨的两端各设有一位置传感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生态板砂光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推送头包括套装在

定向导轨上的滑动部件以及与待推动的生态板接触推动生态板运动的推板部件，所述推板

部件由推板片与压板舌构成，压板舌垂直于推板片安装，所述推板片中部与气缸活塞端部

固定安装，下端设有压板舌，上端与滑动部件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生态板砂光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部件沿定向导

轨滑动至定向导轨两端时，分别与设置于定向导轨两端的位置传感器接触，传感器输出信

号，由控制器控制推送气缸换向，控制器根据接收到的传感器信号，控制生态板顶升装置进

行顶升或静止，以匹配生态板推送装置中气缸活塞的推送工况或回位工况。

6.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的一种生态板砂光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生态板转向翻

面机包括翻转架，在所述翻转架的一侧，设有滚轮输送架，另一侧设有带输送装置；翻转架

设有由电机驱动旋转的主轴，在主轴上均匀设置有至少2个转盘，所述转盘圆周由至少2个

弧形段通过辐条与主轴连接构成；滚轮输送架的轴线平行于主轴轴线，带输送装置中传送

带的方向垂直于主轴轴线；所述转盘一侧插入滚轮输送架上设置的滚轮之间，另一侧插入

带输送装置的输送带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生态板砂光生产线，其特征在于：转盘由2-5个弧形段分

别通过辐条与主轴连接构成，每一个弧形段两端各设有一个弹性缓冲块，弹性缓冲块为橡

胶块或弹簧。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生态板砂光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弹簧的一端固定连

接在弧形段的端部，另一端套装有一塑料套。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生态板砂光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滚轮输送架由两根

架杆上均匀设置的滚轮构成，滚轮输送架与翻转架重叠部分的至少1根架杆被分割为多段，

每一段架杆上安装有一个滚轮，转盘插装在被分割的相邻两段架杆之间。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生态板砂光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带输送装置一端

为设有多个第一带轮的转轴，另一端为多个独立支撑的第二带轮组成，第一带轮与第二带

轮的数量相同，转盘插装在独立支撑的带轮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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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态板的砂光生产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板材加工技术领域，涉及板材加工的机械设备，更具体的说，涉及

一种生态板的砂光生产线。

背景技术

[0002] 在木材加工行业中，特别是对生态板板材进行加工时，都需要对板材进行双面砂

光处理。在加工处理时，需要将未处理的板材推送到生产线上进行砂光。再将板材进行转向

翻转180度后砂光加工它的另外一个面。现有技术中，一般都是采用人工进行翻转推送。因

现有的板材面积大，至少需要2个工人对生态板进行推送砂光单面后再换向旋转木板，才能

完成木板的转向翻面，进行另外一面的砂光。工作过程又因人力操作缺乏稳定性的影响，会

或多或少损坏设备或板材，影响工作进度，因此，现有技术采用人工进行翻转，耗时长，劳动

强度大，工作质量的稳定性及可靠性都受控于操作者的责任心以及操作熟练程度。所以发

明一种稳定方便的生态板的砂光生产线符合市场的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之不足，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实用、使用方便、

生产效率高、质量稳定的一种生态板的砂光生产线。

[0004] 一种生态板的砂光生产线，所述生产线包括生态板推板装置、砂光箱、生态板转向

翻面机、滚轮输送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砂光箱一端设有生态板推板装置，另一端设有底部

设有生态板转向翻面机，在砂光箱箱体的底部设有滚轮输送架并延伸至砂光箱外的生态板

转向翻面机位置，与生态板转向翻面机匹配实现生态板的转向翻面；

[0005] 所述生态板推板装置包括生态板顶升装置、生态板推送装置，所述生态板顶升装

置包括顶升活塞、承载底板；所述承载底板安装在所述顶升活塞的端部；顶升活塞由气缸或

油缸驱动上升或下降；以便将放置在承载底板上的生态板向上顶升；

[0006] 生态板推送装置包括支架、推送气缸、定向导轨；所述推送气缸安装在支架上，气

缸活塞的一端设有推送头；所述定向导轨平行于所述推送气缸安装在支架上；所述推送头

套装在定向导轨上，可以沿定向导轨轴线滑动，在所述定向导轨的两端各设有一位置传感

器；通过推送头在定向导轨上的运动，将顶升装置上的生态板推送到砂光机入口处；

[0007] 所述推送头包括套装在定向导轨上的滑动部件以及与待推动的生态板接触推动

生态板运动的推板部件，所述推板部件由推板片与压板舌构成，压板舌垂直于推板片安装，

所述推板片中部与气缸活塞端部固定安装，下端设有压板舌，上端与滑动部件固定连接；工

作时压舌板抵在生态板的上端，使推送过程更加平稳；

[0008] 所述滑动部件沿定向导轨滑动至定向导轨两端时，分别与设置于定向导轨两端的

位置传感器接触，传感器输出信号，由控制器控制推送气缸换向。控制器根据接收到的传感

器信号，控制生态板顶升装置进行顶升或静止，以匹配生态板推送装置中气缸活塞的推送

工况或回位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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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生态板转向翻面机包括翻转架，在所述翻转架的一侧，设有滚轮输送架，另一

侧设有带输送装置；翻转架设有由电机驱动旋转的主轴，在主轴上均匀设置有至少2个转

盘，所述转盘圆周由至少2个弧形段通过辐条与主轴连接构成；滚轮输送架的轴线平行于主

轴轴线，带输送装置中传送带的方向垂直于主轴轴线；所述转盘一侧插入滚轮输送架上设

置的滚轮之间，另一侧插入带输送装置的输送带之间；使翻转架能从滚轮输送架中穿过，将

滚轮输送架上的生态板抬起进行翻转；

[0010] 转盘由2-5个弧形段分别通过辐条与主轴连接构成，每一个弧形段两端各设有一

个弹性缓冲块，弹性缓冲块为橡胶块或弹簧；

[0011] 所述弹簧的一端固定连接在弧形段的端部，另一端套装有一塑料套；在翻转生态

板时，可以缓冲板材与弧形段端部接触产生的冲击，极大减小翻转过程中对板材造成质量

损害；

[0012] 所述滚轮输送架由两根架杆上均匀设置的滚轮构成，滚轮输送架与翻转架重叠部

分的至少1根架杆被分割为多段，每一段架杆上安装有一个滚轮，转盘插装在被分割的相邻

两段架杆之间；

[0013] 所述带输送装置一端为设有多个第一带轮的转轴，另一端为多个独立支撑的第二

带轮组成，第一带轮与第二带轮的数量相同，转盘插装在独立支撑的带轮之间。

[0014] 本实用新型由于采用上述结构，可以有效提高生产线的工作效率，解决原来板材

加工复杂，浪费人力的问题，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

[0015] 1、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生态板推送装置，通过与左侧生态板顶升装置的相互配合，

可对板材进行全自动的推运，代替了原本的人力操作，节约了生产时间，大大提高了生产效

率。

[0016] 2、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生态板推送装置，所述推送头套装在定向导轨上，可以沿

定向导轨轴线滑动，在所述定向导轨的两端各设有一位置传感器；通过传感器与控制器的

自动化配合，控制生态板顶升装置进行顶升或静止，以匹配生态板推送装置中气缸活塞的

推送工况或回位工况，重复进行稳定可靠的推送工作，使生产过程高效有序。

[0017] 3、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生态板推送装置，所述生态板推送装置与生态板顶升装置

相互配合，且生态板顶升装置每次运动高度为一块生态板厚度的高度，可以与生态板推送

装置配合，保持一次一块生态板的高推送效率持续工作。

[0018] 4、工作时，生态板顶升装置上叠置的生态板，通过生态板推送装置的推杆，将叠置

在生态板顶升装置上的生态板推送至生态板砂光机的入口通道；进行后续工序，加工过程

稳定、可控，相比现有技术简单方便，效率高、生产成本低。

[0019] 5、本实用新型中的翻转架通过与左侧滚轮输送架与右侧带输送装置的相互配合，

可对板材进行翻面转向处理，代替了原本的人力操作，节约了生产时间，大大提高了生产效

率。

[0020] 6、本实用新型中翻转架上的转盘一侧插入滚轮输送架上设置的滚轮之间，另一侧

插入带输送装置的输送带之间，使板材翻转后实现转向，节省了生产工序，缩短了生产线的

长度。

[0021] 7、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翻转架每一个弧形段两端各设有一个弹性缓冲块，在翻转

生态板时，可以缓冲板材与弧形段端部接触产生的冲击，极大减小翻转过程中对板材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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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损害。

[0022] 8、本实用新型通过外设时序控制装置，可以实现翻转架、滚轮输送架、带输送装置

以及生态板推板装置之间的协同配合，实现全自动翻转运输板材，极大提高了板材的砂光

生产效率。

[0023] 9、工作时，滚轮输送带先将由砂光机中处理过的生态板由滚轮输送架输送到翻转

架上相邻两弧形段之间的夹缝中，翻转架转动将生态板翻转并换向，送至带输送装置，进如

后续工序，加工过程稳定、可控，相比现有技术简单方便，效率高、生产成本低。

[0024]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结构简单实用、使用方便、生产效率高、质量稳定，生产

成本低以及有效保障板材质量等优点，解决了板材在双面砂光的翻转输送过程中被损坏、

板材翻转输送过程繁琐且劳动强度大、耗费人力等问题，适用于板材加工生产线的应用。

附图说明

[0025]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结构的俯视图

[0026] 附图2是生态板转向翻转机的侧视图

[0027] 附图3是生态板推板装置的侧视图。

[0028] 图中：1为生态板推板装置，2为砂光箱，3为滚轮输送架，4  为生态板转向翻面机，5

为生态板。

[0029] 110为生态板顶升装置,111为顶升活塞,112为承载底板，

[0030] 120为生态板推送装置,121为支架,122为控制器,123为推送气缸,124、125为传感

器,126为定向导轨,127为推杆

[0031] 130为推送头,131为滑动部件,132为压板舌,133为推板片

[0032] 311为滚轮,312为电机，313为第二架杆,313为第一架杆

[0033] 410为翻转架,412为主轴,413为辐条,414为弹簧,415为塑料套,416为弧形段

[0034] 420为履带输送架,421为第一带轮,422为转轴,423为第二带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实施例1

[0036]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37] 一种生态板的砂光生产线，所述生产线包括生态板推板装置(1)、砂光箱(2)、生态

板转向翻面机(4)、滚轮输送架(3)，所述砂光箱(2)一端设有生态板推板装置(1)，另一端设

有底部设有生态板转向翻面机(4)，在砂光箱(2)箱体的底部设有滚轮输送架(3) 并延伸至

砂光箱(2)外的生态板转向翻面机(4)位置，与生态板转向翻面机(4)匹配实现生态板(5)的

转向翻面；

[0038] 所述推板装置(1)包括生态板顶升装置(110)、生态板推送装置(120)、控制器

(122)；所述生态板顶升装置包括顶升活塞(111)、承载底板(112)；所述承载底板(112)安装

在所述顶升活塞(111) 的端部；通过顶升活塞(111)的运动，每次将承载底板(112)向上顶

升一块生态板(5)厚度的距离；生态板推送装置(120)设置在生态板顶升装置(110)一侧；其

上设有气缸驱动的推杆，可将叠置在生态板顶升装置上的生态板推送至生态板砂光机的入

口通道；生态板推送装置包括支架(121)、推送气缸(123)、定向导轨(126)；推送气缸(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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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在支架(121)上，气缸活塞的一端设有推送头(130)；推送头(130)包括套装在定向导轨

(126)上的滑动部件(131)以及与待推动的生态板接触推动生态板运动的推板部件，推板部

件由推板片(133)与压板舌(132)构成，且推板片(133)  中部与气缸活塞端部固定安装，下

端设有压板舌(132)，工作时压在生态板上端面，以保持推送的稳定性；推板片(133)上端与

滑动部件(131)固定连接；所述定向导轨(126)平行于所述推送气缸  (123)安装在支架

(121)上；在所述定向导轨的两端各设有一位置传感器(124，125)；所述滑动部件(131)沿定

向导轨(126)滑动至定向导轨(126)两端时，分别与设置于定向导轨(126)两端的位置传感

器(124，125)接触，传感器(124，125)输出信号，通过控制器(122)控制推送气缸换向；

[0039] 所述生态板转向翻转机包括，翻转架(410)，所述翻转架(410)  设有由电机(312)

驱动旋转的主轴(412)，在主轴(412)上均匀设置有4个转盘，所述转盘圆周由5个弧形段

(416)通过辐条(413)  与主轴(412)连接构成；在所述翻转架的一侧，设有滚轮输送架(3)，

另一侧设有带输送装置(420)；所述转盘一侧插入滚轮输送架(3)  上设置的滚轮(311)之

间，另一侧插入带输送装置(420)的输送带(421)之间，所述滚轮输送架(3)由两根架杆

(310、313)上均匀设置的滚轮(311)构成，滚轮输送架(3)与翻转架重叠部分的1根架杆

(313)被分割为多段，每一段架杆(313)上安装有一个滚轮(311)，转盘插装在被分割的相邻

两段架杆(313)之间，所述带输送装置(420)一端为设有多个第一带轮(421)的转轴(422)，

另一端为多个独立支撑的第二带轮(423)组成，第一带轮(421)  与第二带轮(423)的数量相

同，转盘插装在独立支撑的带轮之间，构成转盘的每一个弧形段(416)两端各设有一个弹性

缓冲块，所述弹性缓冲块由弹簧(414)与塑料套(415)组成；所述弹簧(414) 的一端固定连

接在弧形段(416)的端部，另一端套装有所述塑料套  (415)。

[0040] 本实用新型生态板砂光生产线的具体使用方法简述于下：

[0041] 工作时，生态板推送装置(120)的推送气缸(123)驱动推杆  (127)运动，推杆前端

的推送头(130)上的压板舌(132)压在叠置在生态板顶升装置(110)上的生态板(5)上端面，

推板片将生态板(5)推送至生态板砂光机(2)的入口通道；与此同时，滑动部件(131)在推杆

(127)推动下沿定向导轨(126)滑动至定向导轨(126)的左端，与设置于定向导轨(126)左端

的位置传感器(125)  接触，传感器(125)输出信号，通过控制器(122)控制推送气缸  (123)

换向，使推杆(127)退回至定向导轨(126)右端，此时，滑动部件(131)恰与设置于定向导轨

右端的位置传感器(124)接触，传感器(124)输出信号给控制器(122)，控制生态板顶升装置 

(110)的顶升活塞(111)的运动，将承载底板(112)向上顶升一块生态板厚度的距离，使处于

最上面的一块生态板与压板舌接触，生态板推送装置(120)的推送气缸(123)再次驱动推杆

向左运动，将生态板(5)推送至生态板砂光箱(2)的入口通道。同时，位于生态板砂光箱(2)

出口通道处的滚轮输送带先将由砂光箱(2)中处理过的生态板由滚轮输送架(3)输送到翻

转架(410)上相邻两弧形段之间的夹缝中，翻转架(410)转动将生态板(5)翻转并换向，送至

带输送装置(420)，进行后续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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