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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园林景观树造型技术领域，

特别是涉及一种园林修剪装置。包括承载小车还

包括固定装置、承载台、修剪机构和电动推杆，承

载小车包括承载台、连接板、滚轮和举升气杆，固

定装置包括固定箱、固定电机、从动螺栓杆、蜗

杆、主动轴、蜗轮、滑动筒、固定滑动块和钉锥，承

载台包括底板、围栏和操作台，修剪机构包括转

动电机、主动轴、横连轴、纵连轴、定位套、从动转

轴、剪盘、刀片、电动推杆、固定套接头和固定接

头，电动推杆包括推动电机、后接头、前接头和推

杆，本实用新型能固定在地面并能完成举升对高

处的树木进行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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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园林修剪装置，包括承载小车(1)，其特征在于：该一种园林修剪装置还包括固

定装置(2)、承载台Ⅱ(3)、修剪机构(4)和电动推杆(5)，固定装置(2)固定连接在承载小车

(1)上，承载台Ⅱ(3)的下端固定连接在承载小车(1)的上端，修剪机构(4)的下端固定连接

在承载台Ⅱ(3)的上端，电动推杆(5)转动连接在修剪机构(4)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修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承载小车(1)包括承

载台Ⅰ(1-1)、连接板(1-2)、滚轮(1-3)和举升气杆(1-4)，举升气杆(1-4)设有多个，多个举

升气杆(1-4)的下端均固定连接在承载台Ⅰ(1-1)的上端，连接板(1-2)设有多个，多个连接

板(1-2)分别固定连接在承载台Ⅰ(1-1)底部的四个角落，滚轮(1-3)设有多个，多个滚轮(1-

3)分别转动连接在多个连接板(1-2)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园林修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固定装置(2)包括固

定箱(2-1)、固定电机(2-2)、从动螺栓杆(2-3)、蜗杆(2-4)、主动轴Ⅰ(2-5)、蜗轮(2-6)、滑动

筒(2-7)、固定滑动块(2-8)和钉锥(2-9)，固定箱(2-1)固定连接在承载台Ⅰ(1-1)上，固定电

机(2-2)固定连接在固定箱(2-1)内，主动轴Ⅰ(2-5)固定连接在固定电机(2-2)的输出轴上，

蜗杆(2-4)固定连接在主动轴Ⅰ(2-5)上，蜗轮(2-6)设有多个，多个蜗轮(2-6)均和蜗杆(2-

4)啮合连接，从动螺栓杆(2-3)设有多个，多个蜗轮(2-6)分别固定连接在多个从动螺栓杆

(2-3)上，多个从动螺栓杆(2-3)均转动连接在固定箱(2-1)上，滑动筒(2-7)设有多个，多个

滑动筒(2-7)均固定连接在固定箱(2-1)的下部，固定滑动块(2-8)设有多个，多个固定滑动

块(2-8)分别滑动连接在多个滑动筒(2-7)内，多个固定滑动块(2-8)分别螺纹连接在多个

从动螺栓杆(2-3)的下部，钉锥(2-9)设有多个，多个钉锥(2-9)均固定连接在固定滑动块

(2-8)的下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园林修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承载台Ⅱ(3)包括底

板(3-1)、围栏(3-2)和操作台(3-3)，多个举升气杆(1-4)均固定连接在底板(3-1)的下端，

底板(3-1)的上端固定连接在围栏(3-2)的下端，操作台(3-3)的下端固定连接在底板(3-1)

的上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园林修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修剪机构(4)包括转

动电机(4-1)、主动轴Ⅱ(4-2)、横连轴(4-3)、纵连轴(4-4)、定位套(4-5)、从动转轴(4-6)、

剪盘(4-7)、刀片(4-8)、固定套接头(4-9)和固定接头(4-10)，转动电机(4-1)的下端固定连

接在操作台(3-3)的上端，主动轴Ⅱ(4-2)固定连接在转动电机(4-1)的输出轴上，横连轴

(4-3)与纵连轴(4-4)固定连接，横连轴(4-3)转动连接在主动轴Ⅱ(4-2)内，纵连轴(4-4)转

动连接在从动转轴(4-6)内，从动转轴(4-6)转动连接在定位套(4-5)内，剪盘(4-7)固定连

接在从动转轴(4-6)的前端，刀片(4-8)设有多个，多个刀片(4-8)均固定连接在剪盘(4-7)

上，固定套接头(4-9)固定连接在定位套(4-5)的上端，固定接头(4-10)固定连接在转动电

机(4-1)的上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园林修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动推杆(5)包括推

动电机(5-1)、后接头(5-2)、前接头(5-3)和推杆(5-4)，前接头(5-3)固定连接在推动电机

(5-1)的前端，推杆(5-4)的前端固定连接在推动电机(5-1)的后端，推杆(5-4)的后端固定

连接有后接头(5-2)，前接头(5-3)转动连接在固定套接头(4-9)上，后接头(5-2)转动连接

在固定接头(4-1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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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园林修剪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园林景观树造型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园林修剪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园林修剪是园林景观设计的重要环节，来创造美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游憩境域，体

现了当时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和价值取向及设计者个人的审美观念，但是现在大多数的园

林修剪装置，多为手持式，但是修剪高处的树木时候会产生诸多不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园林修剪装置，能固定在地面并能完成举升对高处

的树木进行修剪。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5] 一种园林修剪装置包括承载小车还包括固定装置、承载台Ⅱ、修剪机构和电动推

杆，固定装置固定连接在承载小车上，承载台Ⅱ的下端固定连接在承载小车的上端，修剪机

构的下端固定连接在承载台Ⅱ的上端，电动推杆转动连接在修剪机构上；

[0006] 所述的承载小车包括承载台Ⅰ、连接板、滚轮和举升气杆，举升气杆设有多个，多个

举升气杆的下端均固定连接在承载台Ⅰ的上端，连接板设有多个，多个连接板分别固定连接

在承载台Ⅰ底部的四个角落，滚轮设有多个，多个滚轮分别转动连接在多个连接板内；

[0007] 所述的固定装置包括固定箱、固定电机、从动螺栓杆、蜗杆、主动轴Ⅰ、蜗轮、滑动

筒、固定滑动块和钉锥，固定箱固定连接在承载台Ⅰ上，固定电机固定连接在固定箱内，主动

轴Ⅰ固定连接在固定电机的输出轴上，蜗杆固定连接在主动轴Ⅰ上，蜗轮设有多个，多个蜗轮

均和蜗杆啮合连接，从动螺栓杆设有多个，多个蜗轮分别固定连接在多个从动螺栓杆上，多

个从动螺栓杆均转动连接在固定箱上，滑动筒设有多个，多个滑动筒均固定连接在固定箱

的下部，固定滑动块设有多个，多个固定滑动块分别滑动连接在多个滑动筒内，多个固定滑

动块分别螺纹连接在多个从动螺栓杆的下部，钉锥设有多个，多个钉锥均固定连接在固定

滑动块的下部；

[0008] 所述的承载台Ⅱ包括底板、围栏和操作台，多个举升气杆均固定连接在底板的下

端，底板的上端固定连接在围栏的下端，操作台的下端固定连接在底板的上端；

[0009] 所述的修剪机构包括转动电机、主动轴Ⅱ、横连轴、纵连轴、定位套、从动转轴、剪

盘、刀片、电动推杆、固定套接头和固定接头，转动电机的下端固定连接在操作台的上端，主

动轴Ⅱ固定连接在转动电机的输出轴上，横连轴与纵连轴固定连接，横连轴转动连接在主

动轴Ⅱ内，纵连轴转动连接在从动转轴内，从动转轴转动连接在定位套内，剪盘固定连接在

从动转轴的前端，刀片设有多个，多个刀片均固定连接在剪盘上，固定接头固定连接在定位

套的上端，固定接头固定连接在转动电机的上端，电动推杆的前端转动连接在固定接头内，

电动推杆的后端转动连接在固定接头内；

[0010] 所述的电动推杆包括推动电机、后接头、前接头和推杆，前接头固定连接在推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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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前端，推杆的前端固定连接在推动电机的后端，推杆的后端固定连接有后接头，前接头

转动连接在固定套接头9上，后接头转动连接在固定接头上。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2]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园林修剪装置，使用时调整承载小车到使用位置，启动固

定电机，多个固定滑动块下滑，位于固定滑动块上的多个钉锥钉入地面，起到固定作用，调

整举升气杆，举升承载台到修剪高度，启动推动电机调整从动转轴角度，之后启动转动电

机，主动轴、横连轴、纵连轴和从动转轴组成万向轴，向剪盘传递扭矩，刀片转动完成修剪，

能够在修剪的时候改变修剪角度，能够移动到不同位置采用推车形式，之后固定增加稳定

性增加修剪时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承载小车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固定装置结构剖视图一；

[0016]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固定装置结构剖视图二；

[0017]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承载台Ⅱ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修剪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7是本实用新型的电动推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承载小车1；承载台Ⅰ1-1；连接板1-2；滚轮1-3；举升气杆1-4；固定装置2；固

定箱2-1；固定电机2-2；从动螺栓杆2-3；蜗杆2-4；主动轴Ⅰ  2-5；蜗轮2-6；滑动筒2-7；固定

滑动块2-8；钉锥2-9；承载台Ⅱ3；底板3-1；围栏3-2；操作台3-3；修剪机构4；转动电机4-1；

主动轴Ⅱ4-2；横连轴4-3；纵连轴4-4；定位套4-5；从动转轴4-6；剪盘4-7；刀片4-8；电动推

杆4-9；固定套接头4-10；固定接头4-11；电动推杆5；推动电机5-1；后接头5-2；前接头5-3；

推杆5-4。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1-7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2] 具体实施方式一：

[0023] 如图1-7所示，一种园林修剪装置包括承载小车1还包括固定装置2、承载台Ⅱ3、修

剪机构4和电动推杆5，固定装置2固定连接在承载小车1上，承载台Ⅱ3的下端固定连接在承

载小车1的上端，修剪机构4的下端固定连接在承载台Ⅱ3的上端，电动推杆5转动连接在修

剪机构4上；

[0024] 使用时调整承载小车1到使用位置，启动固定电机2-2，多个固定滑动块  2-8下滑，

位于固定滑动块2-8上的多个钉锥2-9钉入地面，起到固定作用，调整举升气杆1-4，举升承

载台Ⅱ3到修剪高度，启动推动电机5-1调整从动转轴4-6角度，之后启动转动电机4-1，主动

轴Ⅱ4-2、横连轴4-3、纵连轴4-4和从动转轴4-6组成万向轴，向剪盘4-7传递扭矩，刀片4-8

转动完成修剪。

[0025] 具体实施方式二：

[0026] 如图1-7所示，所述的承载小车1包括承载台Ⅰ1-1、连接板1-2、滚轮1-3  和举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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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1-4，举升气杆1-4设有多个，多个举升气杆1-4的下端均固定连接在承载台Ⅰ1-1的上端，

连接板1-2设有多个，多个连接板1-2分别固定连接在承载台Ⅰ1-1底部的四个角落，滚轮1-3

设有多个，多个滚轮1-3分别转动连接在多个连接板1-2内；

[0027] 多个举升气杆1-4的下端均固定连接在承载台Ⅰ1-1的上端，能够达到举升到不同

高度的对不同高度的树木进行修剪，多个连接板1-2分别固定连接在承载台Ⅰ1-1底部的四

个角落，滚轮1-3设有多个，多个滚轮1-3分别转动连接在多个连接板1-2内，使整个装置能

够移动。

[0028] 具体实施方式三：

[0029] 如图1-7所示，所述的固定装置2包括固定箱2-1、固定电机2-2、从动螺栓杆2-3、蜗

杆2-4、主动轴Ⅰ2-5、蜗轮2-6、滑动筒2-7、固定滑动块2-8和钉锥2-9，固定箱2-1固定连接在

承载台Ⅰ1-1上，固定电机2-2固定连接在固定箱2-1内，主动轴Ⅰ2-5固定连接在固定电机2-2

的输出轴上，蜗杆2-4固定连接在主动轴Ⅰ2-5上，蜗轮2-6设有多个，多个蜗轮2-6均和蜗杆

2-4啮合连接，从动螺栓杆2-3设有多个，多个蜗轮2-6分别固定连接在多个从动螺栓杆  2-3

上，多个从动螺栓杆2-3均转动连接在固定箱2-1上，滑动筒2-7设有多个，多个滑动筒2-7均

固定连接在固定箱2-1的下部，固定滑动块2-8设有多个，多个固定滑动块2-8分别滑动连接

在多个滑动筒2-7内，多个固定滑动块2-8  分别螺纹连接在多个从动螺栓杆2-3的下部，钉

锥2-9设有多个，多个钉锥2-9  均固定连接在固定滑动块2-8的下部；

[0030] 启动固定电机2-2，主动轴Ⅰ2-5转动由于蜗轮蜗轮2-6，蜗杆2-4传动带动，蜗轮2-6

转动，蜗轮2-6分别固定连接在多个从动螺栓杆2-3上，从动螺栓杆2-3转动，由于从动螺栓

杆2-3与固定滑动块2-8之间通过螺纹连接，滑动筒2-7与固定滑动块2-8设置为方形，起到

限制转动的作用，从动螺栓杆2-3  转动，固定滑动块2-8向下运动，多个钉锥2-9均固定连接

在固定滑动块2-8 的下部，插入地面起到固定的作用。

[0031] 具体实施方式四：

[0032] 如图1-7所示，所述的承载台Ⅱ3包括底板3-1、围栏3-2和操作台3-3，多个举升气

杆1-4均固定连接在底板3-1的下端，底板3-1的上端固定连接在围栏3-2的下端，操作台3-3

的下端固定连接在底板3-1的上端；

[0033] 具体实施方式五：

[0034] 如图1-7所示，所述的修剪机构4包括转动电机4-1、主动轴Ⅱ4-2、横连轴4-3、纵连

轴4-4、定位套4-5、从动转轴4-6、剪盘4-7、刀片4-8、固定套接头4-9和固定接头4-10，转动

电机4-1的下端固定连接在操作台3-3的上端，主动轴Ⅱ4-2固定连接在转动电机4-1的输出

轴上，横连轴4-3与纵连轴4-4固定连接，横连轴4-3转动连接在主动轴Ⅱ4-2内，纵连轴4-4

转动连接在从动转轴4-6内，从动转轴4-6转动连接在定位套4-5内，剪盘4-7固定连接在从

动转轴4-6的前端，刀片4-8设有多个，多个刀片4-8均固定连接在剪盘4-7上，固定套接头4-

9固定连接在定位套4-5的上端，固定接头4-10固定连接在转动电机4-1的上端；

[0035] 横连轴4-3和纵连轴4-4呈十字型连接，横连轴4-3转动在主动轴Ⅱ4-2上，纵连轴

4-4转动在从动转轴4-6上且轴向定位，组成万向联轴器，当转动电机  4-1启动时且轴向定

位，主动轴Ⅱ4-2转动，在万向联轴器作用下，从动转轴4-6  转动，从动转轴4-6转动连接在

固定套接头4-9中且轴向定位，从动转轴4-6  转动带动剪盘4-7转动，刀片4-8转动，之后用

于修剪树木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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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具体实施方式六：

[0037] 如图1-7所示，所述的电动推杆5包括推动电机5-1、后接头5-2、前接头  5-3和推杆

5-4，前接头5-3固定连接在推动电机5-1的前端，推杆5-4的前端固定连接在推动电机5-1的

后端，推杆5-4的后端固定连接有后接头5-2，前接头5-3转动连接在固定套接头4-9上，后接

头5-2转动连接在固定接头4-10上。

[0038] 所述电动推杆采用YMD-608，也能根据实际需求在市场中进行选择，通过启动推动

电机5-1，改变推杆5-4的长度来调节从动转轴4-6与主动轴Ⅱ4-2之间的角度，来调节修剪

的角度。

[0039] 本实用新型，其使用原理为：使用时调整承载小车1到使用位置，启动固定电机2-

2，多个固定滑动块2-8下滑，位于固定滑动块2-8上的多个钉锥2-9  钉入地面，起到固定作

用，调整举升气杆1-4，举升承载台Ⅱ3到修剪高度，启动推动电机5-1调整从动转轴4-6角

度，之后启动转动电机4-1，主动轴Ⅱ4-2、横连轴4-3、纵连轴4-4和从动转轴4-6组成万向

轴，向剪盘4-7传递扭矩，刀片4-8转动完成修剪，多个举升气杆1-4的下端均固定连接在承

载台Ⅰ1-1的上端，能够达到举升到不同高度的对不同高度的树木进行修剪，多个连接板1-2 

分别固定连接在承载台Ⅰ1-1底部的四个角落，滚轮1-3设有多个，多个滚轮  1-3分别转动连

接在多个连接板1-2内，使整个装置能够移动，启动固定电机  2-2，主动轴Ⅰ2-5转动由于蜗

轮蜗轮2-6，蜗杆2-4传动带动，蜗轮2-6转动，蜗轮2-6分别固定连接在多个从动螺栓杆2-3

上，从动螺栓杆2-3转动，由于从动螺栓杆2-3与固定滑动块2-8之间通过螺纹连接，滑动筒

2-7与固定滑动块2-8设置为方形，起到限制转动的作用，从动螺栓杆2-3转动，固定滑动块 

2-8向下运动，多个钉锥2-9均固定连接在固定滑动块2-8的下部，插入地面起到固定的作

用，所述的承载台Ⅱ3包括底板3-1、围栏3-2和操作台3-3，多个举升气杆1-4均固定连接在

底板3-1的下端，底板3-1的上端固定连接在围栏  3-2的下端，操作台3-3的下端固定连接在

底板3-1的上端；横连轴4-3和纵连轴4-4呈十字型连接，横连轴4-3转动在主动轴Ⅱ4-2上，

纵连轴4-4转动在从动转轴4-6上且轴向定位，组成万向联轴器，当转动电机4-1启动时且轴

向定位，主动轴Ⅱ4-2转动，在万向联轴器作用下，从动转轴4-6转动，从动转轴  4-6转动连

接在固定套接头4-9中且轴向定位，从动转轴4-6转动带动剪盘4-7  转动，刀片4-8转动，之

后用于修剪树木枝叶，通过启动推动电机5-1，改变推杆5-4的长度来调节从动转轴4-6与主

动轴Ⅱ4-2之间的角度，来调节修剪的角度。

[0040] 当然，上述说明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实用新型也不仅限于上述举例，本技

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改型、添加或替换，也属

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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