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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

机，包括：基座、工作平台、进料辊、纵向摆刀机

构、纵向切割刀、挡板、横向摆刀机构、横向切割

刀、推料板和出料辊，基座顶部设置有工作平台，

工作平台四周环绕设置有进料辊、推料板、挡板

和出料辊，进料辊上设置有纵向摆刀机构，纵向

摆刀机构上设置有纵向切割刀，出料辊上设置有

横向摆刀机构，横向摆刀机构上设置有横向切割

刀；还包括除尘机构；还公开了一种用于复合板

的自动裁边机的工作方法；一方面采用能够自由

活动的刀具，灵活性强，能够有效应对多品种产

品的生产，功能性强；另一方面对裁边机进行了

除尘设计，既降低了碎料对板材的刮损概率，又

减少了扬尘，提高了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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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基座（1）、工作平台（2）、进料辊

（3）、纵向摆刀机构（4）、纵向切割刀（5）、挡板（6）、横向摆刀机构（7）、横向切割刀（8）、推料

板（9）和出料辊（10），所述基座（1）顶部设置有工作平台（2），所述工作平台（2）一侧设置有

进料辊（3），所述进料辊（3）设置于基座（1）上，所述进料辊（3）靠近工作平台（2）一端设置有

纵向摆刀机构（4），所述纵向摆刀机构（4）设置于基座（1）上，所述纵向摆刀机构（4）上设置

有纵向切割刀（5），所述工作平台（2）远离进料辊（3）一侧设置有挡板（6），所述挡板（6）固定

设置于基座（1）上，所述工作平台（2）与挡板（6）相邻的一侧设置有横向摆刀机构（7），所述

横向摆刀机构（7）设置于基座（1）上，所述横向摆刀机构（7）上设置有横向切割刀（8），所述

横向摆刀机构（7）远离工作平台（2）的一端设置有出料辊（10），所述出料辊（10）设置于基座

（1）上，所述工作平台（2）远离横向摆刀机构（7）的一侧设置有推料板（9），所述推料板（9）固

定设置于基座（1）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纵向摆刀

机构（4）包括固定座（41）、支撑滑轨（42）、刀座滑块（43）、旋转杆（44）、旋转马达（45）、传动

齿轮（46）、传动螺杆（47）和位移马达（48），所述固定座（41）设置于基座（1）上，所述固定座

（41）上设置有支撑滑轨（42），所述支撑滑轨（42）上滑动设置有刀座滑块（43），所述刀座滑

块（43）上固定设置有旋转马达（45），所述旋转马达（45）连接设置有旋转杆（44），所述旋转

杆（44）上设置有传动齿轮（46）；所述固定座（41）上设置有传动螺杆（47），所述传动螺杆

（47）与固定座（41）通过轴承连接，所述传动螺杆（47）一端连接设置有位移马达（48），所述

传动螺杆（47）与传动齿轮（46）接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刀座滑块

（43）上设置有限位挡板（49），所述限位挡板（49）设置于旋转杆（44）两侧。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传动螺杆

（47）一侧设置有摩擦固定杆（410），所述摩擦固定杆（410）固定设置于固定座（41）上，所述

摩擦固定杆（410）与旋转杆（44）接触。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旋转马达

（45）连接设置有控制面板（411），所述控制面板（411）固定设置于基座（1）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工作平台

（2）底部设置有除尘机构（11），所述除尘机构（11）包括碎料斗（111）、吸尘口（112）、袋式除

尘器（113）和压料机（114），所述工作平台（2）底部设置有碎料斗（111），所述碎料斗（111）底

部连接设置有压料机（114），所述压料机（114）固定设置于基座（1）上，所述碎料斗（111）一

侧设置有吸尘口（112），所述吸尘口（112）设置于工作平台（2）顶部和底部，所述吸尘口

（112）连接设置有袋式除尘器（113），所述袋式除尘器（113）设置于基座（1）上，所述袋式除

尘器（113）与压料机（114）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压料机

（114）输出口设置有废料盒，所述废料盒采用封装盒体。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工作平台

（2）上设置有便于移动的滚子。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机的工作方法，包括送料、调整刀

具位置、切割和出料，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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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所述进料辊（3）带动板料进入工作平台（2）；

步骤二：所述纵向摆刀机构（4）控制纵向切割刀（5）移动、所述进料辊（3）持续送料，所

述纵向切割刀（5）接触板料，切割板料；

步骤三：所述进料辊（3）持续送料，所述挡板（6）阻挡板料并限位，所述横向摆刀机构

（7）控制横向切割刀（8）移动，所述推料板（9）推出板料，所述横向切割刀（8）接触板料，切割

板料；

步骤四：所述推料板（9）持续推出板料，所述出料辊（10）接触板料，所述出料辊（10）送

出板料。

10.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机的摆刀方法，包括位移和限

位，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所述旋转马达（45）启动，所述旋转杆（44）受力旋转，所述旋转杆（44）控制传动

齿轮（46）接触传动螺杆（47），所述旋转马达（45）关闭；所述位移马达（48）启动，所述传动螺

杆（47）与传动齿轮（46）传动，所述刀座滑块（43）沿支撑滑轨（42）移动；

步骤二：所述旋转马达（45）再次启动，所述旋转杆（44）脱离传动螺杆（47），所述旋转杆

（44）接触摩擦固定杆（410），所述旋转杆（44）与摩擦固定杆（410）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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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机及其工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切割设备及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机及其工

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人造板是以木质原料或其它植物纤维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板材，具有原料来源

广泛、物理稳定性强，不存在树节、虫眼、开裂等天然缺陷的优点，其已经逐步代替天然木

材，成为木材市场中的一大支柱。其具有幅面大、结构均匀、强度高、尺寸稳定变形小、易于

切削加工、板边坚固、表面平整、便于直接胶贴和涂饰等优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造板

一直是发展最快的品种。而作为生产人造板的重要设备，裁边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0003] 然而，由于人造板通常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产品竞争力，各企业在人造板的生产设

备的研究上大多没有投入太多精力，因此，现在的纤维板的生产设备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

处。例如，现在的裁边机仍然使用固定的刀具，只能切割固定形状，不适用于多种类、大规模

生产，在高端定制领域弱，同时现在的裁边机大多没有很好的防护设备，容易对工人造成健

康上的影响，安全性差。因此，本申请就以上问题，对裁边机进行了创新和改进。

[0004] 现在的裁边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现在的裁边机仍然使用固定的刀具，只能切割固定形状，不适用于多种类、大规模生

产，在高端定制领域弱。

[0005] 2、现在的裁边机大多没有很好的防护设备，容易对工人造成健康上的影响，安全

性差。

发明内容

[0006] 发明目的：为了克服以上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

机及其工作方法，一方面采用能够自由活动的刀具，灵活性强，能够有效应对多品种产品的

生产，功能性强；另一方面对裁边机进行了除尘设计，既降低了碎料对板材的刮损概率，又

减少了扬尘，提高了环境安全。

[0007] 技术方案：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机，包

括：基座、工作平台、进料辊、纵向摆刀机构、纵向切割刀、挡板、横向摆刀机构、横向切割刀、

推料板和出料辊，所述基座顶部设置有工作平台，所述工作平台一侧设置有进料辊，所述进

料辊设置于基座上，所述进料辊靠近工作平台一端设置有纵向摆刀机构，所述纵向摆刀机

构设置于基座上，所述纵向摆刀机构上设置有纵向切割刀，所述工作平台远离进料辊一侧

设置有挡板，所述挡板固定设置于基座上，所述工作平台与挡板相邻的一侧设置有横向摆

刀机构，所述横向摆刀机构设置于基座上，所述横向摆刀机构上设置有横向切割刀，所述横

向摆刀机构远离工作平台的一端设置有出料辊，所述出料辊设置于基座上，所述工作平台

远离横向摆刀机构的一侧设置有推料板，所述推料板固定设置于基座上。

[0008] 本发明中所述裁边机的设置，其采用了能够自由活动的刀具，灵活性强，能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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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多品种产品的生产，功能性强。

[0009] 本发明中所述的纵向摆刀机构包括固定座、支撑滑轨、刀座滑块、旋转杆、旋转马

达、传动齿轮、传动螺杆和位移马达，所述固定座设置于基座上，所述固定座上设置有支撑

滑轨，所述支撑滑轨上滑动设置有刀座滑块，所述刀座滑块上固定设置有旋转马达，所述旋

转马达连接设置有旋转杆，所述旋转杆上设置有传动齿轮；所述固定座上设置有传动螺杆，

所述传动螺杆与固定座通过轴承连接，所述传动螺杆一端连接设置有位移马达，所述传动

螺杆与传动齿轮接触。

[0010] 本发明中所述的横向摆刀机构与纵向摆刀机构结构相同。

[0011] 本发明中所述摆刀机构的设置，结构简单，移动快速，实用性强。

[0012] 本发明中所述的刀座滑块上设置有限位挡板，所述限位挡板设置于旋转杆两侧。

[0013] 本发明中所述的传动螺杆一侧设置有摩擦固定杆，所述摩擦固定杆固定设置于固

定座上，所述摩擦固定杆与旋转杆接触。

[0014] 本发明中所述的旋转马达连接设置有控制面板，所述控制面板固定设置于基座

上。

[0015] 本发明中所述的工作平台底部设置有除尘机构，所述除尘机构包括碎料斗、吸尘

口、袋式除尘器和压料机，所述工作平台底部设置有碎料斗，所述碎料斗底部连接设置有压

料机，所述压料机固定设置于基座上，所述碎料斗一侧设置有吸尘口，所述吸尘口设置于工

作平台顶部和底部，所述吸尘口连接设置有袋式除尘器，所述袋式除尘器设置于基座上，所

述袋式除尘器与压料机连接。

[0016] 本发明中所述除尘机构的设置，其进行了除尘设计，既降低了碎料对板材的刮损

概率，又减少了扬尘，提高了环境安全。

[0017] 本发明中所述的压料机输出口设置有废料盒，所述废料盒采用封装盒体。

[0018] 本发明中所述废料盒的设置，避免了扬尘，提高了生产安全。

[0019] 本发明中所述的工作平台上设置有便于移动的滚子。

[0020] 本发明中所述工作平台的设置，提高了板材的输送能力，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卡料造成的生产事故。

[0021] 本发明中所述的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机的工作方法，包括送料、调整刀具

位置、切割和出料，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所述进料辊带动板料进入工作平台；

步骤二：所述纵向摆刀机构控制纵向切割刀移动、所述进料辊持续送料，所述纵向切割

刀接触板料，切割板料；

步骤三：所述进料辊持续送料，所述挡板阻挡板料并限位，所述横向摆刀机构控制横向

切割刀移动，所述推料板推出板料，所述横向切割刀接触板料，切割板料；

步骤四：所述推料板持续推出板料，所述出料辊接触板料，所述出料辊送出板料。

[0022] 本发明中所述的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机的摆刀方法，包括位移和限位，具

体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所述旋转马达启动，所述旋转杆受力旋转，所述旋转杆控制传动齿轮接触传动

螺杆，所述旋转马达关闭；所述位移马达启动，所述传动螺杆与传动齿轮传动，所述刀座滑

块沿支撑滑轨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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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所述旋转马达再次启动，所述旋转杆脱离传动螺杆，所述旋转杆接触摩擦固定

杆，所述旋转杆与摩擦固定杆卡死。

[0023] 上述技术方案可以看出，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中所述的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机及其工作方法，其采用了能够自由活

动的刀具，灵活性强，能够有效应对多品种产品的生产，功能性强。

[0024] 2、本发明中所述的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机及其工作方法，其进行了除尘设

计，既降低了碎料对板材的刮损概率，又减少了扬尘，提高了环境安全。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摆刀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摆刀机构的结构示意剖视图；

图4为本发明除尘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中：基座-1、工作平台-2、进料辊-3、纵向摆刀机构-4、固定座-41、支撑滑轨-42、刀座

滑块-43、旋转杆-44、旋转马达-45、传动齿轮-46、传动螺杆-47、位移马达-48、限位挡板-

49、摩擦固定杆-410、控制面板-411、纵向切割刀-5、挡板-6、横向摆刀机构-7、横向切割刀-

8、推料板-9、出料辊-10、除尘机构-11、碎料斗-111、吸尘口-112、袋式除尘器-113、压料机-

114。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

[0027] 实施例1

如图1-4所示的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机，包括：基座1、工作平台2、进料辊3、纵向

摆刀机构4、纵向切割刀5、挡板6、横向摆刀机构7、横向切割刀8、推料板9和出料辊10，所述

基座1顶部设置有工作平台2，所述工作平台2一侧设置有进料辊3，所述进料辊3设置于基座

1上，所述进料辊3靠近工作平台2一端设置有纵向摆刀机构4，所述纵向摆刀机构4设置于基

座1上，所述纵向摆刀机构4上设置有纵向切割刀5，所述工作平台2远离进料辊3一侧设置有

挡板6，所述挡板6固定设置于基座1上，所述工作平台2与挡板6相邻的一侧设置有横向摆刀

机构7，所述横向摆刀机构7设置于基座1上，所述横向摆刀机构7上设置有横向切割刀8，所

述横向摆刀机构7远离工作平台2的一端设置有出料辊10，所述出料辊10设置于基座1上，所

述工作平台2远离横向摆刀机构7的一侧设置有推料板9，所述推料板9固定设置于基座1上。

[0028]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纵向摆刀机构4包括固定座41、支撑滑轨42、刀座滑块43、旋转

杆44、旋转马达45、传动齿轮46、传动螺杆47和位移马达48，所述固定座41设置于基座1上，

所述固定座41上设置有支撑滑轨42，所述支撑滑轨42上滑动设置有刀座滑块43，所述刀座

滑块43上固定设置有旋转马达45，所述旋转马达45连接设置有旋转杆44，所述旋转杆44上

设置有传动齿轮46；所述固定座41上设置有传动螺杆47，所述传动螺杆47与固定座41通过

轴承连接，所述传动螺杆47一端连接设置有位移马达48，所述传动螺杆47与传动齿轮46接

触。

[0029]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刀座滑块43上设置有限位挡板49，所述限位挡板49设置于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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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44两侧。

[0030]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传动螺杆47一侧设置有摩擦固定杆410，所述摩擦固定杆410固

定设置于固定座41上，所述摩擦固定杆410与旋转杆44接触。

[0031]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旋转马达45连接设置有控制面板411，所述控制面板411固定设

置于基座1上。

[0032]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工作平台2底部设置有除尘机构11，所述除尘机构11包括碎料

斗111、吸尘口112、袋式除尘器113和压料机114，所述工作平台2底部设置有碎料斗111，所

述碎料斗111底部连接设置有压料机114，所述压料机114固定设置于基座1上，所述碎料斗

111一侧设置有吸尘口112，所述吸尘口112设置于工作平台2顶部和底部，所述吸尘口112连

接设置有袋式除尘器113，所述袋式除尘器113设置于基座1上，所述袋式除尘器113与压料

机114连接。

[0033]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压料机114输出口设置有废料盒，所述废料盒采用封装盒体。

[0034]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工作平台2上设置有便于移动的滚子。

[0035]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机的工作方法，包括送料、调整刀

具位置、切割和出料，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所述进料辊3带动板料进入工作平台2；

步骤二：所述纵向摆刀机构4控制纵向切割刀5移动、所述进料辊3持续送料，所述纵向

切割刀5接触板料，切割板料；

步骤三：所述进料辊3持续送料，所述挡板6阻挡板料并限位，所述横向摆刀机构7控制

横向切割刀8移动，所述推料板9推出板料，所述横向切割刀8接触板料，切割板料；

步骤四：所述推料板9持续推出板料，所述出料辊10接触板料，所述出料辊10送出板料。

[0036]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机的摆刀方法，包括位移和限位，

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所述旋转马达45启动，所述旋转杆44受力旋转，所述旋转杆44控制传动齿轮46

接触传动螺杆47，所述旋转马达45关闭；所述位移马达48启动，所述传动螺杆47与传动齿轮

46传动，所述刀座滑块43沿支撑滑轨42移动；

步骤二：所述旋转马达45再次启动，所述旋转杆44脱离传动螺杆47，所述旋转杆44接触

摩擦固定杆410，所述旋转杆44与摩擦固定杆410卡死。

[0037] 实施例2

如图1-3所示的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机，包括：基座1、工作平台2、进料辊3、纵向

摆刀机构4、纵向切割刀5、挡板6、横向摆刀机构7、横向切割刀8、推料板9和出料辊10，所述

基座1顶部设置有工作平台2，所述工作平台2一侧设置有进料辊3，所述进料辊3设置于基座

1上，所述进料辊3靠近工作平台2一端设置有纵向摆刀机构4，所述纵向摆刀机构4设置于基

座1上，所述纵向摆刀机构4上设置有纵向切割刀5，所述工作平台2远离进料辊3一侧设置有

挡板6，所述挡板6固定设置于基座1上，所述工作平台2与挡板6相邻的一侧设置有横向摆刀

机构7，所述横向摆刀机构7设置于基座1上，所述横向摆刀机构7上设置有横向切割刀8，所

述横向摆刀机构7远离工作平台2的一端设置有出料辊10，所述出料辊10设置于基座1上，所

述工作平台2远离横向摆刀机构7的一侧设置有推料板9，所述推料板9固定设置于基座1上。

[0038]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纵向摆刀机构4包括固定座41、支撑滑轨42、刀座滑块43、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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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44、旋转马达45、传动齿轮46、传动螺杆47和位移马达48，所述固定座41设置于基座1上，

所述固定座41上设置有支撑滑轨42，所述支撑滑轨42上滑动设置有刀座滑块43，所述刀座

滑块43上固定设置有旋转马达45，所述旋转马达45连接设置有旋转杆44，所述旋转杆44上

设置有传动齿轮46；所述固定座41上设置有传动螺杆47，所述传动螺杆47与固定座41通过

轴承连接，所述传动螺杆47一端连接设置有位移马达48，所述传动螺杆47与传动齿轮46接

触。

[0039]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刀座滑块43上设置有限位挡板49，所述限位挡板49设置于旋转

杆44两侧。

[0040]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传动螺杆47一侧设置有摩擦固定杆410，所述摩擦固定杆410固

定设置于固定座41上，所述摩擦固定杆410与旋转杆44接触。

[0041]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旋转马达45连接设置有控制面板411，所述控制面板411固定设

置于基座1上。

[0042] 实施3

如图1和4所示的一种用于复合板的自动裁边机，包括：基座1、工作平台2、进料辊3、纵

向摆刀机构4、纵向切割刀5、挡板6、横向摆刀机构7、横向切割刀8、推料板9和出料辊10，所

述基座1顶部设置有工作平台2，所述工作平台2一侧设置有进料辊3，所述进料辊3设置于基

座1上，所述进料辊3靠近工作平台2一端设置有纵向摆刀机构4，所述纵向摆刀机构4设置于

基座1上，所述纵向摆刀机构4上设置有纵向切割刀5，所述工作平台2远离进料辊3一侧设置

有挡板6，所述挡板6固定设置于基座1上，所述工作平台2与挡板6相邻的一侧设置有横向摆

刀机构7，所述横向摆刀机构7设置于基座1上，所述横向摆刀机构7上设置有横向切割刀8，

所述横向摆刀机构7远离工作平台2的一端设置有出料辊10，所述出料辊10设置于基座1上，

所述工作平台2远离横向摆刀机构7的一侧设置有推料板9，所述推料板9固定设置于基座1

上。

[0043]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工作平台2底部设置有除尘机构11，所述除尘机构11包括碎料

斗111、吸尘口112、袋式除尘器113和压料机114，所述工作平台2底部设置有碎料斗111，所

述碎料斗111底部连接设置有压料机114，所述压料机114固定设置于基座1上，所述碎料斗

111一侧设置有吸尘口112，所述吸尘口112设置于工作平台2顶部和底部，所述吸尘口112连

接设置有袋式除尘器113，所述袋式除尘器113设置于基座1上，所述袋式除尘器113与压料

机114连接。

[0044]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压料机114输出口设置有废料盒，所述废料盒采用封装盒体。

[004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这些改进也应视为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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