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2054739.9

(22)申请日 2021.08.30

(73)专利权人 中建七局总承包有限公司

地址 450000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郑开

大道136号303室

    专利权人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张惠君　樊守乾　李元庆　吴锋　

宋蒙蒙　

(74)专利代理机构 郑州科维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41102

代理人 赵继福

(51)Int.Cl.

A01C 5/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高效便捷的绿化种植挖穴工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高效便捷的绿化种

植挖穴工具，包括手柄，还包括与手柄的下表面

固定连接的握持机构、与握持机构的底部固定连

接且用于对土地挖穴的挖掘机构、位于挖掘机构

的顶部且用于对挖掘机构施加压力的脚蹬机构，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握持机构的设置，便于根

据个人的高度进行握持机构长度的调整，使用舒

适度好，脚蹬机构的设置，增加与脚底的摩擦力，

同时避免对脚部的损伤，挖掘机构的设置，便于

快速进入土地，减小进入土壤的阻力，同时对挖

掘的土壤快速排出穴坑，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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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便捷的绿化种植挖穴工具，包括手柄，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与手柄的下表面

固定连接的握持机构、与握持机构的底部固定连接且用于对土地挖穴的挖掘机构、位于挖

掘机构的顶部且用于对挖掘机构施加压力的脚蹬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便捷的绿化种植挖穴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握持机构包

括与手柄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的第一杆体、顶部与第一杆体螺纹连接的套筒、顶部套设在套

筒内且与套筒螺纹连接的第二杆体，第二杆体的底部与挖掘机构的顶部固定连接的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效便捷的绿化种植挖穴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杆

的外表面套设有防滑套，防滑套与第一连接杆的外表面螺纹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效便捷的绿化种植挖穴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脚蹬机构包

括第二杆体的左右侧面固定连接的脚蹬板、位于脚蹬板的上表面的若干防滑凸起，脚蹬板

的下表面与挖掘机构的顶部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效便捷的绿化种植挖穴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挖掘机构包

括与第二杆体的底部固定连接的挖掘板、与挖掘板的底部固定连接的第一挖掘尖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效便捷的绿化种植挖穴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挖掘板的前

表面和后表面设有若干凸起棱，若干凸起棱的长度方向与挖掘板的长度方向相同。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效便捷的绿化种植挖穴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挖掘机构包

括与第二杆体的底部固定连接且开口向下的挖掘筒、与挖掘筒的底部固定连接的第二挖掘

尖端、底部位于挖掘筒内且用于将挖掘筒的图排出的推动机构。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高效便捷的绿化种植挖穴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推动机构包

括位于挖掘筒内且沿挖掘筒的长度方向移动的推板、位于推板顶部的连接杆、与连接杆的

顶部固定连接的连接柄，连接杆的顶部依次穿过挖掘筒的顶部、第二杆体、套筒、第一杆体

和手柄并位于手柄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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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便捷的绿化种植挖穴工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园林绿化工具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效便捷的绿化种植挖穴

工具。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园林绿化建设过程中，需要栽种不同种类植物，这时往往需要使用铁锹挖

掘栽种植物的坑，现有技术的铁锹往往功能比较单一，锹头呈片状，在实际使用时，由于锹

头的顶部较窄，用脚蹬铁锹时会硌得脚疼，工作效率低，浪费劳力的问题，且现有的铁锹的

把手长度一定，无法根据个人的需求调节把手的长度，使用舒适度不好，另外，在挖坑的过

程中，坑中的土壤在铲出时，铲在锹头土壤容易从锹头上掉落，需要工人反复的铲土，增加

工人的工作负担。

[0003] 因此，提供一种施工效率高且减轻工人工作负担的高效便捷的绿化种植挖穴工

具，已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施工效率高且减轻工人

工作负担的高效便捷的绿化种植挖穴工具。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高效便捷的绿化种植挖穴工具，包括手柄，还包括与手柄的下表面固定连接

的握持机构、与握持机构的底部固定连接且用于对土地挖穴的挖掘机构、位于挖掘机构的

顶部且用于对挖掘机构施加压力的脚蹬机构。

[0007] 所述握持机构包括与手柄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的第一杆体、顶部与第一杆体螺纹连

接的套筒、顶部套设在套筒内且与套筒螺纹连接的第二杆体，第二杆体的底部与挖掘机构

的顶部固定连接的连接。

[0008] 所述第一连接杆的外表面套设有防滑套，防滑套与第一连接杆的外表面螺纹连

接。

[0009] 所述脚蹬机构包括第二杆体的左右侧面固定连接的脚蹬板、位于脚蹬板的上表面

的若干防滑凸起，脚蹬板的下表面与挖掘机构的顶部固定连接。

[0010] 所述挖掘机构包括与第二杆体的底部固定连接的挖掘板、与挖掘板的底部固定连

接的第一挖掘尖端。

[0011] 所述挖掘板的前表面和后表面设有若干凸起棱，若干凸起棱的长度方向与挖掘板

的长度方向相同。

[0012] 所述挖掘机构包括与第二杆体的底部固定连接且开口向下的挖掘筒、与挖掘筒的

底部固定连接的第二挖掘尖端、底部位于挖掘筒内且用于将挖掘筒的图排出的推动机构。

[0013] 所述推动机构包括位于挖掘筒内且沿挖掘筒的长度方向移动的推板、位于推板顶

部的连接杆、与连接杆的顶部固定连接的连接柄，连接杆的顶部依次穿过挖掘筒的顶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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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杆体、套筒、第一杆体和手柄并位于手柄的上方。

[0014] 积极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握持机构的设置，便于根据个人的高度进行

握持机构长度的调整，使用舒适度好，脚蹬机构的设置，增加与脚底的摩擦力，同时避免对

脚部的损伤，挖掘机构的设置，便于快速进入土地，减小进入土壤的阻力，同时对挖掘的土

壤快速排出穴坑，提高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图1的左视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A‑A方向的剖面图；

[0019] 图中为：手柄1、握持机构2、挖掘机构3、脚蹬板4、防滑凸起5、第一杆体6、套筒7、第

二杆体8、防滑套9、挖掘板10、第一挖掘尖端11、凸起棱12、挖掘筒13、第二挖掘尖端14、推板

15、连接杆16、连接柄17。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1] 实施例1

[0022]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高效便捷的绿化种植挖穴工具，包括手柄1，还包括与手柄1

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的握持机构2、与握持机构2的底部固定连接且用于对土地挖穴的挖掘机

构3、位于挖掘机构3的顶部且用于对挖掘机构3施加压力的脚蹬机构，握持机构的设置，便

于根据个人的高度进行握持机构长度的调整，使用舒适度好，脚蹬机构的设置，增加与脚底

的摩擦力，同时避免对脚部的损伤，挖掘机构的设置，便于快速进入土地，减小进入土壤的

阻力，同时对挖掘的土壤快速排出穴坑，提高工作效率。

[0023] 所述握持机构2包括与手柄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的第一杆体6、顶部与第一杆体6螺

纹连接的套筒7、顶部套设在套筒7内且与套筒7螺纹连接的第二杆体8，第二杆体8的底部与

挖掘机构3的顶部固定连接的连接，第一杆体6的底部套设在套筒7内，第二杆体8的顶部套

设在套筒7内，通过转动第一杆体6和套筒7，转动第二杆体8和套筒7，即调整握持机构2的长

度，则可调整手柄1与挖掘机构3的之间的距离，从而适用于不同身高的人，使用范围广第二

杆体8的底部与挖掘机构3的顶部焊接固定。所述第一连接杆6的外表面套设有防滑套9，防

滑套9与第一连接杆6的外表面螺纹连接，便于调整防滑套9的位置，从而使工人使用舒适，

防滑套9增大了手握处与第一杆体6的摩擦力，避免手握第一杆体时打滑现象的出现，根据

实际使用的需求，第二连接杆8和套管7的外表面也可设置防滑套9。

[0024] 所述脚蹬机构包括第二杆体8的左右侧面通过焊接固定连接的脚蹬板4、位于脚蹬

板4的上表面的若干防滑凸起5，脚蹬板4的下表面与挖掘机构3的顶部通过焊接固定连接，

脚蹬板4在水平面上前后方向的宽度为5~10cm，即增大了脚蹬板4与脚底板的接触面积，避

免脚底部对挖掘机构3施加压力而疼痛。

[0025] 所述挖掘机构3包括与第二杆体8的底部固定连接的挖掘板10、与挖掘板10的底部

固定连接的第一挖掘尖端11，第一挖掘尖端11的设置，减小挖掘板10底部与地面的接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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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便于挖掘板10进入地面，减小工人的用力。所述挖掘板10的前表面和后表面设有若干

凸起棱12，若干凸起棱12的长度方向与挖掘板10的长度方向相同，利用凸起棱12能够对挖

掘板10的前面和后面的土进行分隔，使挖掘板10的前面和后面的土壤能够疏松，从而使挖

掘板10顺利的进入土壤内进行挖栽植穴作业，凸起棱12为三角棱，三角棱12的尖端朝下外

侧，凸起棱12与挖掘板10通过螺栓组件固定或在焊接固定。

[0026] 实施例2

[0027]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高效便捷的绿化种植挖穴工具，包括手柄1，还包括与手柄1

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的握持机构2、与握持机构2的底部固定连接且用于对土地挖穴的挖掘机

构3、位于挖掘机构3的顶部且用于对挖掘机构3施加压力的脚蹬机构，握持机构的设置，便

于根据个人的高度进行握持机构长度的调整，使用舒适度好，脚蹬机构的设置，增加与脚底

的摩擦力，同时避免对脚部的损伤，挖掘机构的设置，便于快速进入土地，减小进入土壤的

阻力，同时对挖掘的土壤快速排出穴坑，提高工作效率。

[0028] 所述握持机构2包括与手柄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的第一杆体6、顶部与第一杆体6螺

纹连接的套筒7、顶部套设在套筒7内且与套筒7螺纹连接的第二杆体8，第二杆体8的底部与

挖掘机构3的顶部固定连接的连接，第一杆体6的底部套设在套筒7内，第二杆体8的顶部套

设在套筒7内，通过转动第一杆体6和套筒7，转动第二杆体8和套筒7，即调整握持机构2的长

度，则可调整手柄1与挖掘机构3的之间的距离，从而适用于不同身高的人，使用范围广第二

杆体8的底部与挖掘机构3的顶部焊接固定。所述第一连接杆6的外表面套设有防滑套9，防

滑套9与第一连接杆6的外表面螺纹连接，便于调整防滑套9的位置，从而使工人使用舒适，

防滑套9增大了手握处与第一杆体6的摩擦力，避免手握第一杆体时打滑现象的出现，根据

实际使用的需求，第二连接杆8和套管7的外表面也可设置防滑套9。

[0029] 所述脚蹬机构包括第二杆体8的左右侧面通过焊接固定连接的脚蹬板4、位于脚蹬

板4的上表面的若干防滑凸起5，脚蹬板4的下表面与挖掘机构3的顶部通过焊接固定连接，

脚蹬板4在水平面上前后方向的宽度为5~10cm，即增大了脚蹬板4与脚底板的接触面积，避

免脚底部对挖掘机构3施加压力而疼痛。

[0030] 所述挖掘机构3包括与第二杆体8的底部通过焊接固定连接且开口向下的挖掘筒

13、与挖掘筒13的底部通过焊接固定连接的第二挖掘尖端14、底部位于挖掘筒13内且用于

将挖掘筒13的土排出的推动机构，脚蹬板4与挖掘筒13的顶部焊接固定。所述推动机构包括

位于挖掘筒13内且沿挖掘筒13的长度方向移动的推板15、位于推板15顶部的连接杆16、与

连接杆16的顶部固定连接的连接柄17，连接杆16的顶部依次穿过挖掘筒13的顶部、第二杆

体8、套筒7、第一杆体6和手柄1并位于手柄1的上方，第一杆体6和第二杆体8内开均设有使

连接杆16通过的通孔，则连接杆16在依次穿过挖掘筒13的顶部、第二杆体8、套筒7、第一杆

体6和手柄1并在竖直方向移动，挖掘筒13能够快速的将穴坑内土收纳和存储，挖掘筒13进

入穴坑一定的深度后，向上拔出挖掘筒13，则土壤和挖掘筒13同步被带出，然后向下推动连

接柄17，则连接柄17通过连接杆16带动推板15向下移动，则挖掘筒13内的土壤被排出，从穴

坑里的出土速度快，使挖掘穴坑和出土同步进行，工作效率高，挖掘筒13具有破坏地表土或

耕层土的土孔结构面积小，小口深坑保水保墒的优势，满足植物根系的向肥性。方便快捷，

造林速度快，同样土地条件和环境条件下，提高植树效率，提高树苗成活率，有效降低造林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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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握持机构的设置，便于根据个人的高度进行握持机构长度

的  调整，使用舒适度好，脚蹬机构的设置，增加与脚底的摩擦力，同时避免对脚部的损伤，

挖掘机构的设置，便于快速进入土地，减小进入土壤的阻力，同时对挖掘的土壤快速排出穴

坑，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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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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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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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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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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