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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竹子切片机

(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竹子切片机，包括机架、

导入机构、第一输送机构、切割机构、上料机构、

第二输送机构和切片机构，所述机架上设有若干

个第一输送托辊，所述第一输送托辊的上方设有

导入机构和第一输送机构，所述第一输送机构与

切割机构之间设有定位夹具，所述切割机构活动

安装在第一导轨上，所述切割机构上设有切割砂

轮，所述上料机构活动安装在第二导轨上，所述

上料机构上设有第一升降台，所述第一升降台上

安装有若干个托架，所述上料机构与第二输送机

构相配合，所述第二输送机构的输出端设有切片

机构。通过切割机构对竹子进行切断，上料机构

自动上料，切片机构对成段的竹子进行分片，能

够保证加工出的珠片大小、长短一致，提高编织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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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竹子切片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1）、导入机构（2）、第一输送机构（3）、切割

机构（4）、上料机构（5）、第二输送机构（6）和切片机构（7），所述机架（1）上设有若干个第一

输送托辊（13），所述第一输送托辊（13）的上方设有导入机构（2）和第一输送机构（3），所述

第一输送机构（3）上设有第一上料压辊（35），所述第一输送机构（3）与切割机构（4）之间设

有定位夹具（14），所述机架（1）上设有第一导轨（11）和第二导轨（12），所述切割机构（4）活

动安装在第一导轨（11）上，所述切割机构（4）上设有切割砂轮（44），所述上料机构（5）活动

安装在第二导轨（12）上，所述上料机构（5）上设有第一升降台（52），所述第一升降台（52）上

安装有若干个托架（53），所述上料机构（5）的一侧设有若干个第二输送托辊（15），所述第二

输送机构（6）上设有第二上料压辊（63），所述第二上料压辊（63）与第二输送托辊（15）相配

合，所述第二输送机构（6）的输出端设有切片机构（7）；所述定位夹具（14）包括固定夹块

（141）和活动夹块（142），所述固定夹块（141）和活动夹块（142）呈对称分布，所述活动夹块

（142）的一侧开始有卡槽（1421），所述卡槽（1421）的截面形状为V字形，所述活动夹块（142）

的另一侧设有第二驱动气缸（1422）；所述导入机构（2）包括第一安装座（20）、活动导入组件

（21）、固定导入组件（22）和第一伸缩支架（23），所述活动导入组件（21）和固定导入组件

（22）呈对称分布，所述活动导入组件（21）通过若干个第一伸缩支架（23）固定在第一安装座

（20）上，所述固定导入组件（22）固定安装在第一安装座（20）上，所述活动导入组件（21）、固

定导入组件（22）的结构相同，所述固定导入组件（22）包括导向竖辊（221）、导入板（222）和

第一支撑架（223），所述导向竖辊（221）的一侧设有导入板（222），所述导入板（222）通过若

干个第一支撑架（223）固定在第一安装座（20）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竹子切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输送机构（6）还包括第

三安装座（61）、升降架（62）和第二驱动电机（64），所述第三安装座（61）的侧壁安装有升降

架（62），所述第二上料压辊（63）的两端通过第三伸缩支架安装在升降架（62）上，所述第二

驱动电机（64）控制第二上料压辊（63）转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竹子切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机构（5）上还设有第二

滑座（51）和托槽（54），所述第二滑座（51）活动安装在第二导轨（12）上，所述第二滑座（51）

上设有第一升降台（52），所述第一升降台（52）上安装有两个托架（53），所述托架（53）上开

设有托槽（54），所述托槽（54）为V字槽。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竹子切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割机构（4）还包括第一滑

座（41）、第一动力箱（42）和第一传动机构（43），所述第一滑座（41）活动安装在第一导轨

（11）上，所述第一动力箱（42）安装在第一滑座（41）上，所述第一动力箱（42）通过第一传动

机构（43）驱动切割砂轮（44）动作。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竹子切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输送机构（3）还包括第

二安装座（31）、第一驱动气缸（32）、安装滑块（33）和第一辊子支撑座（34），所述第二安装座

（31）对称分布在机架（1）的两侧，所述第二安装座（31）上安装有第一驱动气缸（32），所述第

一驱动气缸（32）的伸缩杆与安装滑块（33）相连，所述第二安装座（31）内对称设有导向滑杆

（311），所述安装滑块（33）的两侧设有与导向滑杆（311）相配合的套筒，所述第一辊子支撑

座（34）通过若干个第二伸缩支架（341）固定在安装滑块（33）的下方，所述第一上料压辊

（35）的两端安装在第一辊子支撑座（34）上，所述第一上料压辊（35）与第一驱动电机（351）

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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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竹子切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入机构（2）上安装有第一

红外传感单元，所述第一红外传感单元通过第一控制单元与第一输送机构（3）相连，所述第

一输送机构（3）输出端设有第二红外传感单元（17），所述第二红外传感单元（17）通过第二

控制单元与第一输送机构（3）相连，所述切割砂轮（44）到第一红外传感单元、第二红外传感

单元（17）之间的距离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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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竹子切片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竹子加工的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竹子切片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对工艺品的兴趣越来越大，而传统的手

工制作比较缓慢，费时费力，而且对手工制造者的要求相对也比较高，并不能满足社会需

求，而现有的开片机想率比较高，但是加工出来的竹片材料比较粗糙，在手工制造时对手工

制造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困扰，必须进一步加工，有时由于机器原因加工出来的竹片大

小不一，影响编织质量，同时也浪费很大一部分资源，因此提出一种竹子切片机。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提出一种竹子切片机，在裁切的通过

切割机构对竹子进行切断，上料机构自动上料，切片机构对成段的竹子进行分片，能够保证

加工出的珠片大小、长短一致，提高编织质量。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竹子切片机，包括机架、导入机构、第一输送

机构、切割机构、上料机构、第二输送机构和切片机构，所述机架上设有若干个第一输送托

辊，所述第一输送托辊的上方设有导入机构和第一输送机构，所述第一输送机构上设有第

一上料压辊，所述第一输送机构与切割机构之间设有定位夹具，所述机架上设有第一导轨

和第二导轨，所述切割机构活动安装在第一导轨上，所述切割机构上设有切割砂轮，所述上

料机构活动安装在第二导轨上，所述上料机构上设有第一升降台，所述第一升降台上安装

有若干个托架，所述上料机构的一侧设有若干个第二输送托辊，所述第二输送机构上第二

上料压辊，所述第二上料压辊与第二输送托辊相配合，所述第二输送机构的输出端设有切

片机构。

[0005] 作为优选，所述定位夹具包括固定夹块和活动夹块，所述固定夹块和活动夹块呈

对称分布，所述活动夹块的一侧开始有卡槽，所述卡槽的截面形状为V字形，所述活动夹块

的另一侧设有第二驱动气缸。

[0006] 作为优选，所述第二输送机构还包括第三安装座、升降架和第二驱动电机，所述第

三安装座的侧壁安装有升降架，所述第二上料压辊的两端通过第三伸缩支架安装在升降架

上，所述第二驱动电机控制第二上料压辊转动。

[0007] 作为优选，所述上料机构上还设有第二滑座和托槽，所述第二滑座活动安装在第

二导轨上，所述第二滑座上设有第一升降台，所述第一升降台上安装有两个托架，所述托架

上开设有托槽，所述托槽为V字槽。

[0008] 作为优选，所述切割机构还包括第一滑座、第一动力箱和第一传动机构，所述第一

滑座活动安装在第一导轨上，所述第一动力箱安装在第一滑座上，所述第一动力箱通过第

一传动机构驱动切割砂轮动作。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输送机构还包括第二安装座、第一驱动气缸、安装滑块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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辊子支撑座，所述第二安装座对称分布在机架的两侧，所述第二安装座上安装有第一驱动

气缸，所述第一驱动气缸的伸缩杆与安装滑块相连，所述第二安装座内对称设有导向滑杆，

所述安装滑块的两侧设有与导向滑杆相配合的套筒，所述第一辊子支撑座通过若干个第二

伸缩支架固定在安装滑块的下方，所述第一上料压辊的两端安装在第一辊子支撑座上，所

述第一上料压辊与第一驱动电机相连。

[0010] 作为优选，所述导入机构包括第一安装座、活动导入组件、固定导入组件和第一伸

缩支架，所述活动导入组件和固定导入组件呈对称分布，所述活动导入组件通过若干个第

一伸缩支架固定在第一安装座上，所述固定导入组件固定安装在第一安装座上，所述活动

导入组件、固定导入组件的结构相同，所述固定导入组件包括导向竖辊、导入板和第一支撑

架，所述导向竖辊的一侧设有导入板，所述导入板通过若干个第一支撑架固定在第一安装

座上。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导入机构上安装有第一红外传感单元，所述第一红外传感单元通

过第一控制单元与第一输送机构相连，所述第一输送机构输出端设有第二红外传感单元，

所述第二红外传感单元通过第二控制单元与第一输送机构相连，所述切割砂轮到第一红外

传感单元、第二红外传感单元之间的距离相同，所述第一控制单元与警报单元相连。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机架、导入机构、第一输送机构、切割机构、上料机

构、第二输送机构和切片机构等的配合，通过切割机构对竹子进行切断，上料机构自动上

料，切片机构对成段的竹子进行分片，能够保证加工出的珠片大小、长短一致，提高编织质

量。

[0013] 本发明的特征及优点将通过实施例结合附图进行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一种竹子切片机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一种竹子切片机的导入机构的俯视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一种竹子切片机的切割机构的俯视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发明一种竹子切片机的第一输送机构的右视示意图；

[0018] 图5是本发明一种竹子切片机的第二输送机构的俯视示意图；

[0019] 图6是本发明一种竹子切片机的定位夹具的主视示意图；

[0020] 图7是本发明一种竹子切片机的上料机构与第二输送托辊配合的主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参阅图1至图7本发明一种竹子切片机，包括机架1、导入机构2、第一输送机构3、切

割机构4、上料机构5、第二输送机构6和切片机构7，所述机架1上设有若干个第一输送托辊

13，所述第一输送托辊13的上方设有导入机构2和第一输送机构3，所述第一输送机构3上设

有第一上料压辊35，所述第一输送机构3与切割机构4之间设有定位夹具14，所述机架1上设

有第一导轨11和第二导轨12，所述切割机构4活动安装在第一导轨11上，所述切割机构4上

设有切割砂轮44，所述上料机构5活动安装在第二导轨12上，所述上料机构5上设有第一升

降台52，所述第一升降台52上安装有若干个托架53，所述上料机构5的一侧设有若干个第二

输送托辊15，所述第二输送托辊15的下方设有悬臂支撑架151，所述第二输送机构6上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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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料压辊63，所述第二上料压辊63与第二输送托辊15相配合，所述第二输送机构6的输出端

设有切片机构7。所述定位夹具14包括固定夹块141和活动夹块142，所述固定夹块141和活

动夹块142呈对称分布，所述活动夹块142的一侧开始有卡槽1421，所述卡槽1421的截面形

状为V字形，所述活动夹块142的另一侧设有第二驱动气缸1422。所述第二输送机构6还包括

第三安装座61、升降架62和第二驱动电机64，所述第三安装座61的侧壁安装有升降架62，所

述第二上料压辊63的两端通过第三伸缩支架安装在升降架62上，所述第二驱动电机64控制

第二上料压辊63转动。所述上料机构5上还设有第二滑座51和托槽54，所述第二滑座51活动

安装在第二导轨12上，所述第二滑座51上设有第一升降台52，所述第一升降台52上安装有

两个托架53，所述托架53上开设有托槽54，所述托槽54为V字槽。所述切割机构4还包括第一

滑座41、第一动力箱42和第一传动机构43，所述第一滑座41活动安装在第一导轨11上，所述

第一动力箱42安装在第一滑座41上，所述第一动力箱42通过第一传动机构43驱动切割砂轮

44动作。所述第一输送机构3还包括第二安装座31、第一驱动气缸32、安装滑块33和第一辊

子支撑座34，所述第二安装座31对称分布在机架1的两侧，所述第二安装座31上安装有第一

驱动气缸32，所述第一驱动气缸32的伸缩杆与安装滑块33相连，所述第二安装座31内对称

设有导向滑杆311，所述安装滑块33的两侧设有与导向滑杆311相配合的套筒，所述第一辊

子支撑座34通过若干个第二伸缩支架341固定在安装滑块33的下方，所述第一上料压辊35

的两端安装在第一辊子支撑座34上，所述第一上料压辊35与第一驱动电机351相连。所述导

入机构2包括第一安装座20、活动导入组件21、固定导入组件22和第一伸缩支架23，所述活

动导入组件21和固定导入组件22呈对称分布，所述活动导入组件21通过若干个第一伸缩支

架23固定在第一安装座20上，所述固定导入组件22固定安装在第一安装座20上，所述活动

导入组件21、固定导入组件22的结构相同，所述固定导入组件22包括导向竖辊221、导入板

222和第一支撑架223，所述导向竖辊221的一侧设有导入板222，所述导入板222通过若干个

第一支撑架223固定在第一安装座20上。所述导入机构2上安装有第一红外传感单元，所述

第一红外传感单元通过第一控制单元与第一输送机构3相连，所述第一输送机构3输出端设

有第二红外传感单元17，所述第二红外传感单元17通过第二控制单元与第一输送机构3相

连，所述切割砂轮44到第一红外传感单元、第二红外传感单元17之间的距离相同。

[0022] 本发明工作过程：

[0023] 本发明一种竹子切片机，在工作的过程中，首先将竹子从导入机构2之间送入，然

后控制第一上料压辊35向下移动，压紧竹子，然后启动设备，第一输送机构3控制第一上料

压辊35转动，竹子在第一上料压辊35的驱动下向前移动，直至竹子的端部达到预设位置即

第二红外传感单元17得到信号，第一输送机构3停止输送，第二驱动气缸1422动作，定位夹

具14将竹子夹紧，切割机构4向左移动砂轮对竹子进行切断作业，切割下的竹子段落入上料

机构5上的托架53内，然后上料机构5沿着第二导轨12向左移动到上料工位，升降台52下降，

将竹子段滞留在第二输送托辊15上，第二输送托辊15内设有导向环槽，然后上料机构5向右

移动复位、升降台52上升复位等待进行下一次的上料作业，第二输送机构6动作，第二上料

压辊63向下移动，驱动竹子段向切片机构7方向移动进行分片作业，切片后的竹子落入收料

台16上，当竹子剩余长度为竹子段长度的1-2倍时，即只允许加工一次时，第一红外传感单

元会先接收到信号，将此信号储存在第一控制单元内，然后竹子的首端使第二红外传感单

元17得到信号，控制第一输送机构3停止输送后，切下的竹子段进入下一个工位进行切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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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此时剩余的竹子余量不足，第一控制单元存储的信号通过警报单元发出警示，提醒工作

人员更换新的竹子。

[0024] 上述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说明，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定，任何对本发明简单变换后

的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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