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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榫头加工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S1：将坯料装安装在榫头加工装置上；S2：

使用铣刀在坯料端部铣出斜肩榫；S3：使用锯盘

在斜肩榫的表面锯出沟槽；S4：使用连接压缩空

气源的吹气管将斜肩榫表面的木屑吹掉，从而该

加工方法。所述加工方法通过使用具有独特结构

设计的榫头加工装置，从而可以取得诸多的优异

技术效果，可以高效、优质、重复性优异等诸多优

异性能而完成榫头的加工，具有良好的市场推广

和工业化生产潜力，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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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榫头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工方法使用一种榫头加工装置，所述榫头加

工装置包括机架，所述机架的一侧沿X轴滑动安装有由第一动力装置驱动的底座，所述底座

上以Z轴为中心转动安装有由第二动力装置驱动的旋转工作台，坯料安装于所述旋转工作

台上，所述机架上沿Z轴滑动安装有由第三动力装置驱动的支撑梁，所述机架上设有竖向滑

轨，所述支撑梁安装在所述竖向滑轨上并通过丝杠连接第三动力装置，所述支撑梁上沿Y轴

滑动安装有由第四动力装置驱动的滑枕，所述支撑梁上设有横向滑轨，所述滑枕安装在所

述横向滑轨上并通过丝杠连接第四动力装置，所述滑枕上安装有动力头，所述动力头上安

装有铣刀，所述铣刀上安装有锯盘，所述锯盘的锯齿的张开角度在圆周方向上不同，具体

为：在同一直径方向的两端具有最大张开角度和最小张开角度，而两侧的锯齿的张开角度

依次等角度渐变；

所述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将坯料装安装在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上；

S2：使用所述铣刀在所述坯料端部铣出斜肩榫；

S3：使用所述锯盘在所述斜肩榫的表面锯出沟槽；

S4：使用连接压缩空气源的吹气管将所述斜肩榫表面的木屑吹掉，从而完成所述榫头

加工方法；

所述最大张开角度为80-100°，所述最小张开角度为25-45°；

所述斜肩榫的表面加工的沟槽为倾斜方向延伸，其倾斜方向通常为30-60°。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榫头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中：所述动力

头包括通过传动轴转动安装于所述滑枕内的传动箱体，所述传动箱体内转动安装有用于安

装所述铣刀的刀杆套，所述刀杆套与传动轴传动连接，所述传动轴连接第五动力装置，与所

述传动轴相对一侧的所述传动箱体上固定安装有铰接轴，所述铰接轴转动安装于所述滑枕

上，所述铰接轴传动连接第六动力装置。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榫头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中：所述刀杆

套通过锥齿轮副连接所述传动轴。

4.如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榫头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中：所述滑

枕上转动安装有连接所述第六动力装置的过渡轴，所述过渡轴平行于所述铰接轴，所述过

渡轴上固定安装有主动齿轮，所述铰接轴上固定安装有与所述主动齿轮相啮合的从动齿

轮。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榫头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中：所述刀杆

套内安装有刀杆，所述刀杆的端面上设有所述铣刀，所述刀杆上固定安装有与所述刀杆同

轴设置的所述锯盘。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榫头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中：所述锯盘

平行间隔设置有若干个。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榫头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2中，所述铣刀的转速为

1500-2000转/分钟。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榫头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3中，所述斜肩榫每个表面

的所述沟槽的延伸方向与所述斜肩榫该表面的各边缘均不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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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的榫头加工方法

[0001] 本申请为申请号2017103466810、申请日2017年05月17日、发明名称“一种新型的

榫头加工方法”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一种木材加工方法，更特别地涉及一种新型的榫头加工方法，属于木

材加工装置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3]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业化、智能化、机械化的迅速发展，木材家具制作中的很多手

工方法都慢慢地被机械所取代，从而极大地节省了人力物力、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大了企业

的经济效益。而且，随着科技的继续进步，对木材加工使用的装置仍在继续研究之中。

[0004] 目前，在榫卯结构的加工中，很多操作工人都已经不再知晓和熟悉传统操作中的

一道必备工序——刹活。刹活，是木材加工，尤其是高档木材加工例如红木家具制作中的一

道传统手工工序，具体做法是：在家具的榫卯结构进行结合安装前，用腕子锯(一种小型手

锯)将所有榫卯结构部位都再拉(锯)一次或几次，其目的是使结合时的肩口严密牢固，从而

延长家具的使用寿命、提高其档次和高档感。

[0005] 而现代的机械化木工机械在完成榫头加工后，无法实施传统制作中的刹活处理，

都需要额外的手工刹活处理；而且，刹活处理对操作者的技术要求非常高，需要长期的经

验、灵活的手感等，如此的手工处理费时费力，严重影响着榫头制作的生产效率，无法实现

大规模的生产，且每个操作者最终得到的效果都不尽相同，即便是同一批次，同一操作者也

无法得到完全相同的最终榫卯结合结果。

[0006] 此外，作为榫结构的一种，斜肩榫一类更为复杂的结构，其榫材与卯材为斜角关

系，卯眼与榫肩均非90°连接，因此称之为斜肩榫。在木材加工领域中，斜肩榫的加工难度比

较高、方法复杂，且由于对榫肩有着角度要求，所以在目前的制作中仍采用手工制作，导致

效率低下，成品率低，严重限制了其大规模加工和应用。

[0007] 因此，基于上述缺陷，在榫头加工技术领域，对于新型的榫头加工方法仍存在研究

和改进的需求，这也是目前榫头加工领域中的一个研究热点和重点，更是本发明得以完成

的出发点和动力所在。

发明内容

[0008] 针对上述存在的诸多缺陷，以及为了提供新型的榫头加工方法，本发明人经过大

量的深入研究，在付出了充分的创造性劳动后，从而完成了本发明。

[0009] 具体而言，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新型的榫头加工方法，所述加

工方法使用一种榫头加工装置，所述榫头加工装置包括机架，所述机架的一侧沿X轴滑动安

装有由第一动力装置驱动的底座，所述底座上以Z轴为中心转动安装有由第二动力装置驱

动的旋转工作台，坯料安装于所述旋转工作台上，所述机架上沿Z轴滑动安装有由第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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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驱动的支撑梁，所述机架上设有竖向滑轨，所述支撑梁安装在所述竖向滑轨上并通过

丝杠连接第三动力装置，所述支撑梁上沿Y轴滑动安装有由第四动力装置驱动的滑枕，所述

支撑梁上设有横向滑轨，所述滑枕安装在所述横向滑轨上并通过丝杠连接第四动力装置，

所述滑枕上安装有动力头，所述动力头上安装有铣刀，所述铣刀上安装有锯盘；

其中，所述锯盘的齿距和齿高都较小，以常用芝麻锯的齿距和齿高作为标准。本发明人

经过研究，对锯盘的锯齿的张开角度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变(以芝麻锯的齿距和齿高作为标

准，或者直接在芝麻锯的基础上进行下面的改变，下同)，即锯齿的张开角度在圆周方向上

不同，具体为：在同一直径方向的两端具有最大张开角度和最小张开角度，而两侧的锯齿的

张开角度依次等角度渐变。通过如此的结构设计，所述锯盘能够更顺利、更平滑地在斜肩榫

的表面加工出合适深度的沟槽，以及由于张开角度不同，从而可使得沟槽边缘更为整齐、平

整，结合度更好。

[0010] 更进一步而言，更优选的，所述最大张开角度为80-100°，例如可为80°、90°或

100°；所述最小张开角度为25-45°，例如可为25°、30°、35°、40°或45°。而当确定完最大张开

角度和最小张开角度后，可根据最大张开角度和最小张开角度的角度差，以及所述锯盘的

半个圆周的长度和锯齿密度，从而可容易地确定出所述等角度渐变的渐变角度，这是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阅读了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后而应具备的常规计算能力，在此不再进行详细描

述。

[0011] 所述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将坯料装安装在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上；

S2：使用所述铣刀在所述坯料端部铣出斜肩榫；

S3：使用所述锯盘在所述斜肩榫的表面锯出沟槽；

S4：使用连接压缩空气源的吹气管将所述斜肩榫表面的木屑吹掉，从而完成所述榫头

加工方法。

[0012] 在该方法的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中，所述底座可以在X轴方向上移动，从而可以调整

所述底座与所述机架之间的距离。

[0013] 在该方法的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中，所述底座和所述旋转工作台都是机械领域中的

常规元件和装置，可通过多种商业渠道而购买得到，再次不再一一赘述。

[0014] 在该方法的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中，通过将坯料安装于所述旋转工作台上，从而可

以调整胚料的角度，实现具有不同角度的榫头加工。

[0015] 在该方法的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中，所述动力头可在所述第四动力装置和第三动力

装置的作用下，实现两个方向的进给。

[0016] 在该方法的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中，通过在所述动力头上安装有所述铣刀，从而可

以实现坯料的铣削加工，进而完成斜肩榫的初加工。

[0017] 在本发明的榫头加工方法中，作为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在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中：所

述动力头包括通过传动轴转动安装于所述滑枕内的传动箱体，所述传动箱体内转动安装有

用于安装所述铣刀的刀杆套，所述刀杆套与传动轴传动连接，所述传动轴连接第五动力装

置，与所述传动轴相对一侧的所述传动箱体上固定安装有铰接轴，所述铰接轴转动安装于

所述滑枕上，所述铰接轴传动连接第六动力装置。

[0018] 通过如此的结构设计，在所述第五动力装置的驱动下，所述刀杆套和安装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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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杆套内的刀具一起转动，实现了加工操作。

[0019] 在本发明的榫头加工方法中，作为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在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中：所

述刀杆套通过锥齿轮副连接所述传动轴。

[0020] 在本发明的榫头加工方法中，作为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在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中：所

述滑枕上转动安装有连接所述第六动力装置的过渡轴，所述过渡轴平行于所述铰接轴，所

述过渡轴上固定安装有主动齿轮，所述铰接轴上固定安装有与所述主动齿轮相啮合的从动

齿轮。

[0021] 通过如此的结构设计，所述第六动力装置可以驱动所述铰接轴转动一个角度，从

而实现了所述刀杆套摆动一个角度，进而改变了所述铣刀的刀刃与所述锯盘的位置，顺利

完成不同角度的加工操作。

[0022] 在本发明的榫头加工方法中，在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中：所述第一动力装置、所述第

二动力装置、所述第三动力装置、所述第四动力装置、所述第五动力装置和所述第六动力装

置为伺服电机。

[0023] 伺服电机是工业领域中非常常规的动力装置，根据生产和加工的实际需要而选择

和商业购买合适规格的相应伺服电机，在此不再进行详细描述。

[0024] 在本发明的榫头加工方法中，作为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在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中：所

述刀杆套内安装有刀杆，所述刀杆的端面上设有所述铣刀，所述刀杆上固定安装有与所述

刀杆同轴设置的所述锯盘。

[0025] 通过如此的结构设计，在完成铣削加工后，不必更换刀具，只需要使用所述第六动

力装置将所述刀杆套转动90°，即可实现对斜肩榫的表面刹活处理，并且在刹活操作时，可

通过所述旋转工作台来调整斜肩榫的角度，使得所述锯盘加工出的沟槽与斜肩榫的边缘成

需要设定的角度(例如45°)。

[0026] 以及通过上述的结构设计，可以显著提高刹活效率，同时也提高了刹活质量，实现

了工业化、机械化生产，无需大量的人工操作，客服了手工刹活时无法避免的人工误差。

[0027] 在在本发明的榫头加工方法中，作为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在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中：

所述锯盘平行间隔设置有若干个。

[0028] 通过如此的数量设置，一方面提高了刹活效率，另一方面，保证了各个锯盘进给量

的相同，提高了刹活质量。

[0029]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锯盘的数量为2-8个，例如为2个、3个、4个、5个、6个、7个

或8个，可根据沟槽的长度、宽度等进行合适的设置，这也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阅读本发明

后能够显而易见做出的选择，在此不再进行详细描述。

[0030] 在本发明的榫头加工方法中，作为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在步骤S2中，所述铣刀的转

速为1500-2000转/分钟，例如可为1500转/分钟、1600转/分钟、1700转/分钟、1800转/分钟、

1900转/分钟或2000转/分钟。

[0031] 在本发明的榫头加工方法中，作为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在步骤S3中，所述斜肩榫每

个表面的所述沟槽的延伸方向与所述斜肩榫该表面的各边缘均不平行。

[0032] 其中的“该表面”即是所述的所对应的所述“每个表面”，例如对于表面A而言，在该

表面A上的沟槽的延伸方向与该表面A的各个边缘均不平行(也即形成了一定的角度，可根

据需要而选择合适的角度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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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更详细而言，所述斜肩榫的表面加工的沟槽为倾斜方向延伸，其倾斜方向(也即与

其中一条边缘的夹角)通常为30-60°，优选为45°，如附图3所示。

[0034] 在本发明的榫头加工方法中，作为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在步骤S3中，所使用锯盘的

转速为5-10转/分钟。

[0035] 当采用如此的转速后，锯盘不会产生高温，起毛效果好，而且可以减少打滑，从而

进一步提高了榫头的加工效率。

[0036] 如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榫头加工方法，所述加工方法通过使用具有

独特结构设计的榫头加工装置，从而取得了诸多的有益技术效果(除了上述提及的优点之

外)，例如：

1、由于在铣削加工后可以使用锯盘对榫头再进行沟槽的起毛加工，与传统的刹活方法

起到的作用一致，使得刹活能够在机械装置上得以实现，取代了人工操作，不但提高了加工

效率，而且具有高度一致性和重复性，提高了榫肩与榫槽的结合性能，减少了开榫断肩。

[0037] 2、由于可使得沟槽的延伸方向与斜肩榫该表面的各边缘均不平行(即可将沟槽与

斜肩榫的边缘成需要设定的角度)，使得经过锯盘刹活处理后的榫头强度和安装后的承重

能力大大提高，与直纹相比，这种斜纹在黏结后，承载能力得到大幅提高。

[0038] 3、由于铣刀上固定安装有与刀杆同轴设置的锯盘，在完成铣削加工后，不必更换

刀具，只需要将刀杆套转动90°，即可实现对斜肩榫的表面刹活方法，并且刹活时，旋转工作

台可以调整斜肩榫的角度，使得锯盘加工出的沟槽与斜肩榫边缘成各种角度(例如45°)，使

得起毛时形成斜纹，进一步提高了刹活效率，同时也提高了刹活质量。

[0039] 如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榫头加工方法，所述加工方法通过使用具有

独特结构设计的榫头加工装置，从而可以取得诸多的优异技术效果，可以高效、优质、重复

性优异等诸多优异性能而完成榫头的加工，具有良好的市场推广和工业化生产潜力，具有

良好的应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40] 图1是本发明加工方法中所使用榫头加工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加工方法中所使用的榫头加工装置中的动力头的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加工方法中所使用的榫头加工装置加工后的斜肩榫的结构示意图；

其中，在图1、图2和图3中，各个数字标号分别指代如下的具体含义、元件和/或部件。

[0041] 图中：1、机架，2、底座，3、旋转工作台，4、支撑梁，5、滑枕，6、动力头，601、传动箱

体，602、传动轴，603、第五动力装置，604、锥齿轮副，605、刀杆套，606、铰接轴，607、过渡轴，

608、第六动力装置，609、主动齿轮，610、从动齿轮，7、铣刀，8、锯盘，9、刀杆，10、斜肩榫，11、

沟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下面结合附图，通过具体的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但这些列举性实施

方式的用途和目的仅用来列举本发明，并非对本发明的实际保护范围构成任何形式的任何

限定，更非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局限于此。

[0043]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X轴”、“Y轴”、“Z轴”、“竖向”、“横向”、“长

说　明　书 4/8 页

6

CN 109702830 A

6



度”、“宽度”、“上”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

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

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44]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下面的实施例中所列出的优选方式，仅仅是一种优选的实

施方式，并不意味着使用常规的相应手段不能实施本发明，更不是说本发明必须限定在这

些优选方式的范围之内。

[0045] 实施例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榫头加工方法，该加工方法使用一种新型的榫头加工装置。

[0046] 如图1和图2共同所示，所述榫头加工装置包括机架1，机架1的一侧沿X轴滑动安装

有由第一动力装置驱动的底座2(底座2可以在X轴方向上移动，从而可以调整底座2与机架1

之间的距离)，底座2上以Z轴为中心转动安装有由第二动力装置驱动的旋转工作台3(底座2

和旋转工作台3都是机械领域中的常规元件和装置，可通过多种商业渠道而购买得到，再次

不再一一赘述)，坯料安装于旋转工作台3上(可以调整胚料的角度，实现具有不同角度的榫

头加工)，机架1上沿Z轴滑动安装有由第三动力装置驱动的支撑梁4，机架1上设有竖向滑

轨，支撑梁4安装在竖向滑轨上并通过丝杠连接第三动力装置，支撑梁4上沿Y轴滑动安装有

由第四动力装置驱动的滑枕5，支撑梁4上设有横向滑轨，滑枕5安装在横向滑轨上并通过丝

杠连接第四动力装置，滑枕5上安装有动力头6(动力头6可以在第四动力装置和第三动力装

置作用下实现两个方向的进给)，动力头6上安装有铣刀7(以实现坯料的铣削加工，完成斜

肩榫10的初加工)，铣刀7上安装有锯盘8；

其中，锯盘8的齿距和齿高都较小，以常用的芝麻锯的齿距和齿高为标准，锯盘8的锯齿

的张开角度具体如下(以芝麻锯的齿距和齿高作为标准，或者直接在芝麻锯的基础上进行

下面的改变)，即锯齿的张开角度在圆周方向上不同，具体为：在同一直径方向的两端具有

最大张开角度和最小张开角度，而两侧的锯齿的张开角度依次等角度渐变。通过如此的结

构设计，锯盘8能够更顺利、更平滑地在斜肩榫10的表面加工出合适深度的沟槽11，以及由

于张开角度不同，从而可使得沟槽11的边缘更为整齐、平整，结合度更好，也就是在斜肩榫

10的表面完成了刹活方法，取代了人工操作，并且加工出的沟槽11一致性好，在后续的黏结

方法中使用性能更加优越。

[0047] 更进一步而言，更优选的，所述最大张开角度为80-100°，例如可为80°、90°或100°

(在本实施例中，最大张开角度为90°)；所述最小张开角度为25-45°，例如可为25°、30°、

35°、40°或45°(在本实施例中，最小张开角度为35°)。而当确定完最大张开角度和最小张开

角度后，可根据最大张开角度和最小张开角度的角度差，以及锯盘8的半个圆周的长度和锯

齿密度，从而可容易地确定出所述等角度渐变的渐变角度，这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阅读了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后而应具备的常规计算能力，在此不再进行详细描述。

[0048] 所述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将坯料装安装在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上；

S2：使用所述铣刀7在所述坯料端部铣出斜肩榫10；

S3：使用所述锯盘8在所述斜肩榫10的表面锯出沟槽11；

S4：使用连接压缩空气源的吹气管将所述斜肩榫10表面的木屑吹掉，从而完成所述榫

头加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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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在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中：动力头6包括通过传动轴602

转动安装于滑枕5内的传动箱体601，传动箱体601内转动安装有用于安装铣刀7的刀杆套

605，刀杆套605与传动轴602传动连接，传动轴602连接第五动力装置603(在第五动力装置

的驱动下，刀杆套605和安装在刀杆套605内的刀具一起转动)，与传动轴602相对一侧的传

动箱体601上固定安装有铰接轴606，铰接轴606转动安装于滑枕5上，铰接轴606传动连接第

六动力装置608。

[0050]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在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中：刀杆套605通过锥齿轮副604

连接传动轴602。

[0051]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在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中：滑枕5上转动安装有连接第六

动力装置608的过渡轴607，过渡轴607平行于铰接轴606，过渡轴607上固定安装有主动齿轮

609，铰接轴606上固定安装有与主动齿轮609相啮合的从动齿轮610。

[0052] 通过如此的结构设计，第六动力装置608可以驱动铰接轴606转动一个角度，从而

实现刀杆套605摆动一个角度，进而改变了铣刀7的刀刃与锯盘8的位置，可顺利完成不同角

度的加工操作。

[0053] 其中，在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中：第一动力装置、第二动力装置、第三动力装置、第四

动力装置、第五动力装置603和第六动力装置608为伺服电机。

[0054] 伺服电机是工业领域中非常常规的动力装置，根据生产和加工的实际需要而选择

和商业购买合适规格的相应伺服电机，在此不再进行详细描述。

[0055]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在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中：刀杆套605内安装有刀杆9，刀

杆9的端面上设有铣刀7，刀杆9上固定安装有与刀杆9同轴设置的锯盘8。

[0056] 通过如此的结构设计，在完成铣削加工后，不必更换刀具，只需要使用第六动力装

置608将刀杆套605转动90°，即可实现对斜肩榫10的表面刹活处理，并且在刹活操作时，可

通过旋转工作台3来调整斜肩榫10的角度，使得锯盘8加工出的沟槽11与斜肩榫10边缘成需

要设定的角度(例如45°)。

[0057] 以及通过上述的结构设计，可以显著提高刹活效率，同时也提高了刹活质量，实现

了工业化、机械化生产，无需大量的人工操作，客服了手工刹活时无法避免的人工误差。

[0058]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在所述榫头加工装置中：锯盘8平行间隔设置有若干

个。

[0059] 通过如此的数量设置，一方面提高了刹活效率，另一方面，保证了各个锯盘8进给

量的相同，提高了刹活质量。

[0060] 作为一种优选方式，锯盘8的数量为2-8个，例如为2个、3个、4个、5个、6个、7个或8

个，可根据沟槽11的长度、宽度等进行合适的设置，这也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阅读本发明后

能够显而易见做出的选择，在此不再进行详细描述。

[0061] 在步骤S2中，所述铣刀7的转速为1500-2000转/分钟，如此的转速可以提高生产效

率，实现高速铣削。

[0062] 在步骤S3中，所述斜肩榫10每个表面的所述沟槽11的延伸方向与所述斜肩榫该表

面的各边缘均不平行，也就是说在斜肩榫10表面加工的沟槽11为倾斜方向延伸，其倾斜方

向(也即与其中一条边缘的夹角)通常为30-60°，优选为45°(在本实施例中即为45°)，如附

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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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其中的“该表面”即是所述的所对应的所述“每个表面”，例如对于表面A而言，在该

表面A上的沟槽的延伸方向与该表面A的各个边缘均不平行(也即形成了一定的角度，可根

据需要而选择合适的角度大小)。

[0064] 在步骤S3中，所使用锯盘的转速为5-10转/分钟。这种转速对直径较小的锯盘8来

说，其线速度也比较小，不会产生高温，而且可以减少了打滑,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榫头的加

工效率。

[0065] 如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榫头加工方法，所述加工方法通过使用具有独特结

构设计的榫头加工装置，从而取得了诸多的有益技术效果(除了上述提及的优点之外)，例

如：

1、由于在铣削加工后可以使用锯盘8对榫头再进行沟槽11的起毛加工，与传统的刹活

方法起到的作用一致，使得刹活能够在机械装置上得以实现，取代了人工操作，不但提高了

加工效率，而且具有高度一致性和重复性，提高了榫肩与榫槽的结合性能，减少了开榫断

肩。

[0066] 2、由于可使得沟槽11的延伸方向与斜肩榫10该表面的各边缘均不平行(即可将沟

槽11与斜肩榫10的边缘成需要设定的角度)，使得经过锯盘8刹活处理后的榫头强度和安装

后的承重能力大大提高，与直纹相比，这种斜纹在黏结后，承载能力得到大幅提高。

[0067] 3、由于铣刀7上固定安装有与刀杆9同轴设置的锯盘8，在完成铣削加工后，不必更

换刀具，只需要将刀杆套转动90°，即可实现对斜肩榫10的表面刹活方法，并且刹活时，旋转

工作台3可以调整斜肩榫10的角度，使得锯盘8加工出的沟槽11与斜肩榫10边缘成各种角度

(例如45°)，使得起毛时形成斜纹，进一步提高了刹活效率，同时也提高了刹活质量。

[0068] 测试例

使用同一种槐木木材，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分别进行如下的不同处理(锯盘数量为5

个，粘结剂均相同，也都采用相同规格的斜肩榫进行对接)，从而考察了其各自的连接强度

和承重能力，具体为：

1号试验品：榫头对接处不使用锯盘进行刹活，仅使用粘结剂进行粘结。

[0069] 2号试验品：榫头对接处使用锯盘进行刹活，沟槽为与斜肩榫边缘平行的沟槽(深

度为0.5mm)。

[0070] 3号试验品：榫头对接处使用锯盘进行刹活，沟槽为与斜肩榫边缘成45°的沟槽(深

度为0.5mm)。

[0071] 在得到上述1-3号试验品并放置24小时，使其充分粘结牢固后，分别进行承载重物

进行试验，通过不断增加重量，来考察各自的榫头强度和承重能力，结果如下：

1号试验品：承重为185公斤时，榫头断裂。

[0072] 2号试验品：承重为328公斤时，榫头断裂。

[0073] 3号试验品：承重为521公斤时，榫头断裂。

[0074] 由此可见，经过锯盘刹活处理后能够大大提高榫头强度和承重能力，而当进一步

使得沟槽与边缘呈现一定角度时，即沟槽为斜纹时，则能继续改善其榫头强度和承重能力，

有着更好的强度和承重能力。

[0075] 如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榫头加工方法，所述加工方法通过使用具有

独特结构设计的榫头加工装置，从而可以取得诸多的优异技术效果，可以高效、优质、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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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优异等诸多优异性能而完成榫头的加工，具有良好的市场推广和工业化生产潜力，具有

良好的应用价值。

[0076] 尽管为了举例和描述之目的，而介绍了本发明的上述实施方式和附图所示结构及

处理过程。但这些并非是详尽的描述，也不能将本发明的范围局限于此。对本领域技术人员

来说，可对本发明的上述实施方式做出多种修改和变化，而这些所有的修改和/或变化都包

括在如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之内，并不脱离如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本发明的范围

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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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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