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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剪枝剪，其目的在于，能够

在对造景树、果树等的枝杈、茎干等进行截断时，

使得在枝杈或茎干的直径较大或坚固的情况下

修剪枝杈时所发生的滑动等最小化并能够使其

截断，尤其，可以缓解在截断较粗的枝杈或茎干

的瞬间向操作者的手施加的冲击，并且在操作中

可以方便地悬挂于树枝上。而且，设置有旋动式

便携式锯片收纳装置，旋动式便携式锯片收纳装

置用于截断超过剪枝剪的截断范围的树枝或茎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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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兼备树枝悬挂及缓解冲击功能的剪枝剪，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主体（10），其一端部设置有第一切削部（11），另一端部设置有第一把手部（15），第

一切削部（11）形成有多个第一防止滑动槽（12），第一防止滑动槽（12）在截断树枝时用于防

止滑动，第一把手部（15）包括旋动式便携式锯片收纳装置（80），旋动式便携式锯片收纳装

置（80）用于截断超过剪枝剪的截断范围的树枝或茎干；

第二主体（20），其一端部设置有与所述第一切削部（11）相对应的第二切削部（21），另

一端部设置有第二把手部（25）；

铰链部件（30），其使得第一主体（10）和第二主体（20）铰链结合，以便所述第一切削部

（11）及第二切削部（21）能够相互靠近及隔开；

弹簧（40），其钩挂于弹簧钩挂销（42）并在第一把手部（15）和第二把手部（25）之间赋予

弹性，弹簧钩挂销（42）设置于所述第一把手部（15）和第二把手部（25）之间相面对的内侧

面；

缓解冲击部件（50），其设置于所述第一把手部（15）和第二把手部（25）之间相面对的两

内侧面中任意一个侧面，为了截断树枝，在抓握第一把手部（15）和第二把手部（25）并向内

侧加压而截断枝杈或茎干的瞬间，与所述两内侧面中另一侧面弹性紧贴的同时缓解向操作

者的手施加的冲击；

橡胶材料的弹性悬挂片（56），其设置于所述第一把手部（15）和第二把手部（25）之间相

面对的末端侧的两内侧面中任意一个侧面，通过将树枝（2）推入并悬挂于内侧空间而使得

剪枝剪能够挂在与操作者的作业半径接近的树枝（2）上；

所述旋动式便携式锯片收纳装置（80）形成有能够向所述第一把手部（15）的外侧旋动

的收纳槽（82），在所述收纳槽（82）的下侧设置有铰链销（84），锯片（81）以能够旋动的形式

插入于铰链销（84），在铰链销（84）的一侧下端形成有卡挂凹陷槽（85），在卡挂凹陷槽（85）

的另一侧设置有旋动调节片（86），旋动调节片（86）卡挂于卡挂槽（88），卡挂槽（88）用于使

得锯片（81）的旋动固定或防止脱离，在旋动调节片（86）侧的锯片（81）的外侧形成有旋动把

手（87）；

所述弹性悬挂片（56）与缓解冲击部件（50）及设置有缓解冲击部件（50）的任意一个把

手部（15、25）形成为一体；

在所述第一切削部（11）以凹入的形式形成有卡挂坎（14），在所述第二切削部（21）还设

置有开闭杠杆（60），开闭杠杆（60）通过旋转卡挂于所述卡挂坎（14），从而在抓握第一把手

部（15）和第二把手部（25）并向内侧加压的状态下使得旋动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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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备树枝悬挂及缓解冲击功能的剪枝剪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剪枝剪，更加详细地，涉及一种兼备树枝悬挂及缓解冲击功能的

剪枝剪，其能够在对造景树、果树等的枝杈、茎干等进行截断时，使得在枝杈或茎干的直径

较大或坚固的情况下修剪枝杈时所发生的滑动等最小化并能够使其截断，尤其，可以缓解

在截断较粗的枝杈或茎干的瞬间向操作者的手施加的冲击，并且在操作中可以方便地悬挂

于树枝上。

背景技术

[0002] 通常，剪枝剪用作剪断枝杈、茎干等树枝的用途，或为了树枝的均匀的生产及调节

而用作剪枝用途。这样的剪枝剪以枝杈剪、树枝剪、修枝剪、整枝剪等混合使用，并且被最为

广泛地使用。

[0003] 在作为所述的剪枝剪的一个例子被提出的韩国登记实用新型第20-0310053号中

公开有一种夹住茎干而去除存在于茎干的刺、叶以及枝桠的剪枝剪，所述剪枝剪包括：一对

剪刀片100，其以能够相互旋转的形式交互结合，在板面设置有多个通过孔111a，并且切刀

部111和把手部112形成为一体；剪刀片支撑部件150，其从所述剪刀片100的把手部112外侧

端部沿着长度方向被覆成型至切刀部111的边缘部，并对剪刀片100进行支撑；以及夹子部

151，其从所述剪刀片支撑部件150的切刀部111外侧端部向外延长并形成为能够夹住园艺

作物的茎干。

[0004] 但是，观察所述现有的剪枝剪的结构，刀口的刃面为凹陷的曲面，切刀的刃面构成

为鼓起的曲面，从而会产生无法有效地截断投入于它们之间的成为截断目标的树枝或茎干

的问题，而且，由于所述现有刀口和切刀的使用，导致当想要截断的树枝或茎干的粗度粗

时，如果从一边以杠杆形态想要均匀地截断的力向一边发生倾斜，则会产生向外部脱离而

难以进行顺畅的截断作业的问题，另外，如果所述刀口和切刀使用起来变钝的话，则会因为

投入于它们之间的树枝滑动而向外部脱离的现象而导致无法容易地进行截断的问题，不仅

如此，现有剪枝剪只有剪枝的功能，为了商品化而对被切花的园艺作物的茎干进行修剪时

需要使用另外的茎干修剪设备，并且具有在弯折玫瑰之类的园艺作物时也需要使用钳子等

类似的额外的弯折设备的问题。

[0005] 尤其，为了去除刺、叶以及枝桠，使用者需要抓握并使用切割刀，因而不注意时会

发生使用者被切割刀弄伤的问题。

[0006] 因此，本申请人为了解决所述问题而提出过登记专利第10-1557609号，为了进一

步改进所述本申请人的登记专利的剪枝剪而提出了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7] 因此，本发明是为了解决所述问题而提出的，着重于兼备树枝悬挂及缓解冲击功

能的剪枝剪，并将其作为其技术课题而完成了本发明，本发明的剪枝剪在对造景树、果树等

的枝杈、茎干等进行截断时，使得在枝杈或茎干的直径较大或坚固的情况下修剪枝杈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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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滑动等最小化并能够使其截断，尤其，可以缓解在截断较粗的枝杈或茎干的瞬间向

操作者的手施加的冲击，并且在操作中可以方便地悬挂于树枝上。

[0008] 为了实现所述技术课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兼备树枝悬挂及缓解冲击功能的剪枝

剪，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主体10，其一端部设置有第一切削部11，另一端部设置有第一把

手部15，第一切削部11形成有多个第一防止滑动槽12，第一防止滑动槽12在截断树枝时用

于防止滑动，第一把手部15包括旋动式便携式锯片收纳装置80，旋动式便携式锯片收纳装

置80用于截断超过剪枝剪的截断范围的树枝或茎干；第二主体20，其一端部设置有与所述

第一切削部11相对应的第二切削部21，另一端部设置有第二把手部25；铰链部件30，其使得

第一主体10和第二主体20铰链结合，以便所述第一切削部11及第二切削部21能够相互靠近

及隔开；弹簧40，其钩挂于弹簧钩挂销42并在第一把手部15和第二把手部25之间赋予弹性，

弹簧钩挂销42设置于所述第一把手部15和第二把手部25之间相面对的内侧面；缓解冲击部

件50，其设置于所述第一把手部15和第二把手部25之间相面对的两内侧面中任意一个侧

面，为了截断树枝，在抓握第一把手部15和第二把手部25并向内侧加压而截断枝杈或茎干

的瞬间，与所述两内侧面中另一侧面弹性紧贴的同时缓解向操作者的手施加的冲击；橡胶

材料的弹性悬挂片56，其设置于所述第一把手部15和第二把手部25之间相面对的末端侧的

两内侧面中任意一个侧面，通过将树枝2推入并悬挂于内侧空间而使得剪枝剪能够挂在与

操作者的作业半径接近的树枝2上。

[0009] 此时，所述旋动式便携式锯片收纳装置80形成有能够向所述第一把手部15的外侧

旋动的收纳槽82，在所述收纳槽82的下侧设置有铰链销84，锯片81以能够旋动的形式插入

于铰链销84，在铰链销84的一侧下端形成有卡挂凹陷槽85，在卡挂凹陷槽85的另一侧设置

有旋动调节片86，旋动调节片86卡挂于卡挂槽88，卡挂槽88用于使得锯片81的旋动固定或

防止脱离，在旋动调节片86侧的锯片81的外侧形成有旋动把手87。

[0010] 另外，在所述第一切削部11以凹入的形式形成有卡挂坎14，在所述第二切削部21

还设置有开闭杠杆60，开闭杠杆60通过旋转而卡挂于所述卡挂坎14，从而在抓握第一把手

部15和第二把手部25并向内侧加压的状态下使得旋动停止。

[0011] 此时，所述弹性悬挂片56与缓解冲击部件50及设置有缓解冲击部件50的任意一个

把手部15、25形成为一体。

[0012] 根据所述本发明，效果在于，能够在对造景树、果树等的枝杈、茎干等进行截断时，

使得在枝杈或茎干的直径较大或坚固的情况下修剪枝杈时所发生的滑动等最小化并能够

使其截断，尤其，可以缓解在截断较粗的枝杈或茎干的瞬间向操作者的手施加的冲击。

[0013] 另外，即使剪枝剪的切削部使用了很长时间而变钝，通过设置于切削部的防止滑

动槽也能轻易地截断树枝，并且即使树枝或茎干很粗，通过防止滑动槽也能防止向外部脱

离而进行顺畅的截断作业，并且除了现有的剪枝剪所具有的剪枝功能之外，还简单且方便

地确保有如下额外功能：收纳有锯片，从而在需要的作业中使得收纳于剪枝剪内部的锯片

向外部排出并进行使用，在使用后重新对锯片进行收纳，据此，其效果在于，与其他产品的

商品化相比，具有优越性。

[0014] 另外，在作业中，将梯子向旁边移动或进行其他作业时，为了挂住剪枝剪，操作者

需要佩戴带有剪刀口袋的腰带，但是，通过利用形成于剪枝剪的端部的弹性悬挂片就可以

挂在树枝上，因此，具有有利于操作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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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现有技术的剪枝剪的立体图。

[0016] 图2及图3是根据本发明的兼备树枝悬挂及缓解冲击功能的剪枝剪的例示图。

[0017] 图4及图5是根据本发明的剪枝剪的旋动式便携式锯片收纳装置的例示图。

[0018] 图6是根据本发明的剪枝剪的结合状态例示图。

[0019] 图7是根据本发明的剪枝剪的开闭杠杆的例示图。

[0020] 图8及图9是根据本发明的剪枝剪的弹性悬挂片的例示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参照附图对用于实施本发明的具体内容进行更加详细的说明。

[0022] 本发明涉及一种兼备树枝悬挂及缓解冲击功能的剪枝剪，其能够在对造景树、果

树等的枝杈、茎干等进行截断时，使得在枝杈或茎干的直径较大或坚固的情况下修剪枝杈

时所发生的滑动等最小化并能够使其截断，尤其，可以缓解在截断较粗的枝杈或茎干的瞬

间向操作者的手施加的冲击，并且在操作中可以方便地悬挂于树枝上，参照图2至图9，本发

明的剪枝剪包括第一主体10、第二主体20、铰链部件30、弹簧40、缓解冲击部件50以及弹性

悬挂片56。

[0023] 就所述第一主体10而言，如图2及图3所示，其一端部设置有第一切削部11，另一端

部设置有第一把手部15，第一切削部11形成有多个第一防止滑动槽12，第一防止滑动槽12

在截断树枝时用于防止滑动，第一把手部15包括旋动式便携式锯片收纳装置80，旋动式便

携式锯片收纳装置80用于截断超过剪枝剪的截断范围的树枝或茎干。

[0024] 就形成于所述第一把手部15的旋动式便携式锯片收纳装置80而言，如图4及图5所

示，其形成有能够向第一把手部15的外侧旋动的收纳槽82，在所述收纳槽82的下侧设置有

铰链销84，锯片81以能够旋动的形式插入，在铰链销84的一侧下端形成有卡挂凹陷槽85，在

卡挂凹陷槽85的另一侧设置有旋动调节片86，旋动调节片86卡挂于卡挂槽88，卡挂槽88用

于使得锯片81的旋动固定或防止锯片81脱离，在旋动调节片86侧的锯片81的外侧形成有旋

动把手87。

[0025] 就与所述第一主体10结合并在相互间旋转的第二主体20而言，如图2及图3所示，

其一端部设置有与所述第一切削部11相对应的第二切削部21，另一端部设置有第二把手部

25。

[0026] 如图2及图3所示，为了使得所述第一主体10和第二主体20相互间能够相互靠近及

隔开而设置有使它们铰链结合的铰链部件30，此时，铰链部件30，例如，如图6所示，通过螺

栓31及螺母32结合来实现。

[0027] 在构成本发明的剪枝剪的所述第一把手部15和第二把手部25之间，为了相互间的

弹性操作而设置有弹簧40。如图3所示，弹簧40以钩挂于弹簧钩挂销42的形式构成，弹簧钩

挂销42设置于第一把手部15和第二把手部25之间相面对的内侧面。

[0028] 并且，如图2及图3所示，设置有缓解冲击部件50，缓解冲击部件50设置于所述第一

把手部15和第二把手部25之间相面对的两内侧面中任意一个侧面，为了截断树枝，在抓握

第一把手部15和第二把手部25并向内侧加压而截断枝杈或茎干的瞬间，与所述两内侧面中

另一侧面弹性紧贴的同时缓解向操作者的手施加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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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虽然所述弹簧40起到缓冲作用，但是只缓解手指的一部分冲击，所以效果微弱。因

此，在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缓解冲击部件50，从而在抓握第一把手部15和第二把手部25并向

内侧加压时使得冲击得到吸收或分散，进而使得手指整体的冲击得到吸收或缓解。

[0030] 所述缓解冲击部件50使用具有弹性的橡胶，尤其，使用防震橡胶等，其形成个数不

受制约，并且即使形成于第一把手部15以及第二把手部25之间相面对的内侧面整体也没关

系，但优选地，形成为内侧面整体长度的1/4～1/2程度。

[0031] 另外，如图2及图3所示，在所述第一切削部11以凹入的形式形成有卡挂坎14，在所

述第二切削部21还设置有开闭杠杆60，开闭杠杆60通过旋转而卡挂于所述卡挂坎14，从而

在通过抓握第一把手部15和第二把手部25而向内侧加压的状态下可以使得旋动停止。

[0032] 所述开闭杠杆60在图7中更加详细地示出，并且，形成于开闭杠杆60的端部侧的卡

挂片62旋转的同时卡挂于卡挂坎14，卡挂坎14形成于第一切削部11，因此可以使得旋动停

止。另外，与此相反，由于从卡挂坎14解除卡挂片62的卡挂，因而第一把手部15和第二把手

部25通过弹簧40弹性旋动。

[0033] 另外，根据本发明的剪枝剪，如图8所示，实现为具有树枝悬挂功能，在作业中将梯

子向旁边移动或进行其他作业时，尤其，截断树枝后涂抹消毒药时等作业时，需要悬挂剪枝

剪，现有技术中，挂在操作者的腰上系着的腰带上并进行使用，但是所述情况下操作者需要

经常移动手臂或身体，因而操作者的疲劳很快累积，从而作业效率降低，因此，在本发明中，

为了防止所述问题，实现为能够将剪枝剪挂在接近操作者的作业半径的树枝上。

[0034] 为此，在所述第一把手部15及第二把手部25之间相面对的末端侧的两内侧面中任

意一个侧面形成有弹性悬挂片56，树枝2被推入从而将弹性悬挂片56挂在树枝2上。

[0035] 若对此进行更加详细的说明，如图8(a)所示，通过剪枝剪的开闭杠杆60的卡挂操

作，在抓握第一把手部15和第二把手部25并向内侧加压的旋动停止的状态下，使得树枝2进

入第一把手部15和第二把手部25之间并与弹性悬挂片56相接触，此时，如图8(b)所示，如果

将剪枝剪的弹性悬挂片56向树枝2方向推动的话，则树枝2推挤弹性悬挂片56的同时，弹性

悬挂片56向力的方向弯折，因此，如图8(c)所示，树枝2进入弹性悬挂片56的内侧空间，从而

弹性悬挂片56挂在树枝2上。

[0036] 如果使用所述弹性悬挂片56，则与树枝2的粗细无关，无论是什么样的树枝2，都可

以挂在上面。

[0037] 另外，所述弹性悬挂片56作为弹性体，使用与所述缓解冲击部件50相同材料的橡

胶，尤其使用防震橡胶等，考虑到制造的便利性，如图9所示，弹性悬挂片56可以与缓解冲击

部件50及设置有缓解冲击部件50的任意一个把手部15、25形成为一体。

[0038] 如果如上所述构成根据本发明的兼备树枝悬挂及缓解冲击功能的剪枝剪，则能够

在对造景树、果树等的枝杈、茎干等进行截断时，使得在枝杈或茎干的直径较大或坚固的情

况下修剪枝杈时所发生的滑动等最小化并能够使其截断，尤其，可以缓解在截断较粗的枝

杈或茎干的瞬间向操作者的手施加的冲击，并且在操作中可以方便地悬挂于树枝上。

[0039] 标号说明

[0040] 2：树枝

[0041] 10：第一主体

[0042] 11：第一切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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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12：第一防止滑动槽

[0044] 15：第一把手部

[0045] 20：第二主体

[0046] 21：第二切削部

[0047] 25：第二把手部

[0048] 30：铰链部件

[0049] 40：弹簧

[0050] 42：弹簧钩挂销

[0051] 50：缓解冲击部件

[0052] 60：开闭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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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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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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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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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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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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