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045959.1

(22)申请日 2018.09.07

(71)申请人 林其峰

地址 330200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天祥大

道289号

(72)发明人 林其峰　

(51)Int.Cl.

A01K 14/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羊毛发梢发根可切换刀具的羊毛

修剪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羊毛发梢发根可切

换刀具的羊毛修剪装置，其结构包括：电池盒、握

柄、大旋钮、小旋钮、修剪刀片、连接板、刀具端

盖、连接盒、限位环、电源开关，握柄采用嵌套的

方式连接于电池盒的内部左侧并且采用螺纹连

接，本发明解决了传统市面上大多数的羊毛修剪

装置是通过人工手持对着羊毛来回推动修剪，修

剪较为麻烦、繁琐，并且对于发梢与发根的羊毛

采用的是统一刀片进行修剪，而发根的回潮率比

发梢的高，发根的羊毛更易于缩成团，使在修剪

发根处成团的羊毛时羊毛无法得到限位而发生

摆动，导致不利于对羊毛的修剪，同时在修剪过

程中因回潮率高而成团的羊毛处于卷形状而易

于粘在刀片上，造成刀片修剪卡顿、不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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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羊毛发梢发根可切换刀具的羊毛修剪装置，其结构包括：电池盒(1)、握柄

(2)、大旋钮(3)、小旋钮(4)、修剪刀片(5)、连接板(6)、刀具端盖(7)、连接盒(8)、限位环

(9)、电源开关(10)，其特征在于：

所述握柄(2)采用嵌套的方式连接于电池盒(1)的内部左侧并且采用螺纹连接，所述电

源开关(10)装设于电池盒(1)的上表面左侧，所述握柄(2)的左侧与限位环(9)的右表面下

端相贴合，所述连接盒(8)的右侧与限位环(9)的左表面下端通过电焊的方式固定连接在一

起，所述连接盒(8)的左侧与刀具端盖(7)的右侧相贴合，所述修剪刀片(5)的右侧采用焊接

的方式固定连接于连接板(6)的左侧上端，所述连接板(6)的右侧采用嵌套的方式连接于刀

具端盖(7)的内部左侧上端并且采用间隙配合，所述大旋钮(3)的上端设有小旋钮(4)，所述

小旋钮(4)的左侧嵌入安装于刀具端盖(7)的内部右侧上端；

所述刀具端盖(7)由旋转切换装置(71)、横向推动机构(72)、发根修剪装置(73)、摆动

机构(74)、顶推装置(75)组成；

所述旋转切换装置(71)的外环两侧与横向推动机构(72)相啮合，所述发根修剪装置

(73)通过顶推装置(75)与横向推动机构(72)活动连接，所述摆动机构(74)通过连接轴与顶

推装置(75)传动连接，所述横向推动机构(72)采用嵌套的方式连接于顶推装置(75)的内部

右侧上端中段并且采用间隙配合，所述顶推装置(75)的内部右侧上端设有旋转切换装置

(7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羊毛发梢发根可切换刀具的羊毛修剪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旋转切换装置(71)由棘轮圈(711)、转动齿轮(712)、竖杆(713)、棘爪(714)组成，

所述棘轮圈(711)的内环与转动齿轮(712)的外环在同一轴心，所述棘爪(714)通过连接轴

与竖杆(713)活动连接，所述转动齿轮(712)的下端与横向推动机构(72)的上端间隙配合，

所述棘轮圈(711)的上端设有竖杆(71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羊毛发梢发根可切换刀具的羊毛修剪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横向推动机构(72)由滑轨(721)、上齿板(722)、下齿板(723)、限位弹簧(724)、带

动杆(725)组成，所述带动杆(725)的下端采用焊接的方式固定连接于滑轨(721)的右侧上

端，所述上齿板(722)的上端与下齿板(723)的下端相互平行，所述限位弹簧(724)的左侧与

下齿板(723)的右侧下端中段通过电焊的方式固定连接在一起，所述下齿板(723)的上端与

转动齿轮(712)的下端间隙配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羊毛发梢发根可切换刀具的羊毛修剪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发根修剪装置(73)由刀片出口(731)、定位刀片(732)、半圆块(733)、滑动刀片

(734)组成，所述刀片出口(731)的右侧上端设有定位刀片(732)，所述滑动刀片(734)的上

端与半圆块(733)的下端相贴合，所述滑动刀片(734)上表面与定位刀片(732)的下表面相

互平行，所述滑动刀片(734)装设于刀片出口(731)的右侧下端，所述滑动刀片(734)的右表

面与顶推装置(75)的左侧下端通过电焊的方式固定连接在一起。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羊毛发梢发根可切换刀具的羊毛修剪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摆动机构(74)由横向摆杆(741)、转轴(742)、连接三角片(743)、驱动连杆(744)

组成，所述横向摆杆(741)通过转轴(742)与连接三角片(743)的上端机械连接，所述驱动连

杆(744)通过转轴(742)与连接三角片(743)的右侧下端传动连接，所述连接三角片(743)采

用嵌套的方式连接于顶推装置(75)的左侧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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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一种基于羊毛发梢发根可切换刀具的羊毛修剪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顶推装置(75)由焊板(751)、连接槽(752)、微型马达(753)、保护壳(754)组成，

所述连接槽(752)嵌入安装于焊板(751)的右侧上端，所述微型马达(753)采用嵌套的方式

连接于保护壳(754)的内部右侧下端，所述保护壳(754)的内部左侧下端设有连接三角片

(743)，所述焊板(751)的左表面下端三分之一处采用焊接的方式固定连接于滑动刀片

(734)的右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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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羊毛发梢发根可切换刀具的羊毛修剪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一种基于羊毛发梢发根可切换刀具的羊毛修剪装置，属于羊毛修剪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羊毛主要由蛋白质纤维组成，羊毛纤维柔软富有弹性，修剪下来可制作于呢绒、绒

线、毛毯、毡呢等纺织品，而牧羊通常是在野外放养，这使得羊毛时常会遇水或者淋雨，接着

又在太阳下暴晒，并且羊毛属于卷形状，回潮率高达百分之十八以上，羊毛发根内部更为紧

密，回潮率更高，使得羊毛发根在遇水后的成团率升高，因此，对于羊毛的修剪有所阻碍。

[0003] 市面上大多数的羊毛修剪装置是通过人工手持对着羊毛来回推动修剪，修剪较为

麻烦、繁琐，并且对于发梢与发根的羊毛采用的是统一刀片进行修剪，而发根的回潮率比发

梢的高，发根的羊毛更易于缩成团，使在修剪发根处成团的羊毛时羊毛无法得到限位而发

生摆动，导致不利于对羊毛的修剪，同时在修剪过程中因回潮率高而成团的羊毛处于卷形

状而易于粘在刀片上，造成刀片修剪卡顿、不灵活。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羊毛发梢发根可切换刀具

的羊毛修剪装置，为了克服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的羊毛修剪装置是通过人工手持对着羊毛来

回推动修剪，修剪较为麻烦、繁琐，并且对于发梢与发根的羊毛采用的是统一刀片进行修

剪，而发根的回潮率比发梢的高，发根的羊毛更易于缩成团，使在修剪发根处成团的羊毛时

羊毛无法得到限位而发生摆动，导致不利于对羊毛的修剪，同时在修剪过程中因回潮率高

而成团的羊毛处于卷形状而易于粘在刀片上，造成刀片修剪卡顿、不灵活的问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基于羊毛发梢发

根可切换刀具的羊毛修剪装置，其结构包括：电池盒、握柄、大旋钮、小旋钮、修剪刀片、连接

板、刀具端盖、连接盒、限位环、电源开关，所述握柄采用嵌套的方式连接于电池盒的内部左

侧并且采用螺纹连接，所述电源开关装设于电池盒的上表面左侧，所述握柄的左侧与限位

环的右表面下端相贴合，所述连接盒的右侧与限位环的左表面下端通过电焊的方式固定连

接在一起，所述连接盒的左侧与刀具端盖的右侧相贴合，所述修剪刀片的右侧采用焊接的

方式固定连接于连接板的左侧上端，所述连接板的右侧采用嵌套的方式连接于刀具端盖的

内部左侧上端并且采用间隙配合，所述大旋钮的上端设有小旋钮，所述小旋钮的左侧嵌入

安装于刀具端盖的内部右侧上端，所述刀具端盖由旋转切换装置、横向推动机构、发根修剪

装置、摆动机构、顶推装置组成，所述旋转切换装置的外环两侧与横向推动机构相啮合，所

述发根修剪装置通过顶推装置与横向推动机构活动连接，所述摆动机构通过连接轴与顶推

装置传动连接，所述横向推动机构采用嵌套的方式连接于顶推装置的内部右侧上端中段并

且采用间隙配合，所述顶推装置的内部右侧上端设有旋转切换装置。

[0006] 为优化上述技术方案，进一步采取的措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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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旋转切换装置由棘轮圈、转动齿轮、竖杆、棘爪组成，所

述棘轮圈的内环与转动齿轮的外环在同一轴心，所述棘爪通过连接轴与竖杆活动连接，所

述转动齿轮的下端与横向推动机构的上端间隙配合，所述棘轮圈的上端设有竖杆。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旋转大旋钮与小旋钮，驱使转动齿轮旋转将修剪刀

片缩进装置内置换出另一种刀片，具有实现对牧羊修剪不同部位能够置换不同刀具的作

用。

[000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横向推动机构由滑轨、上齿板、下齿板、限位弹簧、带动

杆组成，所述带动杆的下端采用焊接的方式固定连接于滑轨的右侧上端，所述上齿板的上

端与下齿板的下端相互平行，所述限位弹簧的左侧与下齿板的右侧下端中段通过电焊的方

式固定连接在一起，所述下齿板的上端与转动齿轮的下端间隙配合。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带动杆将上齿板与下齿板相对移动，限位弹簧发生

形变，具有实现推动推动刀片至装置外的作用。

[001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发根修剪装置由刀片出口、定位刀片、半圆块、滑动刀

片组成，所述刀片出口的右侧上端设有定位刀片，所述滑动刀片的上端与半圆块的下端相

贴合，所述滑动刀片上表面与定位刀片的下表面相互平行，所述滑动刀片装设于刀片出口

的右侧下端，所述滑动刀片的右表面与顶推装置的左侧下端通过电焊的方式固定连接在一

起。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定位刀片在半圆块与滑动刀片的下端做往复运动，

具有对于发根回潮率较高的地方进行便捷修剪的作用。

[001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摆动机构由横向摆杆、转轴、连接三角片、驱动连杆组

成，所述横向摆杆通过转轴与连接三角片的上端机械连接，所述驱动连杆通过转轴与连接

三角片的右侧下端传动连接，所述连接三角片采用嵌套的方式连接于顶推装置的左侧上

端。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根据驱动连杆发生转动驱使连接三角片带动横向摆杆左

右摆动，具有将刀片能够实现往复修剪，避免对于成团的羊毛阻碍刀片修剪。

[0015]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顶推装置由焊板、连接槽、微型马达、保护壳组成，所述

连接槽嵌入安装于焊板的右侧上端，所述微型马达采用嵌套的方式连接于保护壳的内部右

侧下端，所述保护壳的内部左侧下端设有连接三角片，所述焊板的左表面下端三分之一处

采用焊接的方式固定连接于滑动刀片的右表面。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微型马达通电工作能够实现驱动连杆旋转，同时焊

板对于刀片起到支撑顶推的作用。

[0017] 使用方法：在工作人员使用该装置修剪羊毛时，将修剪刀片对着羊毛来回推动，使

得处于发梢的羊毛能够得以平整修剪，在需要修剪发根处的羊毛时，通过分别旋转大旋钮

与小旋钮，使得棘爪上翘取消对棘轮圈的限位，致使棘轮圈得以旋转，具有一同驱动转动齿

轮转动的作用，转动齿轮逆时针转动驱使限位弹簧发生形变，在滑轨的作用下带动杆带着

上齿板向右移动，从而带动修剪刀片、连接板向右移动直至导回保护壳内，同时转动齿轮旋

转且在滑轨的作用下带动杆带着下齿板向左推动，具有将滑动刀片于定位刀片一同推出保

护壳外的作用，接着按下电源开关，微型马达便通电旋转，驱动连杆便被机械驱动旋转，在

转轴的作用下连接三角片驱使横向摆杆左右晃动，从而带动焊板左右移动，在连接槽的作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109122374 A

5



用下定位刀片保持不动，而滑动刀片在定位刀片的下端左右往复移动，具有将前方的羊毛

进行交叉修剪，省去人工推动修剪成团的发根处羊毛带来的不便，其中定位刀片与滑动刀

片的修剪端采用的是V型结构，具有将成团的毛发夹入刀片尾端，实现回潮率高造成的羊毛

在修剪时得以限位，避免羊毛摆动而不利于修剪，同时通过定位刀片表面上的半圆块，具有

在修剪羊毛时能够将粘在滑动刀片羊毛以下坠的惯性平滑下来，避免羊毛缠在刀片上，造

成刀片修剪卡顿、不灵活。

[0018] 有益效果

[0019] 本发明一种基于羊毛发梢发根可切换刀具的羊毛修剪装置，本发明通过旋转切换

装置，在需要对发根处的羊毛进行修剪时，转动齿轮旋转驱使上齿板与下齿板相对移动，使

原有的修剪刀片得以缩回装置内，而定位刀片与滑动刀片能够伸出装置外，实现了该装置

能够对于不同部位的羊毛进行切换不同的刀具修剪，在发根处的羊毛处于较高的回潮率

时，微型马达通过控制横向摆杆左右移动从而实现滑动刀片往复左右运动，从而将导入到

定位刀片上V槽内的羊毛进行交叉式修剪，具有对回潮率较高的羊毛能够得以限位，避免受

潮后的羊毛易于发生摆动而不利于平整修剪，在修剪过程中，通过定位刀片上的半圆块采

用上端凸起、两侧平滑结构，具有在修剪羊毛时能够将粘在滑动刀片上的羊毛以下滑的惯

性平滑下来，有效避免了羊毛缠在刀片上，使得刀片修剪得更加灵活。

附图说明

[0020]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

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21] 图1为本发明一种基于羊毛发梢发根可切换刀具的羊毛修剪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刀具端盖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刀具端盖的详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摆动机构的侧视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定位刀片的俯视图。

[0026] 图6位本发明滑动刀片的仰视图。

[0027] 附图标记说明：电池盒-1、握柄-2、大旋钮-3、小旋钮-4、修剪刀片-5、连接板-6、刀

具端盖-7、连接盒-8、限位环-9、电源开关-10、旋转切换装置-71、横向推动机构-72、发根修

剪装置-73、摆动机构-74、顶推装置-75、棘轮圈-711、转动齿轮-712、竖杆-713、棘爪-714、

滑轨-721、上齿板-722、下齿板-723、限位弹簧-724、带动杆-725、刀片出口-731、定位刀片-

732、半圆块-733、滑动刀片-734、横向摆杆-741、转轴-742、连接三角片-743、驱动连杆-

744、焊板-751、连接槽-752、微型马达-753、保护壳-754。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9] 请参阅图1-图4，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羊毛发梢发根可切换刀具的羊毛修剪装置：

电池盒1、握柄2、大旋钮3、小旋钮4、修剪刀片5、连接板6、刀具端盖7、连接盒8、限位环9、电

源开关10，所述握柄2采用嵌套的方式连接于电池盒1的内部左侧并且采用螺纹连接，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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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开关10装设于电池盒1的上表面左侧，所述握柄2的左侧与限位环9的右表面下端相贴

合，所述连接盒8的右侧与限位环9的左表面下端通过电焊的方式固定连接在一起，所述连

接盒8的左侧与刀具端盖7的右侧相贴合，所述修剪刀片5的右侧采用焊接的方式固定连接

于连接板6的左侧上端，所述连接板6的右侧采用嵌套的方式连接于刀具端盖7的内部左侧

上端并且采用间隙配合，所述大旋钮3的上端设有小旋钮4，所述小旋钮4的左侧嵌入安装于

刀具端盖7的内部右侧上端，所述刀具端盖7由旋转切换装置71、横向推动机构72、发根修剪

装置73、摆动机构74、顶推装置75组成，所述旋转切换装置71的外环两侧与横向推动机构72

相啮合，所述发根修剪装置73通过顶推装置75与横向推动机构72活动连接，所述摆动机构

74通过连接轴与顶推装置75传动连接，所述横向推动机构72采用嵌套的方式连接于顶推装

置75的内部右侧上端中段并且采用间隙配合，所述顶推装置75的内部右侧上端设有旋转切

换装置71，所述旋转切换装置71由棘轮圈711、转动齿轮712、竖杆713、棘爪714组成，所述棘

轮圈711的内环与转动齿轮712的外环在同一轴心，所述棘爪714通过连接轴与竖杆713活动

连接，所述转动齿轮712的下端与横向推动机构72的上端间隙配合，所述棘轮圈711的上端

设有竖杆713，通过旋转大旋钮3与小旋钮4，驱使转动齿轮712旋转将修剪刀片5缩进装置内

置换出另一种刀片，具有实现对牧羊修剪不同部位能够置换不同刀具的作用，所述横向推

动机构72由滑轨721、上齿板722、下齿板723、限位弹簧724、带动杆725组成，所述带动杆725

的下端采用焊接的方式固定连接于滑轨721的右侧上端，所述上齿板722的上端与下齿板

723的下端相互平行，所述限位弹簧724的左侧与下齿板723的右侧下端中段通过电焊的方

式固定连接在一起，所述下齿板723的上端与转动齿轮712的下端间隙配合，通过带动杆725

将上齿板722与下齿板723相对移动，限位弹簧724发生形变，具有实现推动推动刀片至装置

外的作用，所述发根修剪装置73由刀片出口731、定位刀片732、半圆块733、滑动刀片734组

成，所述刀片出口731的右侧上端设有定位刀片732，所述滑动刀片734的上端与半圆块733

的下端相贴合，所述滑动刀片734上表面与定位刀片732的下表面相互平行，所述滑动刀片

734装设于刀片出口731的右侧下端，所述滑动刀片734的右表面与顶推装置75的左侧下端

通过电焊的方式固定连接在一起，通过定位刀片732在半圆块733与滑动刀片734的下端做

往复运动，具有对于发根回潮率较高的地方进行便捷修剪的作用，所述所述摆动机构74由

横向摆杆741、转轴742、连接三角片743、驱动连杆744组成，所述横向摆杆741通过转轴742

与连接三角片743的上端机械连接，所述驱动连杆744通过转轴742与连接三角片743的右侧

下端传动连接，所述连接三角片743采用嵌套的方式连接于顶推装置75的左侧上端，根据驱

动连杆744发生转动驱使连接三角片743带动横向摆杆741左右摆动，具有将刀片能够实现

往复修剪，避免对于成团的羊毛阻碍刀片修剪，所述顶推装置75由焊板751、连接槽752、微

型马达753、保护壳754组成，所述连接槽752嵌入安装于焊板751的右侧上端，所述微型马达

753采用嵌套的方式连接于保护壳754的内部右侧下端，所述保护壳754的内部左侧下端设

有连接三角片743，所述焊板751的左表面下端三分之一处采用焊接的方式固定连接于滑动

刀片734的右表面，通过微型马达753通电工作能够实现驱动连杆744旋转，同时焊板751对

于刀片起到支撑顶推的作用。

[0030] 请参阅图5，所述定位刀片732与滑动刀片734采用的是交叉式结构，对于发根因为

回潮率高而成团的羊毛具有快速便捷修剪的作用，避免成团羊毛阻碍了刀片修剪。

[0031] 请参阅图6，所述半圆块733的上端采用凸起结构，两侧为平滑部分，具有在修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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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能够将粘在滑动刀片734羊毛以下坠的惯性平滑下来，避免羊毛缠在刀片上，造成刀片

修剪卡顿、不灵活，同时滑动刀片734修剪的一端采用的是V型结构，能够将羊毛在修剪时卡

入到槽内，对回潮率高的羊毛在修剪时起到限位的作用，避免在修剪时成团的羊毛发生摆

动偏移，造成羊毛不易于修剪。

[0032] 使用方法：在工作人员使用该装置修剪羊毛时，将修剪刀片5对着羊毛来回推动，

使得处于发梢的羊毛能够得以平整修剪，在需要修剪发根处的羊毛时，通过分别旋转大旋

钮3与小旋钮4，使得棘爪714上翘取消对棘轮圈711的限位，致使棘轮圈711得以旋转，具有

一同驱动转动齿轮712转动的作用，转动齿轮712逆时针转动驱使限位弹簧724发生形变，在

滑轨721的作用下带动杆725带着上齿板722向右移动，从而带动修剪刀片5、连接板6向右移

动直至导回保护壳754内，同时转动齿轮712旋转且在滑轨721的作用下带动杆725带着下齿

板723向左推动，具有将滑动刀片734于定位刀片732一同推出保护壳754外的作用，接着按

下电源开关10，微型马达753便通电旋转，驱动连杆744便被机械驱动旋转，在转轴742的作

用下连接三角片743驱使横向摆杆741左右晃动，从而带动焊板751左右移动，在连接槽752

的作用下定位刀片732保持不动，而滑动刀片734在定位刀片732的下端左右往复移动，具有

将前方的羊毛进行交叉修剪，省去人工推动修剪成团的发根处羊毛带来的不便，其中定位

刀片732与滑动刀片734的修剪端采用的是V型结构，具有将成团的毛发夹入刀片尾端，实现

回潮率高造成的羊毛在修剪时得以限位，避免羊毛摆动而不利于修剪，同时通过定位刀片

732表面上的半圆块733，具有在修剪羊毛时能够将粘在滑动刀片734羊毛以下坠的惯性平

滑下来，避免羊毛缠在刀片上，造成刀片修剪卡顿、不灵活。

[0033] 本发明解决现有技术市面上大多数的羊毛修剪装置是通过人工手持对着羊毛来

回推动修剪，修剪较为麻烦、繁琐，并且对于发梢与发根的羊毛采用的是统一刀片进行修

剪，而发根的回潮率比发梢的高，发根的羊毛更易于缩成团，使在修剪发根处成团的羊毛时

羊毛无法得到限位而发生摆动，导致不利于对羊毛的修剪，同时在修剪过程中因回潮率高

而成团的羊毛处于卷形状而易于粘在刀片上，造成刀片修剪卡顿、不灵活的问题，本发明通

过上述部件的互相组合，在需要对发根处的羊毛进行修剪时，转动齿轮712旋转驱使上齿板

722与下齿板723相对移动，使原有的修剪刀片5得以缩回装置内，而定位刀片732与滑动刀

片734能够伸出装置外，实现了该装置能够对于不同部位的羊毛进行切换不同的刀具修剪，

在发根处的羊毛处于较高的回潮率时，微型马达753通过控制横向摆杆741左右移动从而实

现滑动刀片734往复左右运动，从而将导入到定位刀片732上V槽内的羊毛进行交叉式修剪，

具有对回潮率较高的羊毛能够得以限位，避免受潮后的羊毛易于发生摆动而不利于平整修

剪，在修剪过程中，通过定位刀片732上的半圆块733采用上端凸起、两侧平滑结构，具有在

修剪羊毛时能够将粘在滑动刀片734上的羊毛以下滑的惯性平滑下来，有效避免了羊毛缠

在刀片上，使得刀片修剪得更加灵活。

[0034]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但

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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