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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金槐种植的可折叠的剪枝工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金槐种植的可

折叠的剪枝工具，包括工作车、升降装置、转台、

安装柱、剪枝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收集装

置，所述收集装置包括定位框、四块槽边板和四

个结构卡扣，用于收集掉落的枝叶，本实用新型

能够将剪枝中掉落的枝叶进行收集，避免其掉落

砸伤装置或者管理人员，提升作业环境的安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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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金槐种植的可折叠的剪枝工具，包括工作车(1)、升降装置(2)、转台(4)、安

装柱(6)、剪枝装置(7)，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收集装置(5)；

所述安装柱(6)设置在所述工作车(1)上，所述安装柱(6)顶端竖直设置有所述剪枝装

置(7)，所述剪枝装置(7)在电机的驱动下进行剪切作业；

所述收集装置(5)包括定位框(501)、四块槽边板(502)和四个结构卡扣(503)，所述定

位框(501)为正方形框，所述定位框与所述安装柱(6)相互适配，所述定位框(501)套设在所

述安装柱(6)上；

所述槽边板(502)为等边倒梯形结构，所述定位框(501)每个侧边上方各铰接有一块所

述槽边板(502)，四块所述槽边板(502)拼合成一个方形漏斗；

每两块相邻所述槽边板(502)接触位置边缘处设置有一个所述结构卡扣(503)，所述结

构卡扣(503)用于固定所述槽边板(502)组成的方形漏斗外形；

所述剪枝装置(7)剪下的枝叶能够适配掉落到所述槽边板(502)组成的方形漏斗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金槐种植的可折叠的剪枝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升

降装置(2)为剪切式升降装置，所述升降装置(2)由电机驱动升降，所述升降装置(2)设置在

所述安装柱(6)与所述工作车(1)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金槐种植的可折叠的剪枝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转

台(4)在电机的驱动下转动，所述转台(4)设置在所述安装柱(6)与所述工作车(1)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金槐种植的可折叠的剪枝工具，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粉碎装置(8)，所述粉碎装置(8)设置在所述工作车(1)上，靠近所述粉碎装置(8)的所述槽

边板(502)向下翻转能够搭在所述粉碎装置(8)的进料口上，所述收集装置(5)内的枝叶能

够通过搭在所述粉碎装置(8)的进料口上所述槽边板(502)适配进入所述粉碎装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金槐种植的可折叠的剪枝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粉

碎装置(8)的输入口处设置有拓展槽，所述粉碎装置(8)上的拓展槽可用于扩大枝叶的进入

空间。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金槐种植的可折叠的剪枝工具，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水箱和输水管(9)，所述水箱设置在所述工作车(1)上，所述水箱里的水能够通过所述输水

管(9)进入所述粉碎装置(8)的进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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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金槐种植的可折叠的剪枝工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剪枝工具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金槐种植的可折叠的剪枝

工具。

背景技术

[0002] 种植即植物栽培，包括各种农作物、林木、果树、花草、药用和观赏等植物的栽培，

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作物、绿肥作物、饲料作物、牧草等。

[0003] 剪枝，又叫修枝，是指切除或割断、砍掉多余的树枝，在种植木本类植物时，为了避

免植物的内部营养分散，提升植物的生长效率，管理者需要修剪掉植物的杂乱的枝叶，这些

杂乱的枝叶被剪掉后向下掉落时一方面可能会砸到剪枝工具上导致工具的损伤，另一方面

可能会砸到管理者的身上导致管理者受伤。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金槐种植的可折叠的剪枝工具，用于解决现有

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如：剪枝，又叫修枝，是指切除或割断、砍掉多余的树枝，在种植木

本类植物时，为了避免植物的内部营养分散，提升植物的生长效率，管理者需要修剪掉植物

的杂乱的枝叶，这些杂乱的枝叶被剪掉后向下掉落时一方面可能会砸到剪枝工具上导致工

具的损伤，另一方面可能会砸到管理者的身上导致管理者受伤。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用于金槐种植的可折叠的剪枝工具，包括工作车、升降装置、转台、安装柱、剪

枝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收集装置；

[0007] 所述安装柱设置在所述工作车上，所述安装柱顶端竖直设置有所述剪枝装置，所

述剪枝装置在电机的驱动下进行剪切作业；

[0008] 所述收集装置包括定位框、四块槽边板和四个结构卡扣，所述定位框为正方形框，

所述定位框与所述安装柱相互适配，所述定位框套设在所述安装柱上；

[0009] 所述槽边板为等边倒梯形结构，所述定位框每个侧边上方各铰接有一块所述槽边

板，四块所述槽边板拼合成一个方形漏斗；

[0010] 每两块相邻所述槽边板接触位置边缘处设置有一个所述结构卡扣，所述结构卡扣

用于固定所述槽边板组成的方形漏斗外形；

[0011] 所述剪枝装置剪下的枝叶能够适配掉落到所述槽边板组成的方形漏斗内。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升降装置为剪切式升降装置，所述升降装置由电机驱动升降，所述

升降装置设置在所述安装柱与所述工作车之间，让管理者能够根据需要剪切的枝叶高度让

所述升降装置折叠或者伸长，提升装置灵活性。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转台在电机的驱动下转动，所述转台设置在所述安装柱与所述工

作车之间，让所述收集装置能够更快的调整收集枝叶或者清理枝叶的方向。

[0014] 进一步的，还包括粉碎装置，所述粉碎装置设置在所述工作车上，靠近所述粉碎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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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所述槽边板向下翻转能够搭在所述粉碎装置的进料口上，所述收集装置内的枝叶能够

通过搭在所述粉碎装置的进料口上所述槽边板适配进入所述粉碎装置，所述粉碎装置能够

将枝叶粉碎再派出去，让管理者在种植区域行走时不易踩到湿滑的枝叶而摔倒，更加人性

化。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粉碎装置的输入口处设置有拓展槽，所述粉碎装置上的拓展槽可

用于扩大枝叶的进入空间。

[0016] 进一步的，还包括水箱和输水管，所述水箱设置在所述工作车上，所述水箱里的水

能够通过所述输水管进入所述粉碎装置的进料口，增加水分让枝叶更加适宜的生物菌群的

生长，加快枝叶被降解变成养料速度。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是：(1)所述剪枝装置剪下的枝叶能够适配掉落到所

述槽边板组成的方形漏斗内，避免枝叶从高处掉落砸到剪枝装置或者管理者，一方面能够

避免管理者被枝叶砸伤，另一方面能够避免装置被枝叶砸坏，提升装置的使用寿命；

[0018] (2)剪枝完成后，管理者可以取下任意两个相邻的所述结构卡扣，让一块所述槽边

板处于可活动状态，再将这块可活动的所述槽边板向下翻转，让所述收集装置收集到的枝

叶能够通过这块翻转的所述槽边板脱离所述工作车，倾倒干净后，再将活动的所述槽边板

翻转与其他所述槽边板接触，使用所述定位卡扣对其进行限位，就能让装置恢复收集枝叶

的作用，使用方便，清理快捷；

[0019] (3)通过所述工作车来搭载所述剪枝装置，降低管理者移动所述剪枝装置所需的

体力，更加人性化。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显示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外形示意图。

[0021] 图2显示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显示为本实用新型的槽边板翻转示意图。

[0023] 图4显示为本实用新型的收集装置俯视图。

[0024] 图5显示为本实用新型的收集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显示为本实用新型的槽边板平铺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本实用新型的附图1‑6，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

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7] 如图1、2所示，一种用于金槐种植的可折叠的剪枝工具，包括工作车1、升降装置2、

转台4、安装柱6、剪枝装置7，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收集装置5；

[0028] 所述安装柱6设置在所述工作车1上，所述安装柱6顶端竖直设置有所述剪枝装置

7，所述剪枝装置7在电机的驱动下进行剪切作业，通过所述工作车1来搭载所述剪枝装置6，

降低管理者移动所述剪枝装置6所需的体力，更加人性化；

[0029] 如图4、5、6所示，所述收集装置5包括定位框501、四块槽边板502和四个结构卡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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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所述定位框501为正方形框，所述定位框与所述安装柱6相互适配，所述定位框501套设

在所述安装柱6上；

[0030] 如图3所示，所述槽边板502为等边倒梯形结构，所述定位框501每个侧边上方各铰

接有一块所述槽边板502，四块所述槽边板502拼合成一个方形漏斗；

[0031] 每两块相邻所述槽边板502接触位置边缘处设置有一个所述结构卡扣503，所述结

构卡扣503用于固定所述槽边板502组成的方形漏斗外形，剪枝完成后，管理者可以取下任

意两个相邻的所述结构卡扣503，让一块所述槽边板502处于可活动状态，再将这块可活动

的所述槽边板502向下翻转，让所述收集装置5收集到的枝叶能够通过这块翻转的所述槽边

板502脱离所述工作车1，倾倒干净后，再将活动的所述槽边板502翻转与其他所述槽边板

502接触，使用所述定位卡扣503对其进行限位，就能让装置恢复收集枝叶的作用，使用方

便，清理快捷；

[0032] 所述剪枝装置7剪下的枝叶能够适配掉落到所述槽边板502组成的方形漏斗内，避

免枝叶从高处掉落砸到剪枝装置或者管理者，一方面能够避免管理者被枝叶砸伤，另一方

面能够避免装置被枝叶砸坏，提升装置的使用寿命。

[0033] 进一步的，所述升降装置2为剪切式升降装置，所述升降装置2由电机驱动升降，所

述升降装置2设置在所述安装柱6与所述工作车1之间，让管理者能够根据需要剪切的枝叶

高度让所述升降装置折叠或者伸长，提升装置灵活性。

[0034] 进一步的，所述转台4在电机的驱动下转动，所述转台4设置在所述安装柱6与所述

工作车1之间，让所述收集装置能够更快的调整收集枝叶或者清理枝叶的方向。

[0035] 进一步的，还包括粉碎装置8，所述粉碎装置8设置在所述工作车1上，靠近所述粉

碎装置8的所述槽边板502向下翻转能够搭在所述粉碎装置8的进料口上，所述收集装置5内

的枝叶能够通过搭在所述粉碎装置8的进料口上所述槽边板502适配进入所述粉碎装置，所

述粉碎装置5能够将枝叶粉碎再派出去，让管理者在种植区域行走时不易踩到湿滑的枝叶

而摔倒，更加人性化。

[0036] 进一步的，所述粉碎装置8的输入口处设置有拓展槽，所述粉碎装置8上的拓展槽

可用于扩大枝叶的进入空间。

[0037] 进一步的，还包括水箱和输水管9，所述水箱设置在所述工作车1上，所述水箱里的

水能够通过所述输水管9进入所述粉碎装置8的进料口，增加水分让枝叶更加适宜的生物菌

群的生长，加快枝叶被降解变成养料速度。

[0038]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逆时针”、“顺时针”“纵向”、“横向”、

“上”、“下”、“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

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而不是指示

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

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213485862 U

5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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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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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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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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