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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红木家具加工生产线，包

括用于开料的切割件、用于输送红木板的输送装

置、用于分隔木板的分隔装置及用于烘干红木板

的烘干装置，所述分隔装置包括木板放置架、用

于将木板放置到木板放置架上的输送组件、用于

放置临时分隔件的第一放置组件及用于放置分

隔件的第二放置组件，本发明通过第一放置组件

和第二放置组件可以将每个木板自动分隔开来，

无需人工分隔，降低了拉动强度，且提高了加工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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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红木家具加工生产线，包括用于开料的切割件（1）、用于输送红木板的输送装置

及用于分隔木板的分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装置包括用于调节木板位置的调节组

件和用于运输木板的运输组件，所述调节组件包括设于所述切割件（1）的工作台上用于倾

斜木板的凹槽（21）和用于推动木板倾倒的推动部件，所述凹槽（21）设有倾斜面和垂直面，

且凹槽宽度从上向下逐渐减小，且凹槽最小宽度大于木板宽度，所述分隔装置包括木板放

置架、用于将木板放置到木板放置架上的输送组件、用于放置临时分隔件的第一放置组件

及用于放置分隔件的第二放置组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红木家具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放置组件包

括用于分隔木板的隔板（5）、用于放置所述隔板的放置部件及用于推动隔板的推动部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红木家具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部件包括放

置箱（51）、均匀设于所述放置箱（51）内的隔板放置腔（52）、设于所述隔板放置腔（52）的推

动件（53）及设于所述推动件端部的上料板（54），所述上料板（54）端部设有弧形弯曲部，所

述隔板放置腔（52）相邻两个的间距和木板厚度相同。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红木家具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推动部件包括设

于所述放置箱（51）侧壁可供隔板伸出的出口、用于将隔板（5）从出口推出的推杆（56）及用

于驱动推杆移动的推杆驱动部件，所述出口单次可通过一个隔板。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红木家具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推杆驱动部件包

括设于所述推杆（56）端部的连接杆（57）、用于连接所述连接杆（57）的连接板（58）及驱动连

接板前后移动的连接板驱动件（59）。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红木家具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推动部件包括设

于所述凹槽（21）内壁上的第一安装槽（22）、与所述第一安装槽（22）相配合的推块（23）及用

于推动所述推块（23）的第一弹性件（24），所述第一弹性件（24）一端固连于推块（23）上，另

一端固连于第一安装槽（22）内壁。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红木家具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运输组件包括与

所述切割件工作台相连的运输架（25）、设于所述运输架（25）上的运输板（26）、设于所述运

输架（25）一侧的第二安装槽（27）、均匀设于所述第二安装槽（27）内可转动的滚轮（28）、均

匀设于所述运输板（26）上转动的运输轮（29）及驱动滚轮转动的滚轮驱动部件，所述运输轮

（26）的运输方向偏向所述滚轮（28）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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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红木家具加工生产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木材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红木家具加工生产线。

背景技术

[0002] 红木家具主要采用中国家具制造的雕刻、榫卯、镶嵌、曲线等传统工艺，红木家具

的加工工艺主要包括红木选裁、烘干、雕刻、组装、刮磨、打蜡等，各个环节都非常重要，只有

所有的工序都尽善尽美的完成才能得到上等的红木家具。因水分的自然蒸发会导致木材出

现干缩、开裂、弯曲变形、霉变等缺陷，严重影响木材制品的品质，因此烘干环节尤为重要，

烘干加工好是制造好的红木家具的基础。为了保证烘干的效果，一般会将每个木板分隔开

来，目前大多工厂都是人工逐个摆放隔板分隔木板，劳动强度大，且加工效率不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自动分隔木板、加工效率高的红木家

具加工生产线。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红木家具加工生产线，包括用

于开料的切割件、用于输送红木板的输送装置、用于分隔木板的分隔装置及用于烘干红木

板的烘干装置，所述输送装置包括用于调节木板位置的调节组件和用于运输木板的运输组

件，所述调节组件包括设于所述切割件的工作台上用于倾斜木板的凹槽和用于推动木板倾

倒的推动部件，所述凹槽设有倾斜面和垂直面，且凹槽宽度从上向下逐渐减小，且凹槽最小

宽度大于木板宽度，所述分隔装置包括木板放置架、用于将木板放置到木板放置架上的输

送组件、用于放置临时分隔件的第一放置组件及用于放置分隔件的第二放置组件；通过切

割件将木材切割成木板，切割下来的木板底部将落入凹槽内，由于凹槽设有倾斜面和垂直

面，且凹槽宽度从上向下逐渐减小，则落入到凹槽内的木板将在倾斜面的引导下自动倾倒，

再通过运输组件、第一放置组件以及第二放置组件可以将木板自动分隔摆放好，全程无需

人工，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加工效率。

[0005] 所述第二放置组件包括用于分隔木板的隔板、用于放置所述隔板的放置部件及用

于推动隔板的推动部件；通过隔板可以将每个木板分隔开来，避免木板贴合在一起，提高了

烘干效率。

[0006] 所述放置部件包括放置箱、均匀设于所述放置箱内的隔板放置腔、设于所述隔板

放置腔的推动件及设于所述推动件端部的上料板，所述上料板端部设有弧形弯曲部，所述

隔板放置腔相邻两个的间距和木板厚度相同；通过推动件可以自动完成对隔板的上料补

充，进而实现了全自动，提高了加工效率；上料板端部设有弧形弯曲部便于隔板使用完毕时

补充隔板。

[0007] 所述推动部件包括设于所述放置箱侧壁可供隔板伸出的出口、用于将隔板从出口

推出的推杆及用于驱动推杆移动的推杆驱动部件，所述出口单次只可通过一个隔板；通过

推杆可以将隔板从出口推出，进而插入到木板之间，完成木板的分隔，使得后续烘干效果更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9318299 A

3



好。

[0008] 所述推杆驱动部件包括设于所述推杆端部的连接杆、用于连接所述连接杆的连接

板及驱动连接板前后移动的连接板驱动件；通过驱动件可以一次性将全部隔板插入，提高

了分隔效率。

[0009] 所述推动部件包括设于所述凹槽内壁上的第一安装槽、与所述第一安装槽相配合

的推块及用于推动所述推块的第一弹性件，所述第一弹性件一端固连于推块上，另一端固

连于第一安装槽内壁；当木板下落时，会将推块挤入到第一安装槽内，则通过第一弹性件，

推块将给予木板一个推力，使得木板倾倒，以免木板直立在凹槽内影响后续运输。

[0010] 所述运输组件包括与所述切割件工作台相连的运输架、设于所述运输架上的运输

板、设于所述运输架一侧的第二安装槽、均匀设于所述第二安装槽内可转动的滚轮、均匀设

于所述运输板上转动的运输轮及驱动滚轮转动的滚轮驱动部件，所述运输轮的运输方向偏

向所述滚轮一侧；由于运输轮的运输方向偏向所述滚轮一侧，则在运输轮的运输下将逐渐

向滚轮一侧偏移，使得木板的一侧与滚轮完全贴合，完成对木板方向的调整，以免影响后续

放置，且与第一滚轮贴合，使得木板的运输速度更快，加快了加工效率。

[0011] 综上所述，通过第一放置组件和第二放置组件可以将每个木板自动分隔开来，无

需人工分隔，降低了拉动强度，且提高了加工效率。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图1的A处的放大图。

[0014] 图3为本发明后视示意图。

[0015] 图4为图3的A处的放大图。

[0016] 图5为图3的B处的放大图。

[0017] 图6为切割件的剖视图。

[0018] 图7为图6的A处的放大图。

[0019] 图8为驱动轮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如图1-8所示，一种红木加工生产线，包括切割件1、输送装置、分隔装置及烘干装

置，所述切割件1选用常规的带锯机，用于对木材进行开料，所述输送装置包括调节组件和

运输组件，所述调节组件包括凹槽21、第一安装槽22、推块23及第一弹性件24，所述凹槽21

开设在切割件1的工作台上，位于木板掉落正下方，凹槽21设有倾斜面和垂直面，且凹槽宽

度从上向下逐渐减小，则落入到凹槽内的木板将在倾斜面的引导下自动倾倒，便于运输；所

述第一安装槽22开设在凹槽21的垂直面上，所述推块23可相对第一安装槽22滑动，所述第

一弹性件24选用常规的金属弹簧，一端固定在推块23上，另一端固定在第一安装槽22内，当

木板下落时，会将推块挤入到第一安装槽内，则通过第一弹性件，推块将给予木板一个推

力，使得木板倾倒，以免木板直立在凹槽内影响后续运输。

[0021] 进一步的，所述运输组件包括运输架25、运输板26、第二安装槽27、滚轮28及运输

轮29，所述运输架25固定在切割件工作台侧壁上，所述运输板26固定在运输架25上，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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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装槽27开设在运输架25一侧上，所述滚轮28通过轴转动连接在第二安装槽27内，通过

常规的电机和齿轮（未画出）驱动滚轮转动，所述运输轮29通过轴转动连接于开设在运输板

上供运输轮固定的第三安装槽内，且运输轮29偏向滚轮一侧，则在运输轮的运输下将逐渐

向滚轮一侧偏移，使得木板的一侧与滚轮完全贴合，完成对木板方向的调整，以免影响后续

放置，且与第一滚轮贴合，使得木板的运输速度更快，加快了加工效率。

[0022] 进一步的，所述分隔装置包括木板放置架、输送组件、第一放置组件及第二放置组

件，所述放置架包括底座3、底板31、挡板33及第二弹性件32，所述第二弹性件32选用常规的

金属弹簧，数量优选四个，均匀固定在底座3四角，所述底板31设于底座3正上方，其下表面

与第二弹性件32上端固连，所述挡板33固定在底板31两端，便于叉车运输，通过第二弹性件

可以使底板随着放置木板数量的变化调整底板的高度，以免底板距下落木板的距离过大，

既减少了木板的损伤，还可以使木板的落点更准确，而且保证了底板每次位移的一致性，便

于后续木板分隔。

[0023]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放置组件包括固定架4、转动轴41、驱动轮42、传送带43、临时

隔板44、滑动槽45、第一驱动件46、空腔47、固定杆48及复位件49，所述固定架4数量4个，通

过滑动槽45可相对底座3移动，所述转动轴41一端固定在固定架4上，所述驱动轮42通过轴

承转动连接于转动轴41端部，所述传送带43选用常规的传送带套设在驱动轮42上，所述临

时隔板44均匀固定在传送带43上，临时隔板相邻两个的间距和木板厚度相同，当木板从输

送辊脱离时，将落到临时隔板上，在木板的重力带动下将带动传送带移动，且木板下移的距

离正好带动下一个临时隔板转动到木板上表面，从而完成了对木板的分隔，无需人工分隔，

降低了拉动强度，且提高了加工效率；所述空腔47开设在驱动轮42内部，所述固定杆48设于

空腔47内部，两端固定在转动41端部，所述复位件49选用常规的金属扭簧，其一扭臂固定在

固定杆上，另一端固定在空腔47内壁上，通过复位件和固定杆，可以将转动轴自动复位到初

始位置，从而使得临时隔板回到初始位置，便于对下一组木板进行分隔摆放，所述第一驱动

件46选用常规的气缸，其输出端固定在固定架上，通过第一驱动件可以移动固定架，进而可

以将压在木板间的临时隔板拉出，便于后续运输。

[0024] 进一步的，所述输送组件包括输送辊34和固定辊35，所述输送辊34选用常规的金

属辊，数量2个，转动连接在运输架上，且上下对称设置，且表面设有吸水毛巾，通过吸水毛

巾可以对木板表面的水进行初步处理，便于后续烘干；两者形成的间隙和木板厚度相同通

过常规的电机和皮带驱动，所述固定辊35选用常规的金属辊，转动连接在运输架上，和输送

辊对称设置，则通过设置固定辊可以使木板保持水平运动，避免在运输木板时，木板发生倾

斜使得木板无法正确落在临时隔板上方。

[0025] 所述第二放置组件包括隔板5、放置箱51、隔板放置腔52、推动件53、上料板54、出

口、推杆56、连接杆57、连接板58及连接板驱动件59，所述隔板放置腔52均匀设于所述放置

箱51内，用于放置隔板5，且隔板放置腔相邻两个的间距和木板厚度相同，所述推动件56选

用常规的金属弹簧，固定在隔板放置腔52内壁上，所述上料板54固定在推动件端部，与隔板

相接触，且上料板端部设有弧形弯曲部，则通过推动件可以自动完成对隔板的上料补充，进

而实现了全自动，提高了加工效率；上料板端部设有弧形弯曲部便于隔板使用完毕时补充

隔板；所述出口均匀开设在隔板放置腔52的最右端，且出口同时只可通过一个隔板，所述推

杆56形状大小和隔板5相同，所述连接杆57用于连接推杆，所述连接板58用于连接两个连接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9318299 A

5



杆57，所述连接板驱动件59选用常规的气缸，其输出端固定在连接板58上，通过推杆可以将

隔板从出口推出，进而插入到木板之间，完成木板的分隔，使得后续烘干效果更好。

[0026] 本发明的具体工作流程为：通过切割件将木材切割为木板，切割好的木板在凹槽

21和推块23作用下倾倒，再通过滚轮28和运输轮29对木板位置进行调整运输，然后通过输

送辊34将一块块木板运输到底板31上，且通过临时隔板将木板分隔开来，当底板31降至最

低端时，通过连接板驱动件59将隔板5从出口推出插入到相邻木板间隙中，接着通过第一驱

动件46将临时隔板拉出，然后通过叉车将分隔好木板运输到烘干房进行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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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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