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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园林工具的打草头总成，包括挡草罩、

固定盘、打草绳、碗型底座和齿轮箱，碗型底座中

间设有向上的圆台，通过圆压板及自锁螺母固定

固定盘和齿轮箱，固定盘上部对称位置设有框型

限位架，框型限位架内侧设有开口向内的限位

片。本实用新型的打草头总成能快速拆装打草

绳，高度定位保证切割草坪平整，还具有挡住飞

草和自动切断打草绳的功能，此外，动力连接部

分实现快速更换，弯曲软轴传动，可变换工作区

域，靠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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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园林工具的打草头总成，其特征在于：包括挡草罩（11）、固定盘（12）、打草绳

（13）、碗型底座（15）和齿轮箱（17），碗型底座（15）中间设有向上的圆台（15.1），通过圆压板

（14）及自锁螺母（16）固定固定盘（12）和齿轮箱（17），固定盘（12）上部对称位置设有框型限

位架（12.1），框型限位架（12.1）内侧设有开口向内的限位片（12.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工具的打草头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齿轮箱（17）后

部连接动力连接管（20）和动力连接轴（21），齿轮箱（17）与动力连接管（20）通过螺钉螺母组

件（10）固定连接，动力连接管（20）和动力连接轴（21）之间设有尼龙衬套（22），挡草罩（11）

上设有带半圆槽（11.1）的凸台，半圆槽（11.1）一侧设有开口（11 .2），另一侧设有固定孔

（11.3），动力连接管（20）置于半圆槽（11.1）内，设有带半圆结构的挡草罩安装板（19），挡草

罩安装板（19）一端插入开口（11.2）内，另一端与固定孔（11.3）通过螺钉固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园林工具的打草头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连接管

（20）具有一定角度的弯曲，相应的动力连接轴（21）为弯曲的软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工具的打草头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挡草罩（11）上

部设有罩缘翼板（11.5），罩缘翼板（11.5）背部设有加强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工具的打草头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挡草罩（11）底

部设有两个不同高度的刀片安装座（11.4），刀片安装座（11.4）上固定有Z字型的刀片（18）。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园林工具的打草头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挡草罩安装板

（19）前部设有延长段（19.1），延长段（19.1）与齿轮箱（17）固定。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园林工具的打草头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连接管

（20）另一端与动力输出机构固定连接，包括动力输出轴（23）、固定半圆管（24）、活动半圆管

（25）和扳手（26），固定半圆管（24）和活动半圆管（25）一侧通过组合螺钉（30）转动连接，另

一侧分别设有带纵向开口的凸耳（24.1）和凸耳（25.1），凸耳（24.1）上设有插孔（24.2），插

孔（24.2）内设有带孔的圆柱销（27），扳手（26）底部设有偏心轴（26.1），圆柱销（27）和偏心

轴（26.1）之间设有连接杆（28），连接杆（28）顶部套有挤压垫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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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园林工具的打草头总成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园林机械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园林工具的打草头总成。

背景技术

[0002] 园林工具是人类绿化景观的养护设备，是以养护草坪、绿篱、保护花草、树木为作

业对象的，代替大部分手工劳动为代表的机械化工具。常见的园林工具有打草机、割边机、

吹风机、割草机和绿篱机等，其中，现有的打草机存在打草绳拆装繁琐，打草高度不均匀的

问题，此外，打草机普遍存在无法清理墙角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现有技术的问题，提供一种园林工具的打草头总成，能快速拆

装打草绳，高度定位保证切割草坪平整。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园林工具的打草头总成，包括挡草罩、固定盘、打草绳、碗型底座和齿轮箱，碗

型底座中间设有向上的圆台，通过圆压板及自锁螺母固定固定盘和齿轮箱，固定盘上部对

称位置设有框型限位架，框型限位架内侧设有开口向内的限位片。此结构能快速拆装打草

绳，将准备好的打草绳对中弯折后从框型限位架内插入，弯折部分放入限位片开口内后向

外一拉，即可完成安装。

[0006] 作为优选，所述齿轮箱后部连接动力连接管和动力连接轴，齿轮箱与动力连接管

通过螺钉螺母组件固定连接，动力连接管和动力连接轴之间设有尼龙衬套，挡草罩上设有

带半圆槽的凸台，半圆槽一侧设有开口，另一侧设有固定孔，动力连接管置于半圆槽内，设

有带半圆结构的挡草罩安装板，挡草罩安装板一端插入开口内，另一端与固定孔通过螺钉

固定。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动力连接管具有一定角度的弯曲，相应的动力连接轴为弯曲的软

轴，这样就能靠墙进行清理工作。

[0008] 作为优选，所述挡草罩上部设有罩缘翼板，罩缘翼板背部设有加强筋，加高的部分

能更好的挡住飞草。

[0009] 作为优选，所述挡草罩底部设有两个不同高度的刀片安装座，刀片安装座上固定

有Z字型的刀片，在转动的时候，刀片可切除打草绳多余的部分。

[0010] 作为优选，所述挡草罩安装板前部设有延长段，延长段与齿轮箱固定，能提高结构

强度，进行定位锁紧。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动力连接管另一端与动力输出机构固定连接，包括动力输出轴、固

定半圆管、活动半圆管和扳手，固定半圆管和活动半圆管一侧通过组合螺钉转动连接，另一

侧分别设有带纵向开口的凸耳，固定半圆管的凸耳上设有插孔，插孔内设有带孔的圆柱销，

扳手底部设有偏心轴，圆柱销和偏心轴之间设有连接杆，连接杆顶部套有挤压垫圈，提供一

定的缓冲及弹性。通过扳手可以轻松快速的固定及松开动力连接管，从而实现更换执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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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目的，动力连接轴的端部可以设为花键、方轴、半圆轴等，动力输出轴具有与之相匹配

的形状，使得插接后能够共同转动输出动力。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的打草头总成能快速拆装打草绳，高度

定位保证切割草坪平整，还具有挡住飞草和自动切断打草绳的功能，此外，动力连接部分实

现快速更换，弯曲软轴传动，可变换工作区域，靠墙操作。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个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另一个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爆炸示意图；

[0016]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中挡草罩的一个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中挡草罩的另一个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是本实用新型中固定盘、打草绳和碗型底座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7是本实用新型中碗型底座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8是本实用新型中挡草罩安装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9是本实用新型中动力输出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10是本实用新型中动力输出机构的爆炸示意图。

[0023] 图中：10、螺钉螺母组件；11、挡草罩；11 .1、半圆槽；11 .2、开口；11 .3、固定孔；

11.4、刀片安装座；11.5、罩缘翼板；12、固定盘；12.1、框线限位架；12.2、限位片；13、打草

绳；14、圆压板；15、碗型底座；15.1、圆台；16、自锁螺母；17、齿轮箱；18、刀片；19、挡草罩安

装板；19.1、延长段；20、动力连接管；21、动力连接轴；22、尼龙衬套；23、动力输出轴；24、固

定半圆管；24.1、凸耳；24.2、插孔；25、活动半圆管；25.1、凸耳；26、扳手；26.1、偏心轴；27、

圆柱销；28、连接杆；29、挤压垫圈；30、组合螺钉。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和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5] 实施方式为：如图1-6所示，一种园林工具的打草头总成，包括挡草罩11、固定盘

12、打草绳13、碗型底座15和齿轮箱17，碗型底座15中间设有向上的圆台15.1，通过圆压板

14及自锁螺母16固定固定盘12和齿轮箱17，固定盘12上部对称位置设有框型限位架12.1，

框型限位架12.1内侧设有开口向内的限位片12.2。

[0026] 其中，齿轮箱17后部连接动力连接管20和动力连接轴21，齿轮箱17与动力连接管

20通过螺钉螺母组件10固定连接，动力连接管20和动力连接轴21之间设有尼龙衬套22，动

力连接管20具有一定角度的弯曲，相应的动力连接轴21为弯曲的软轴。挡草罩11上设有带

半圆槽11.1的凸台，半圆槽11.1一侧设有开口11.2，另一侧设有固定孔11.3，动力连接管20

置于半圆槽11 .1内，设有带半圆结构的挡草罩安装板19，挡草罩安装板19一端插入开口

11.2内，另一端与固定孔11.3通过螺钉固定。

[0027] 结合图4-5所示，挡草罩11上部设有罩缘翼板11.5，罩缘翼板11.5背部设有加强

筋。挡草罩11底部设有两个不同高度的刀片安装座11.4，刀片安装座11.4上固定有Z字型的

刀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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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结合图8所示，挡草罩安装板19前部设有延长段19.1，延长段19.1与齿轮箱17固

定。

[0029] 结合图9-10所示，动力连接管20另一端与动力输出机构固定连接，包括动力输出

轴23、固定半圆管24、活动半圆管25和扳手26，固定半圆管24和活动半圆管25一侧通过组合

螺钉30转动连接，另一侧分别设有带纵向开口的凸耳24.1和凸耳25.1，凸耳24.1上设有插

孔24.2，插孔24.2内设有带孔的圆柱销27，扳手26底部设有偏心轴26.1，圆柱销27和偏心轴

26.1之间设有连接杆28，连接杆28顶部套有挤压垫圈29。

[0030]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但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特征并不局限于

此，本实用新型可以用于类似的产品上，任何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领域内，所

作的变化或修饰皆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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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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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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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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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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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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