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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PROCESSING LINE FOR ROUND TIMBER

(54) 发明名称：圆木加工流水线

/ Fig.

(57) Abstract: Disclosed i s a processing line for round timber, comprising a conveying device (1) for feeding, a flipping device (2)
for centring the round timber in a rotating manner, a bottom bark planing device (3) for planing the bottom of the round timber, a
round timber cutting saw (4) for cutting the round timber in the axial direction of the round timber, and a board sorting device (5) for

torn bark planing device, the round timber cutting saw and the board sorting device are sequentially arranged in the advancing direc -
tion of round timber processing; and the board sorting device (5) further comprises a first automatic feeding device (6) for conveying
the middle timber boards and a second automatic feeding device (7) for conveying the edge timber boards, the first automatic feed -
ing device and the second automatic feeding device being arranged on two sides of the timber sorting device, and timber squaring
saws (8, 9) for cutting the timber boards again are arranged at the outlet of the first automatic feeding device (6) and the outlet of the
second automatic feeding device (7).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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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一种圆木加工流水线，包括沿圆木加工行进方向依次设置的用于上料的输送装置 （1) 、对圆木进行转动找
中的翻转装置 （2 ) 、对圆木底部进行刨平面的刨底皮装置 （3 ) 、对圆木沿其轴向进行切割分片的圆木分片
锯 （4 ) 、对圆木中间木片和边缘木片进行分选的板料分选装置 （5 ) ，该板料分选装置 （5 ) 还包括设置在
其两侧的用于输送中间木片的第一自动送料装置 （6 ) 和用于输送边缘木片的第二自动送料装置 （7 ) ，该第
一自动送料装置 （6 ) 和第二自动送料装置 （7 ) 的出口处均设置有对木片进行再次切割分片的方木分片锯
( 8， 9 ) 。



圆木加工流水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 明涉及一种 圆木加工流水线 。

背景技术

[0002] 在 圆木加工领域，尤其是对 圆木进行分片加工时，需要多道工序 ，多种设备，每 台设

备都需要至少一个人负责，还需要在每个设备之 间进行木材 的转运 ，不仅设备 占用面积大，

而且操作人员多，大大的增加 了生产成本 ，尤其面对 日益增长的人力成本 ，致使企业 的效益

的降低 。

[0003] 发 明内容本发 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 的问题做出改进 ，即本发 明所要解决的技术 问

题是提供一种 圆木加工流水线 ，结构简单 ，造价低廉 ，制作简单，功能齐全 ，大大的提高了

木材作业 的效率减少 了操作人员，降低 了生产成本 。

[0004] 为 了解决上述技术 问题 ，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 圆木加工流水线，包括沿圆木加

工行进方 向依次设置的用于上料 的输送装置、对 圆木进行转动找中的翻转装置、对 圆木底部

进行刨平面 的刨底皮装置、对 圆木沿其轴 向进行切割分片的圆木分片锯 、对 圆木 中间木片和

边缘木片进行分选 的板料分选装置，所述板料分选装置还包括设置在其两侧 的用于输送 中间

木片的第一 自动送料装置和用于输送边缘木片的第二 自动送料装置，所述第一 自动送料装置

和第二 自动送料装置的出 口处均设置有对木片进行再次切割分片的方木分片锯 。

[0005] 进一步的，所述输送装置包括一呈斜坡状 的框架，所述框架的两侧均设置有 由电机驱

使转动 的链条 ，所述链条上均布 固定有若干个挡板 ，所述框架两侧 的链条均与一转轴传动连

接 ，该 电机与该转轴通过链传动机构传动连接 。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翻转装置包括一机架，所述机架 内设置有可在机架 内上下移动 的升降

翻转机构，所述升降翻转机构包括两块用连杆相连接 的升降板 ，所述升降板 的两侧壁上均铰

接有滑轮 ，所述两块升降板之 间通过轴承连接有两根相平行设置的链轮轴和升降轴 ，所述连

杆上设置有两个分别驱使链轮轴和升降轴转动 的电机 ，所述升降板 的顶部设置有弧形凹槽 ，

所述升降板 的一壁面上沿壁面边缘均布有若干个链轮 ，所述链轮轴 的端部固设有链轮 ，所述

所有链轮上环绕有一链条，该链条高于弧形凹槽边缘设置，所述机架在两块升降板外分别设

置有横杆 ，所述升降轴 的两端部均连接有钢丝绳 ，所述钢丝绳 的另一端连接在横杆上，所述

输送装置设置在升降翻转机构 的一侧 ，所述机架上设置有三段 同一平面上的传送带，所述两

块升降板设置在三段传送带的间隔处，所述传送带的高度等于或低于输送装置的出 口高度 ，

所述传送带上均布有若干个弧形的托架，所述托架上设置有若干个尖齿 。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机架上还设置有监测 圆木 的传感器和接收传感器信号并控制升降翻转

机构运转 的控制 中心 。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刨底皮装置包括一设置在翻转装置出 口处的刀轮 ，该刀轮通过一 电机

驱使转动 ，所述刀轮 由一刀轴和若干片均布在刀轴上的刀片组成 ，所述刀片 的刃 口高于翻转

装置的托架底部 。

[0009] 进一步的，所述 圆木分片锯包括两段 同一平面上的传送带，所述 圆木分片锯入 口处的

传送带与翻转装置的出 口处等高直线衔接 ，所述两段传送带之 间设置有两组 圆盘锯组件 ，所

述 圆盘锯组件 由若干片间隔设置的圆盘锯组成 ，所述两组圆盘锯组件 圆心所在 的直线与传送

带相倾斜 ，所述两段传送带的上方均设置有用于压住 圆木 的弹性挤压滚轮 ，所述传送带上均

布有若干根带尖齿的齿条 。

[0010] 进一步的，所述 圆木分片锯 的出 口和入 口处均设置有防止木屑飞溅 的钢片帘幕 ，所述

钢片帘幕 由若干块方形的钢片组成 ，所述钢片底部设置有一斜面 ，以使钢片底部存在一尖角，

其 中入 口处的钢片斜面朝 向圆木前进方 向，出 口处的钢片斜面背 向圆木前进方 向。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板料分选装置包括两个支脚 ，所述两个支脚之 间连接有输送梁和横梁 ，

所述输送梁与 圆木分片锯 出 口处等高直线衔接 ，所述输送梁上设置有带尖齿的传送带，所述

横梁平行设置在输送梁 的上方 ，所述横梁 中部设置有抱箍机构，所述抱箍机构包括两块分别

铰接在横梁两侧 的箍板 ，所述箍板外壁面上铰接有拉杆 ，所述横梁上设置有 由电机驱使转动

的蜗轮蜗杆机构，所述拉杆 的另一端连接在该涡轮上 以实现箍板 的开合 ，所述箍板底部两侧

均设置有带驱动 电机 的滚轮 ，所述横梁底部还设置有 由电机驱动 的弹性拨轮 ，该弹性拨轮设

置在抱箍机构 的旁侧且顶抵在 圆木 的上端 ，所述第二 自动送料装置包括一传送机构，所述传

送机构 由两个相平行 的水平传送带和连接两个水平传送带的斜传送带组成 ，其 中位于低处 的

水平传送带设置在输送梁 的下方，斜传送带的履带上设置有若干个用于输送木片的凸杆 ，位

于高处的水平传送带上设置有升降滚筒架 ，所述升降滚筒架上均布有若干个滚筒，所述位于

高处的水平传送带的下方设置有两根分别 由电机驱使转动 的动力轴和 凸轮轴 ，所述滚筒通过

一皮带与动力轴传动连接 ，所述 凸轮轴 的两端设置有 凸轮 ，该凸轮与升降滚筒架底部相接触 ，

以驱使升降滚筒架在位于高处 的水平传送带上升降；所述第一 自动送料装置包括一机 台，所

述机 台上设置有通过链条传动在机 台上往复运动 的移动 台，该移动 台的往复运动方 向与输送

梁相垂直 ，所述移动 台的两侧设置有 由电机驱使转动 的传动链条 ，所述机 台的另一端设置有

接收移动 台输送木片的滚筒输送架，该滚筒输送架上设置有若干个滚筒，所述滚筒输送架 内

设置有 由电机驱使转动 的传动轴 ，所述滚筒通过皮带与传动轴传送连接 ，所述滚筒输送架的

传动方 向与输送梁相平行 ，所述机 台的另一端还设置有带驱动 电机 的翻转挡片，该翻转挡片



在移动台进入滚筒输送架后转动竖起将木片推离移动台留在滚筒输送架上。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板料分选装置、第一 自动送料装置和第二 自动送料装置上均设置有传

感器和接收传感器信号并控制相关电机运转的控制系统。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输送梁的入 口处两侧分别设置有弹性挤压滚轮，所述滚筒输送架的一

侧还设置有防止木片掉落的竖杆。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流水线将木材加工，尤其是圆木分片

加工中的多个设备有机的结合起来，组成流水线，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了占地面积，降低

了操作人员数量，使得生产效益大幅度提高。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附图说明

[0016] 图 1 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构造示意图。

[0017] 图 2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输送装置的构造示意图。

[0018] 图 3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翻转装置和刨底皮装置的构造示意图。

[0019] 图 4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升降翻转机构的构造示意图。

[0020] 图 5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圆木分片锯的构造示意图。

[0021] 图 6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圆木分片锯的构造示意主视图。

[0022] 图 7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板料分选装置的构造示意图。

[0023] 图 8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一 自动送料装置的构造示意图。

[0024] 图 9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二 自动送料装置的构造示意图。

[0025] 图中：1- 输送装置，11- 框架，12- 链条，13- 挡板，14- 转轴，2- 翻转装置，21- 机

架，22- 升降翻转机构，22a- 升降板，22b- 链轮，22c- 链条，22d- 滑轮，22e- 链轮轴，22f-

升降轴，23- 输送装置的传送带，3- 刨底皮装置，31- 刀轮，4- 圆木分片锯，41- 传送带，

42- 齿条，43- 弹性挤压滚轮，44- 圆盘锯组件，45- 钢片帘幕，5- 板料分选装置，51- 支脚，

52- 输送梁，53- 横梁，54- 板料分选装置的传送带，55- 蜗轮蜗杆机构，56- 拉杆，57- 箍

板，58- 弹性拨轮，6- 第一 自动送料装置，61- 机台，62- 移动台，63- 翻转挡片，64- 滚筒

输送架，7- 第二 自动送料装置，71- 低处的水平传送带，72- 高处的水平传送带，73- 斜传

送带，74- 升降滚筒架，75- 滚筒，76- 凸轮轴，77- 挡杆，8、9- 方木分片锯。

具体实

[0026] 实施例一：如图 1 所示，一种圆木加工流水线，包括沿圆木加工行进方向依次设置的

用于上料的输送装置 1、对圆木进行转动找中的翻转装置 2、对圆木底部进行刨平面的刨底皮

装置 3、对圆木沿其轴向进行切割分片的圆木分片锯 4、对圆木中间木片和边缘木片进行分选



的板料分选装置 5，所述板料分选装置 5 还包括设置在其两侧 的用于输送 中间木片的第一 自

动送料装置 6 和用于输送边缘木片的第二 自动送料装置 7，所述第一 自动送料装置 6 和第二

自动送料装置 7 的出 口处均设置有对木片进行再次切割分片的方木分片锯 8、 9。

[0027] 本实施例 中，如 图 2 所示，所述输送装置 1 包括一呈斜坡状 的框架 11，所述框架 11

的两侧均设置有 由电机驱使转动的链条 12，所述链条 12 上均布 固定有若干个挡板 13，所述

框架 11 两侧 的链条均与一转轴 14 传动连接 ，该 电机与该转轴 14 通过链传动机构传动连接 。

开机时，操作人员将 圆木依次放在输送装置上，链条上的挡板将 圆木斜 向上输送到翻转装置

2 。

[0028] 本实施例 中，如 图 3、 4 所示，所述翻转装置包括一机架 2 1，所述机架 2 1 内设置有

可在机架 内上下移动 的升降翻转机构 22，所述升降翻转机构 22 包括两块用连杆相连接 的升

降板 22a ，所述升降板 22a 的两侧壁上均铰接有滑轮 22d ，所述机架 内设置有供滑轮上下滚动

的滑槽 ，所述两块升降板 22a 之 间通过轴承连接有两根相平行设置的链轮轴 22e 和升降轴

22f ，所述连杆上设置有两个分别驱使链轮轴和升降轴转动 的电机 ，所述升降板 的顶部设置有

弧形凹槽 ，所述升降板 22a 的一壁面上沿壁面边缘均布有若干个链轮 22b ，所述链轮轴 22e 的

端部固设有链轮 ，所述所有链轮上环绕有一链条 22c ，该链条 22c 高于弧形凹槽边缘设置，

所述机架上设置有两根横杆 ，所述两根横杆分别设置在两块升降板 22a 的外侧 ，所述升降轴

22f 的两端部均连接有钢丝绳 ，所述钢丝绳 的另一端连接在横杆上，所述输送装置 1 设置在

升降翻转机构 22 的一侧 ，所述机架 2 1 上设置有三段 同一平面上的传送带 23，所述两块升

降板 22a 设置在三段传送带的间隔处，所述传送带 23 的高度等于或低于输送装置 1 的出 口

高度 ，所述传送带 23 上均布有若干个弧形的托架，所述托架上设置有若干个尖齿，该尖齿

可 以防止 圆木在轴 向和径 向的移动 。

[0029] 本实施例 中，所述机架 2 1 上还设置有监测圆木 的传感器和接收传感器信号并控制升

降翻转机构 22 运转 的控制 中心 。工作时，传感器检测到木头进入升 降翻转机构时，控制 中

心驱使升降轴转动卷起钢丝绳 ，升降翻转机构带动 圆木上升，同时，链轮轴被 电机驱使转动 ，

驱动升降板上 的链条转动 ，对 圆木进行转动进行找中，转动一定时间后 ，圆木重心稳定在 中

垂线位置，升 降轴反转 ，升降翻转机构下 降，圆木落到机架上的传送带上，控制 中心驱使传

送带开始传动 ，重心稳定后 的圆木被传送走 。

[0030] 本实施例 中，所述刨底皮装置 3 包括一设置在翻转装置出 口处的刀轮 3 1，该刀轮 3 1

通过一 电机驱使转动 ，所述刀轮 3 1 由一刀轴和若干片均布在刀轴上的刀片组成 ，所述刀片

的刃 口高于翻转装置的托架底部。重心稳定后 的圆木进入旋转 中的刀轮 3 1，刀轮 3 1 对 圆木

底部进行刨平面 ，使得该圆木进行后续切割分片工艺时更加稳定，不易发生径 向转动 。



[0031] 本实施例 中，如 图 5、6 所示，所述 圆木分片锯 4 包括两段 同一平面上的传送带 4 1，

所述 圆木分片锯 4 入 口处的传送带 4 1 与翻转装置 2 的出 口处等高直线衔接 ，所述两段传送

带 4 1 之 间设置有两组圆盘锯组件 44，所述 圆盘锯组件 44 由若干片间隔设置的圆盘锯组成 ，

所述两组圆盘锯组件 44 圆心所在 的直线与传送带 4 1 相倾斜 ，所述两段传送带 4 1 的上方均

设置有用于压住 圆木 的弹性挤压滚轮 43，所述传送带上均布有若干根带尖齿的齿条 42。

[0032] 本实施例 中，所述 圆木分片锯 4 的出 口和入 口处均设置有 防止木屑飞溅 的钢片帘幕

45，所述钢片帘幕 由若干块方形的钢片组成 ，所述钢片底部设置有一斜面 ，以使钢片底部存

在一尖角，其 中入 口处的钢片斜面朝 向圆木前进方 向，出 口处的钢片斜面背 向圆木前进方 向，

钢片帘幕不仅起到防止木屑飞溅 ，更起到 了防止 圆木逆行 。被刨底平面后 的圆木进入圆木分

片锯后 ，圆木顶开弹性挤压滚轮 43，弹性挤压滚轮 43 和传送带上的齿条 42 共 同作用下，

使得 圆木稳 固的进入圆盘锯组件进行切割分片作业 ，该圆盘锯组件将 圆木切割成较厚的中间

木片和较薄的边缘木片，该边缘木片可切割成多片 。

[0033] 本实施例 中，如 图 7、8、9 所示，所述板料分选装置 5 包括两个支脚 5 1，所述两个

支脚 5 1 之 间连接有输送梁 52 和横梁 53，所述输送梁 52 与圆木分片锯 4 出 口处等高直线

衔接 ，所述输送梁 52 上设置有带尖齿的传送带 54，所述横梁 53 平行设置在输送梁 52 的上

方，所述横梁 53 中部设置有抱箍机构，所述抱箍机构包括两块分别铰接在横梁两侧 的箍板

57，所述箍板 57 外壁面上铰接有拉杆 56，所述横梁 53 上设置有 由电机驱使转动 的蜗轮蜗

杆机构 55，所述拉杆 56 的另一端连接在该涡轮上 以实现箍板 57 的开合 ，所述箍板 57 底部

两侧均设置有带驱动 电机 的滚轮，所述横梁 53 底部还设置有 由电机驱动 的弹性拨轮 58，该

弹性拨轮 58 设置在抱箍机构的旁侧且顶抵在 圆木 的上端 ，所述第二 自动送料装置 7 包括一

传送机构，所述传送机构 由两个相平行 的水平传送带和连接两个水平传送带的斜传送带组成 ，

其 中位于低处的水平传送带 7 1 设置在输送梁 52 的下方，该水平传送带的端部还设置有防止

木片掉落 的挡杆 77，斜传送带 73 的履带上设置有若干个用于输送木片的凸杆 ，位于高处的

水平传送带 72 上设置有升降滚筒架 74，所述升降滚筒架 74 上均布有若干个滚筒 75，所述

位于高处的水平传送带的下方设置有两根分别 由电机驱使转动 的动力轴和 凸轮轴 76，所述滚

筒 75 通过一皮带与动力轴传动连接 ，所述 凸轮轴 76 的两端设置有 凸轮 ，该凸轮与升降滚筒

架 74 底部相接触 ，以驱使升降滚筒架 74 在位于高处的水平传送带 72 上升降；所述第一 自

动送料装置 6 包括一机 台 6 1，所述机 台 6 1 上设置有通过链条传动在机 台上往复运动 的移动

台 62，该移动 台 62 的往复运动方 向与输送梁相垂直 ，所述移动 台 62 的两侧设置有 由电机

驱使转动 的传动链条，所述机 台 6 1 的另一端设置有接收移动 台输送木片的滚筒输送架 64，

该滚筒输送架 64 上设置有若干个滚筒，所述滚筒输送架 64 内设置有 由电机驱使转动 的传动



轴 ，所述滚筒通过皮带与传动轴传送连接 ，所述滚筒输送架 64 的传动方 向与输送梁相平行 ，

所述机 台的另一端还设置有带驱动 电机 的翻转挡片 63，该翻转挡片 63 在移动 台 62 进入滚

筒输送架 64 后转动竖起将木片推离移动 台留在滚筒输送架 64 上 。

[0034] 本实施例 中，所述板料分选装置 5、第一 自动送料装置 6 和第二 自动送料装置 7 上均

设置有传感器和接收传感器信号并控制相关 电机运转 的控制系统 。

[0035] 本实施例 中，所述输送梁 52 的入 口处两侧分别设置有弹性挤压滚轮 ，所述输送梁 52

的宽度不超过中间木片厚度 的 1.2 倍 ，所述滚筒输送架 64 的一侧还设置有防止木片掉落 的

竖杆 。 工作时，分片好 的木片进入板料分选装置 5，输送梁 52 入 口处的弹性挤压滚轮挤压

切割好 的木片 ，使木片不分离 ，所有木片在输送梁上传送带 的传送下顶开抱箍机构上的滚轮

和弹性拨轮 58，进而顶开箍板 57，该滚轮也在 电机的作用下对木片的前进起到助推作用 ，而

且滚轮将木片抱住合拢使木片不分离，当板料分选装置 5 上的传感器检测到木片进入到输送

梁 52 中部时，控制系统控制横梁上的电机驱使蜗轮蜗杆机构 55 运转 ，涡轮在蜗杆 的作用上

上移 ，进而带动拉杆牵动箍板 57 张开，此时，第一 自动送料装置 6 上的移动 台没有 凸出，

圆木两侧 的边缘木片掉落在第二 自动送料装置 7 的传送机构上，然后移动 台 62 向输送梁 52

移动 ，弹性拨轮拨动 ，将 中间木片拨到移动 台上；边缘木片在传送机构的传送下被移动到升

降滚筒架 74 上，操作人员将最外缘 的无用木片筛选扔 出设备，升降滚筒架 74 将在底部凸轮

的作用下升起 ，同时升降滚筒架 74 上的滚筒 75 在皮带的带动下不停 的转动 ，将剩余 的边缘

木片输送到升降滚筒架出 口处的方木分片锯 8 内进行再一次切割分片；中间木片被移动 台传

送到滚筒输送架 64 上，第一 自动送料装置 6 上的传感器检测到中间木片输入到滚筒输送架

64 上后 ，控制系统通过 电机控制翻转挡片 63 竖起 ，移动 台 62 后退 ，中间木片被 留在滚筒

输送架 64 上，然后 ，滚筒输送架 64 上的滚筒在 电机 的驱动下开始转动 ，将 中间木片输送到

其 出 口处的方木分片锯 9 内进行再次切割分片；进而完成 了对整根 圆木 的全部切割分片过程 。

[003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 明的较佳实施例 ，凡依本发 明申请专利范 围所做 的均等变化与修

饰 ，皆应属本发 明的涵盖范围。



权 利 要 求 书

1 . 一种 圆木加工流水线，其特征在于：包括沿圆木加工行进方 向依次设置的用于上料

的输送装置、对 圆木进行转动找中的翻转装置、对 圆木底部进行刨平面 的刨底皮装置、对 圆

木沿其轴 向进行切割分片的圆木分片锯 、对 圆木 中间木片和边缘木片进行分选 的板料分选

装置，所述板料分选装置还包括设置在其两侧 的用于输送 中间木片的第一 自动送料装置和

用于输送边缘木片的第二 自动送料装置，所述第一 自动送料装置和第二 自动送料装置的出

口处均设置有对木片进行再次切割分片的方木分片锯 。

2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圆木加工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装置包括一呈斜坡

状 的框架，所述框架的两侧均设置有 由电机驱使转动 的链条，所述链条上均布 固定有若干

个挡板 ，所述框架两侧 的链条均与一转轴传动连接 ，该 电机与该转轴通过链传动机构传动

连接 。

3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圆木加工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翻转装置包括一机架，所

述机架 内设置有可在机架 内上下移动 的升降翻转机构，所述升降翻转机构包括两块用连杆

相连接 的升降板 ，所述升降板 的两侧壁上均铰接有滑轮 ，所述两块升降板之 间通过轴承连

接有两根相平行设置的链轮轴和升降轴 ，所述连杆上设置有两个分别驱使链轮轴和升降轴

转动 的电机 ，所述升降板 的顶部设置有弧形凹槽 ，所述升降板 的一壁面上沿壁面边缘均布

有若干个链轮 ，所述链轮轴 的端部固设有链轮 ，所述所有链轮上环绕有一链条，该链条高于

弧形凹槽边缘设置，所述机架在两块升降板外分别设置有横杆 ，所述升降轴 的两端部均连

接有钢丝绳 ，所述钢丝绳 的另一端连接在横杆上，所述输送装置设置在升降翻转机构的一

侧 ，所述机架上设置有三段 同一平面上的传送带，所述两块升降板设置在三段传送带的间

隔处，所述传送带的高度等于或低于输送装置的出 口高度 ，所述传送带上均布有若干个弧

形的托架，所述托架上设置有若干个尖齿 。

4 . 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圆木加工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上还设置有监测 圆

木 的传感器和接收传感器信号并控制升降翻转机构运转 的控制 中心 。

5 . 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圆木加工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刨底皮装置包括一设置

在翻转装置出 口处的刀轮 ，该刀轮通过一 电机驱使转动 ，所述刀轮 由一刀轴和若干片均布

在刀轴上的刀片组成 ，所述刀片的刃 口高于翻转装置的托架底部 。

6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圆木加工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 圆木分片锯包括两段 同

一平面上的传送带，所述 圆木分片锯入 口处的传送带与翻转装置的出 口处等高直线衔接 ，

所述两段传送带之 间设置有两组圆盘锯组件 ，所述 圆盘锯组件 由若干片间隔设置的圆盘锯

组成 ，所述两组圆盘锯组件 圆心所在 的直线与传送带相倾斜 ，所述两段传送带的上方均设



权 利 要 求 书

置有用于压住 圆木 的弹性挤压滚轮 ，所述传送带上均布有若干根带尖齿的齿条 。

7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圆木加工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 圆木分片锯 的出口和入

口处均设置有防止木屑飞溅 的钢片帘幕 ，所述钢片帘幕 由若干块方形的钢片组成，所述钢

片底部设置有一斜面 ，以使钢片底部存在一尖角，其 中入 口处的钢片斜面朝 向圆木前进方

向，出 口处的钢片斜面背 向圆木前进方 向。

8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圆木加工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板料分选装置包括两个

支脚 ，所述两个支脚之 间连接有输送梁和横梁 ，所述输送梁与圆木分片锯 出 口处等高直线

衔接 ，所述输送梁上设置有带尖齿的传送带，所述横梁平行设置在输送梁 的上方，所述横梁

中部设置有抱箍机构，所述抱箍机构包括两块分别铰接在横梁两侧 的箍板 ，所述箍板外壁面

上铰接有拉杆 ，所述横梁上设置有 由电机驱使转动 的蜗轮蜗杆机构，所述拉杆 的另一端

连接在该涡轮上 以实现箍板 的开合 ，所述箍板底部两侧均设置有带驱动 电机 的滚轮 ，所述

横梁底部还设置有 由电机驱动 的弹性拨轮 ，该弹性拨轮设置在抱箍机构的旁侧且顶抵在 圆

木 的上端 ，所述第二 自动送料装置包括一传送机构，所述传送机构 由两个相平行的水平传

送带和连接两个水平传送带的斜传送带组成 ，其 中位于低处的水平传送带设置在输送梁 的

下方，斜传送带的履带上设置有若干个用于输送木片的凸杆 ，位于高处的水平传送带上设

置有升降滚筒架，所述升降滚筒架上均布有若干个滚筒，所述位于高处的水平传送带的下

方设置有两根分别 由电机驱使转动 的动力轴和 凸轮轴 ，所述滚筒通过一皮带与动力轴传动

连接 ，所述 凸轮轴 的两端设置有 凸轮 ，该凸轮与升降滚筒架底部相接触 ，以驱使升降滚筒架

在位于高处的水平传送带上升降；所述第一 自动送料装置包括一机 台，所述机 台上设置有

通过链条传动在机 台上往复运动 的移动 台，该移动 台的往复运动方 向与输送梁相垂直 ，所

述移动 台的两侧设置有 由电机驱使转动 的传动链条，所述机 台的另一端设置有接收移动 台

输送木片的滚筒输送架，该滚筒输送架上设置有若干个滚筒，所述滚筒输送架 内设置有 由

电机驱使转动 的传动轴 ，所述滚筒通过皮带与传动轴传送连接 ，所述滚筒输送架的传动方

向与输送梁相平行 ，所述机 台的另一端还设置有带驱动 电机 的翻转挡片，该翻转挡片在移

动 台进入滚筒输送架后转动竖起将木片推离移动 台留在滚筒输送架上 。

9 . 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圆木加工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板料分选装置、第一 自

动送料装置和第二 自动送料装置上均设置有传感器和接收传感器信号并控制相关 电机运

转 的控制系统 。

10. 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圆木加工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梁 的入 口处两侧分

别设置有弹性挤压滚轮 ，所述滚筒输送架的一侧还设置有防止木片掉落 的竖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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