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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防爆边的菜板铣边装置及其铣边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菜板加工设备及方法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菜板铣边砂光生产线及其生产方

法；通过输送带输送矩形菜板，使菜板的一侧边

缘露出，分别经过砂光装置和铣边装置，实现菜

板边缘砂光和铣边的一体化流水线作业，相比传

统的菜板铣边砂光方式中需要将菜板压紧固定

的方式，能够大大提高菜板加工的效率，提高单

位时间的产量。在铣边方法上，为了避免铣边过

程中造成菜板爆边开裂，每个刀轮只铣菜板边缘

的三分之二，即当第一上刀轮铣完前三分之二的

上边缘后通过气缸带动第一上刀轮与菜板边缘

分离，再通过第二上刀轮铣后三分之二的上边

缘，由于两个刀轮转向相反，可避免菜板爆边开

裂，且保证菜板边缘得到完全、均匀地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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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爆边的菜板铣边装置的铣边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铣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输送带带动菜板向前方移动，通过第一上刀轮对菜板一侧边上沿的前三分之二

进行铣边；再通过第一下刀轮对菜板一侧边下沿的前三分之二进行铣边；

步骤2：输送带继续带动菜板向前方移动，通过第二上刀轮以与第一上刀轮相反的转向

对菜板一侧边上沿的后三分之二进行铣边；再通过第二下刀轮以与第一下刀轮相反的转向

对菜板一侧边下沿的后三分之二进行铣边；

所述输送带上设有限位装置，使菜板在输送带上向前输送时，菜板的一侧边露出输送

带的边缘；

所述铣边装置包括基座、第一上刀轮、第一气缸、第一下刀轮、第二气缸、第二上刀轮、

第三气缸和第二下刀轮和第四气缸；所述第一上刀轮通过第一气缸连接于基座，所述第一

下刀轮通过第二气缸连接于基座，所述第二上刀轮通过第三气缸连接于基座，所述第二下

刀轮通过第四气缸连接于基座；

所述第一上刀轮与第一下刀轮的转向相反，所述第一上刀轮与第二上刀轮的转向相

反，所述第一上刀轮与第二下刀轮的转向相同；

所述第一下刀轮位于第一上刀轮相对于输送带的输送方向的前下方，所述第二上刀轮

位于第一下刀轮相对于输送带输送方向的前上方，所述第二下刀轮位于第二上刀轮相对于

输送带输送方向的前下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爆边的菜板铣边装置的铣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下刀轮的直径小于第一上刀轮的直径，所述第二下刀轮的直径小于第二上刀轮的直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爆边的菜板铣边装置的铣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气缸、第二气缸、第三气缸和第四气缸的移动方向均为与输送带输送方向垂直的水平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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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爆边的菜板铣边装置及其铣边方法

[0001] 本案是以申请日为2019年09月11日，申请号为201910856864.6，名称为一种菜板

铣边砂光生产线及其生产方法的发明专利为母案而进行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菜板加工设备及方法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菜板铣边砂光生产线及

其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3] 在竹制菜板的加工过程中，当竹料加工成矩形板后，需要经过铣边和砂光，然后再

上漆烘干；而菜板的铣边砂光加工过程是菜板加工的重要环节，如何使菜板边缘平整光滑

无毛刺，是菜板成品质量的关键，菜板铣边和砂光的传统工艺是通过压块将待加工的菜板

固定在工作台上，再通过铣边和砂光装置对菜板边缘铣边砂光，无法实现流水线作业，因此

效率较低，这是考虑到如果采用流水线作业，通过铣刀单向铣边会使竹菜板爆边开裂，造成

菜板的报废。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不会使菜板爆边开裂的高效流水线的菜

板铣边砂光生产线及生产方法。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本发明涉及一种菜板铣边砂光生产线，包括输送带、第一砂光装置和铣边装置；

[0007] 所述第一砂光装置和铣边装置依次设置在输送带输送方向的侧部；

[0008] 所述第一砂光装置包括滚动的砂带，通过滚动的砂带接触通过输送带的菜板边缘

进行第一次砂光；

[0009] 所述铣边装置包括基座、第一上刀轮、第一气缸、第一下刀轮、第二气缸、第二上刀

轮、第三气缸和第二上刀轮和第四气缸；所述第一上刀轮通过第一气缸连接于基座，所述第

一下刀轮通过第二气缸连接于基座，所述第二上刀轮通过第三气缸连接于基座，所述第二

下刀轮通过第四气缸连接于基座；

[0010] 所述第一上刀轮与第一下刀轮的转向相反，所述第一上刀轮与第二上刀轮的转向

相反，所述第一上刀轮与第二下刀轮的转向相同。

[0011] 其中，所述第一下刀轮位于第一上刀轮相对于输送带的输送方向的前下方，所述

第二上刀轮位于第一下刀轮相对于输送带输送方向的前上方，所述第二下刀轮位于第二上

刀轮相对于输送带输送方向的前下方。

[0012] 其中，所述铣边装置相对于输送带输送方向的前方还设有第二砂光装置，所述第

二砂光装置包括轴向为竖直方向的圆筒刷，所述圆筒刷上固定有砂纸。

[0013] 其中，所述圆筒刷的外部设有外罩，所述外罩与吸尘管道连通。

[0014] 其中，所述砂纸与圆筒刷的刷毛交错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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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其中，所述第一下刀轮的直径小于第一上刀轮的直径，所述第二下刀轮的直径小

于第二上刀轮的直径。

[0016] 其中，所述第一气缸、第二气缸、第三气缸和第四气缸的移动方向均为与输送带输

送方向垂直的水平方向。

[0017] 本发明还涉及一种菜板铣边砂光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8] 步骤1：输送带带动菜板向前方移动，使得菜板一侧边接触第一砂光装置的砂带，

通过砂带的摩擦去除菜板边缘的毛刺；

[0019] 步骤2：输送带继续带动菜板向前方移动，通过第一上刀轮对菜板一侧边上沿的前

三分之二进行铣边；再通过第一下刀轮对菜板一侧边下沿的前三分之二进行铣边；

[0020] 步骤3：输送带继续带动菜板向前方移动，通过第二上刀轮以与第一上刀轮相反的

转向对菜板一侧边上沿的后三分之二进行铣边；再通过第二下刀轮以与第一下刀轮相反的

转向对菜板一侧边下沿的后三分之二进行铣边。

[0021] 其中，所述步骤3之后，还包括：

[0022] 步骤4：通过第二砂光装置的圆筒刷的转动刷去菜板边缘的碎屑，通过砂纸打磨菜

板边缘至光滑。

[0023] 其中，所述步骤4具体为：通过第二砂光装置的圆筒刷的转动刷去菜板边缘的木

屑，通过砂纸打磨菜板边缘至光滑，通过圆筒刷刷下的碎屑通过外罩收集，并通过吸尘管道

吸除。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提供的菜板铣边砂光生产线结构中，通过输送带

输送矩形菜板，使菜板的一侧边缘露出，分别经过砂光装置和铣边装置，实现菜板边缘砂光

和铣边的一体化流水线作业，相比传统的菜板铣边砂光方式中需要将菜板压紧固定的方

式，能够大大提高菜板加工的效率，提高单位时间的产量，在铣边装置结构中，通过设置4个

由气缸带动的刀轮，包括2个上刀轮和2个下刀轮，2个上刀轮转向相反，2个下刀轮转向相

反，在铣边方法上，为了避免铣边过程中造成菜板爆边开裂，每个刀轮只铣菜板边缘的三分

之二，即当第一上刀轮铣完前三分之二的上边缘后通过气缸带动第一上刀轮与菜板边缘分

离，再通过第二上刀轮铣后三分之二的上边缘，由于两个刀轮转向相反，可避免菜板爆边开

裂，且保证菜板边缘得到完全、均匀地铣边。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一种菜板砂光生产线去除外罩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一种菜板砂光生产线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一种菜板砂光生产线的铣边原理示意图；

[0028] 标号说明：

[0029] 1、输送带；2、第一砂光装置；3、铣边装置；31、基座；32、第一上刀轮；33、第一下刀

轮；34、第二上刀轮；35、第二下刀轮；36、第一气缸；37、第二气缸；38、第三气缸；39、第四气

缸；4、第二砂光装置；41、圆筒刷；42、砂纸；43、外罩；5、菜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详细说明本发明的技术内容、所实现目的及效果，以下结合实施方式并配合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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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予以说明。

[0031] 本发明最关键的构思在于：实现菜板边缘砂光和铣边的流水线作业，铣边装置设

计4个刀轮，分别铣菜板上边缘或下边缘的三分之二区域。

[0032] 请参照图1至图3，本发明涉及一种菜板铣边砂光生产线，包括输送带1、第一砂光

装置2和铣边装置3；

[0033] 所述第一砂光装置2和铣边装置3依次设置在输送带1输送方向的侧部；

[0034] 所述第一砂光装置2包括滚动的砂带，通过滚动的砂带接触通过输送带1的菜板边

缘进行第一次砂光；

[0035] 所述铣边装置3包括基座31、第一上刀轮32、第一气缸36、第一下刀轮33、第二气缸

37、第二上刀轮34、第三气缸38和第二上刀轮34和第四气缸39；所述第一上刀轮32通过第一

气缸36连接于基座31，所述第一下刀轮33通过第二气缸37连接于基座31，所述第二上刀轮

34通过第三气缸38连接于基座31，所述第二下刀轮35通过第四气缸39连接于基座31；

[0036] 所述第一上刀轮32与第一下刀轮33的转向相反，所述第一上刀轮32与第二上刀轮

34的转向相反，所述第一上刀轮32与第二下刀轮35的转向相同。

[0037] 上述菜板铣边砂光生产线的工作原理及补充说明：菜板通过输送带1向前输送，先

经过第一砂光装置2进行菜板边缘的砂光，然后经过铣边装置3，通过4个刀轮对菜板一侧的

上下边缘进行铣边，在铣边过程中，先通过第一上刀轮32铣菜板一侧前三分之二的上边缘，

再通过第一下刀轮33铣菜板一侧前三分之二的上边缘，再通过第二上刀轮34铣菜板一侧后

三分之二的上边缘，再通过第二下刀轮35铣菜板一侧后三分之二的下边缘，完成铣边，本发

明保护的是菜板单侧边缘的砂光和铣边生产线，实际生产设备还包括自动旋转菜板的机

构，从而使菜板的4个边缘都得到流水线的砂光和铣边。

[0038] 上述菜板铣边砂光生产线结构中，通过输送带1输送矩形菜板，使菜板的一侧边缘

露出，分别经过砂光装置和铣边装置3，实现菜板边缘砂光和铣边的一体化流水线作业，相

比传统的菜板铣边砂光方式中需要将菜板压紧固定的方式，能够大大提高菜板加工的效

率，提高单位时间的产量，在铣边装置3结构中，通过设置4个由气缸带动的刀轮，包括2个上

刀轮和2个下刀轮，2个上刀轮转向相反，2个下刀轮转向相反，在铣边方法上，为了避免铣边

过程中造成菜板爆边开裂，每个刀轮只铣菜板边缘的三分之二，即当第一上刀轮32铣完前

三分之二的上边缘后通过气缸带动第一上刀轮32与菜板边缘分离，再通过第二上刀轮34铣

后三分之二的上边缘，由于两个刀轮转向相反，可避免菜板爆边开裂，且保证菜板边缘得到

完全、均匀地铣边。

[0039] 进一步的，上述菜板铣边砂光生产线结构中，所述第一下刀轮33位于第一上刀轮

32相对于输送带1的输送方向的前下方，所述第二上刀轮34位于第一下刀轮33相对于输送

带1输送方向的前上方，所述第二下刀轮35位于第二上刀轮34相对于输送带1输送方向的前

下方。

[0040] 由上述描述可知，第一上刀轮32与第一下刀轮33的位置错开，第二上刀轮34与第

二下刀轮35的位置错开，可避免上下同时铣边，这样可进一步避免菜板瞬间承受过大的摩

擦力而爆边。

[0041] 进一步的，上述菜板铣边砂光生产线结构中，所述铣边装置3相对于输送带1输送

方向的前方还设有第二砂光装置4，所述第二砂光装置4包括轴向为竖直方向的圆筒刷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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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圆筒刷41上固定有砂纸42。

[0042] 由上述描述可知，通过在铣边装置3的前方设置第二砂光装置4，使得经过铣边后

的碎屑通过圆筒刷41刷除，并通过砂纸42再次砂光。

[0043] 进一步的，上述菜板铣边砂光生产线结构中，所述圆筒刷41的外部设有外罩43，所

述外罩43与吸尘管道连通。

[0044] 由上述描述可知，通过在圆筒刷41的外部设置外罩43，外罩43与吸尘管道连通，使

得通过圆筒刷41刷下的碎屑可集中通过吸尘管道排走，避免碎屑污染厂房。

[0045] 进一步的，上述菜板铣边砂光生产线结构中，所述砂纸42与圆筒刷41的刷毛交错

设置。

[0046] 由上述描述可知，砂纸42和圆筒刷41的刷毛交错设置，可在扫除碎屑的同时使菜

板5边缘砂光。

[0047] 进一步的，上述菜板铣边砂光生产线结构中，所述第一下刀轮33的直径小于第一

上刀轮32的直径，所述第二下刀轮35的直径小于第二上刀轮34的直径。

[0048] 进一步的，上述菜板铣边砂光生产线结构中，所述第一气缸36、第二气缸37、第三

气缸38和第四气缸39的移动方向均为与输送带1输送方向垂直的水平方向。

[0049] 本发明还涉及一种菜板铣边砂光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0] 步骤1：输送带1带动菜板向前方移动，使得菜板一侧边接触第一砂光装置2的砂

带，通过砂带的摩擦去除菜板边缘的毛刺；

[0051] 步骤2：输送带1继续带动菜板向前方移动，通过第一上刀轮32对菜板一侧边上沿

的前三分之二进行铣边；再通过第一下刀轮33对菜板一侧边下沿的前三分之二进行铣边；

[0052] 步骤3：输送带1继续带动菜板向前方移动，通过第二上刀轮34以与第一上刀轮32

相反的转向对菜板一侧边上沿的后三分之二进行铣边；再通过第二下刀轮35以与第一下刀

轮33相反的转向对菜板一侧边下沿的后三分之二进行铣边。

[0053] 进一步的，上述菜板铣边砂光的生产方法中，所述步骤3之后，还包括：

[0054] 步骤4：通过第二砂光装置4的圆筒刷41的转动刷去菜板边缘的碎屑，通过砂纸42

打磨菜板边缘至光滑。

[0055] 进一步的，上述菜板铣边砂光的生产方法中，所述步骤4具体为：通过第二砂光装

置4的圆筒刷41的转动刷去菜板边缘的木屑，通过砂纸42打磨菜板边缘至光滑，通过圆筒刷

41刷下的碎屑通过外罩43收集，并通过吸尘管道吸除。

[0056] 实施例1

[0057] 一种菜板铣边砂光生产线，包括输送带1、第一砂光装置2和铣边装置3；所述第一

砂光装置2和铣边装置3依次设置在输送带1输送方向的侧部；所述第一砂光装置2包括滚动

的砂带，通过滚动的砂带接触通过输送带1的菜板边缘进行第一次砂光；所述铣边装置3包

括基座31、第一上刀轮32、第一气缸36、第一下刀轮33、第二气缸37、第二上刀轮34、第三气

缸38和第二上刀轮34和第四气缸39；所述第一上刀轮32通过第一气缸36连接于基座31，所

述第一下刀轮33通过第二气缸37连接于基座31，所述第二上刀轮34通过第三气缸38连接于

基座31，所述第二下刀轮35通过第四气缸39连接于基座31；所述第一上刀轮32与第一下刀

轮33的转向相反，所述第一上刀轮32与第二上刀轮34的转向相反，所述第一上刀轮32与第

二下刀轮35的转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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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所述第一下刀轮33位于第一上刀轮32相对于输送带1的输送方向的前下方，所述

第二上刀轮34位于第一下刀轮33相对于输送带1输送方向的前上方，所述第二下刀轮35位

于第二上刀轮34相对于输送带1输送方向的前下方。所述铣边装置3相对于输送带1输送方

向的前方还设有第二砂光装置4，所述第二砂光装置4包括轴向为竖直方向的圆筒刷41，所

述圆筒刷41上固定有砂纸42。所述圆筒刷41的外部设有外罩43，所述外罩43与吸尘管道连

通。所述砂纸42与圆筒刷41的刷毛交错设置。所述第一下刀轮33的直径小于第一上刀轮32

的直径，所述第二下刀轮35的直径小于第二上刀轮34的直径。所述第一气缸36、第二气缸

37、第三气缸38和第四气缸39的移动方向均为与输送带1输送方向垂直的水平方向。

[0059] 实施例2

[0060] 一种菜板铣边砂光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1] 步骤1：输送带1带动菜板向前方移动，使得菜板一侧边接触第一砂光装置2的砂

带，通过砂带的摩擦去除菜板边缘的毛刺；

[0062] 步骤2：输送带1继续带动菜板向前方移动，通过第一上刀轮32对菜板一侧边上沿

的前三分之二进行铣边；再通过第一下刀轮33对菜板一侧边下沿的前三分之二进行铣边；

[0063] 步骤3：输送带1继续带动菜板向前方移动，通过第二上刀轮34以与第一上刀轮32

相反的转向对菜板一侧边上沿的后三分之二进行铣边；再通过第二下刀轮35以与第一下刀

轮33相反的转向对菜板一侧边下沿的后三分之二进行铣边；

[0064] 步骤4：通过第二砂光装置4的圆筒刷41的转动刷去菜板边缘的木屑，通过砂纸42

打磨菜板边缘至光滑，通过圆筒刷41刷下的碎屑通过外罩43收集，并通过吸尘管道吸除。

[0065]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菜板铣边砂光生产线结构中，通过输送带输送矩形菜板，

使菜板的一侧边缘露出，分别经过砂光装置和铣边装置，实现菜板边缘砂光和铣边的一体

化流水线作业，相比传统的菜板铣边砂光方式中需要将菜板压紧固定的方式，能够大大提

高菜板加工的效率，提高单位时间的产量，在铣边装置结构中，通过设置4个由气缸带动的

刀轮，包括2个上刀轮和2个下刀轮，2个上刀轮转向相反，2个下刀轮转向相反，在铣边方法

上，为了避免铣边过程中造成菜板爆边开裂，每个刀轮只铣菜板边缘的三分之二，即当第一

上刀轮铣完前三分之二的上边缘后通过气缸带动第一上刀轮与菜板边缘分离，再通过第二

上刀轮铣后三分之二的上边缘，由于两个刀轮转向相反，可避免菜板爆边开裂，且保证菜板

边缘得到完全、均匀地铣边。

[006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同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

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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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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