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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园林绿化用手推式

绿篱机，本实用新型涉及绿篱机技术领域，园林

绿化用手推式绿篱机，包括安装板和连接板，连

接板固定连接于安装板上方右侧，连接板左面开

有侧槽，侧槽内壁底面安装有电动推杆，侧槽内

部上端嵌入有移动块，电动推杆动力输出端固定

连接有杆子，杆子上端与移动块下端固定连接，

移动块左面后端固定连接有竖板，竖板前面左右

两侧均设有链轮，链轮中间贯穿固定有转轴，转

轴后端与竖板前面转动连接；本实用新型的有益

效果在于：使用者在使用绿篱机时只需要推动推

手便可以实现对绿篱的连续修剪，有效避免了使

用者长时间托举着绿篱机产生疲劳的情况，较为

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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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园林绿化用手推式绿篱机，包括安装板(1)和连接板(2)，其特征在于：

所述连接板(2)固定连接于安装板(1)上方右侧；

所述连接板(2)左面开有侧槽(201)，所述侧槽(201)内壁底面安装有电动推杆(202)，

所述侧槽(201)内部上端嵌入有移动块(206)，所述电动推杆(202)动力输出端固定连接有

杆子(204)，所述杆子(204)上端与移动块(206)下端固定连接，所述移动块(206)左面后端

固定连接有竖板(207)，所述竖板(207)前面左右两侧均设有链轮(216)，所述链轮(216)中

间贯穿固定有转轴(217)，所述转轴(217)后端与竖板(207)前面转动连接，两个所述链轮

(216)之间外侧设有链条(211)，所述转轴(217)前端固定连接有转动轮(208)，两个所述转

动轮(208)之间外侧设有皮带(209)；

所述安装板(1)上面后侧左右两端均固定连接有后板(212)，所述后板(212)位于竖板

(207)后侧，所述后板(212)位于连接板(2)左侧，所述后板(212)前面开有凹槽(215)，所述

竖板(207)后面左右端均固定连接有与凹槽(215)对应的移动板(214)，所述移动板(214)与

凹槽(215)滑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用手推式绿篱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侧槽(201)

内壁前后面均开有滑槽(220)，所述移动块(206)前后面均固定连接有与滑槽(220)对应的

滑块(203)，所述滑块(203)与滑槽(220)滑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用手推式绿篱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板

(214)下面与凹槽(215)内壁底面之间固定连接有缓冲弹簧(21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用手推式绿篱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竖板(207)

后面右侧安装有电机(219)，所述电机(219)位于右边的所述后板(212)右侧，所述电机

(219)动力输出端转动连接有电机轴(218)，所述电机轴(218)前端与右边的所述转轴(217)

后端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用手推式绿篱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皮带(209)

外壁固定连接有若干个呈等距分布的刀齿(210)，所述刀齿(210)位于移动块(206)左侧。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用手推式绿篱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板(2)

右侧前后两端均固定连接有推手(205)，所述安装板(1)下面四角均转动连接有轮子(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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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园林绿化用手推式绿篱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绿篱机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园林绿化用手推式绿篱机。

背景技术

[0002] 绿篱机又称绿篱剪，适用于茶叶修剪、公园、庭园、路旁树篱等园林绿化方面专业

修剪，现有的绿篱机通常为手持式，在修剪路旁的绿篱时需要使用者长时间手持绿篱机进

行修剪，由于绿篱机在工作时通常会产生较多的震动，手持绿篱机进行工作时使用者通常

需要手托举着绿篱机进行修剪，由于绿篱机本身重量较重，使用者较容易产生疲劳，较为费

力。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供一种园林绿化用手推式绿

篱机，使用者在使用绿篱机时只需要推动推手便可以实现对绿篱的连续修剪，有效避免了

使用者长时间托举着绿篱机产生疲劳的情况，较为省力。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园林绿化用手推式绿篱机，包括安装板和连接板，所述连接板固定连接于安

装板上方右侧；

[0006] 所述连接板左面开有侧槽，所述侧槽内壁底面安装有电动推杆，所述侧槽内部上

端嵌入有移动块，所述电动推杆动力输出端固定连接有杆子，所述杆子上端与移动块下端

固定连接，所述移动块左面后端固定连接有竖板，所述竖板前面左右两侧均设有链轮，所述

链轮中间贯穿固定有转轴，所述转轴后端与竖板前面转动连接，两个所述链轮之间外侧设

有链条，所述转轴前端固定连接有转动轮，两个所述转动轮之间外侧设有皮带；

[0007] 所述安装板上面后侧左右两端均固定连接有后板，所述后板位于竖板后侧，所述

后板位于连接板左侧，所述后板前面开有凹槽，所述竖板后面左右端均固定连接有与凹槽

对应的移动板，所述移动板与凹槽滑动连接。

[0008] 优选的，所述侧槽内壁前后面均开有滑槽，所述移动块前后面均固定连接有与滑

槽对应的滑块，所述滑块与滑槽滑动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移动板下面与凹槽内壁底面之间固定连接有缓冲弹簧。

[0010] 优选的，所述竖板后面右侧安装有电机，所述电机位于右边的所述后板右侧，所述

电机动力输出端转动连接有电机轴，所述电机轴前端与右边的所述转轴后端固定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皮带外壁固定连接有若干个呈等距分布的刀齿，所述刀齿位于移动

块左侧。

[0012] 优选的，所述连接板右侧前后两端均固定连接有推手，所述安装板下面四角均转

动连接有轮子。

[0013]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取得的有益效果是：

[0014] 由于连接板固定连接于安装板上方右侧，连接块在连接板左侧的侧槽内部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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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块左侧安装有皮带和刀齿，连接块下端通过杆子与电动推杆动力输出端固定连接，所

以使用者便可以通过电动推杆带动连接块上下移动，从而带动刀齿上下移动，改变刀齿上

下位置较为方便，由于皮带设于两个转动轮之间外侧，转动轮后端通过转轴与链轮固定连

接，右边的转轴后端通过电机轴与电机动力输出端固定连接，所以使用者便可以通过电机

带动链轮转动，从而通过链轮带动转动轮和刀齿转动，将刀齿靠近需要修剪的绿篱便可以

进行修剪，再通过电动推杆带动刀齿上下移动，对绿篱进行纵向修剪，由于连接板右侧前后

两端均固定连接有推手，安装板下面四角均转动连接有轮子，所以使用者便可以通过推动

推手带动连接板2左右移动，从而带动刀齿左右移动进行修剪，使用者在修剪时只需要推动

推手便可以对绿篱进行连续的修剪，有效避免了使用者长时间托举着绿篱机产生疲劳的情

况，较为省力。

附图说明

[001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文中将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

的附图进行简单介绍。其中，附图仅仅用于展示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而非将本实用新

型的全部实施例限制于此。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主视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后板主视平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皮带和链条后视平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俯视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标记：安装板1、轮子101、连接板2、侧槽201、电动推杆202、滑块203、杆子204、

推手205、移动块206、竖板207、转动轮208、皮带209、刀齿210、链条211、后板212、缓冲弹簧

213、移动板214、凹槽215、链轮216、转轴217、电机轴218、电机219、滑槽220。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了使得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的目的、技术特征和技术效果更加清楚，下文中

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例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示例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

描述。

[0022] 参见图1至图4，本申请是一种园林绿化用手推式绿篱机，包括安装板1和连接板2，

所述连接板2固定连接于安装板1上方右侧；

[0023] 所述连接板2左面开有侧槽201，所述侧槽201内壁底面安装有电动推杆202，所述

侧槽201内部上端嵌入有移动块206，所述电动推杆202动力输出端固定连接有杆子204，所

述杆子204上端与移动块206下端固定连接，所述移动块206左面后端固定连接有竖板207，

所述竖板207前面左右两侧均设有链轮216，所述链轮216中间贯穿固定有转轴217，所述转

轴217后端与竖板207前面转动连接，两个所述链轮216之间外侧设有链条211，所述转轴217

前端固定连接有转动轮208，两个所述转动轮208之间外侧设有皮带209；

[0024] 所述竖板207后面右侧安装有电机219，所述电机219位于右边的所述后板212右

侧，所述电机219动力输出端转动连接有电机轴218，所述电机轴218前端与右边的所述转轴

217后端固定连接，所述皮带209外壁固定连接有若干个呈等距分布的刀齿210，所述刀齿

210位于移动块206左侧，所述连接板2右侧前后两端均固定连接有推手205，所述安装板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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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四角均转动连接有轮子101；

[0025] 具体的，由于连接板2固定连接于安装板1上方右侧，连接板2左面开有侧槽201，侧

槽201内部上端设有移动块206，移动块206下端通过杆子204与电动推杆202动力输出端固

定连接，给电动推杆202通电，电动推杆202便可以通过杆子204带动移动块206上下移动，由

于移动块206左面后端固定连接有竖板207，竖板207前面左右两侧均设有链轮216，链轮216

中间贯穿固定有转轴217，转轴217后端与竖板207前面转动连接，转轴217前端固定连接有

转动轮208，皮带209设于两个转动轮208外侧，皮带209外壁固定连接有若干个呈等距分布

的刀齿210，所以移动块206上下移动便可以带动竖板207上下移动，从而带动转动轮208和

刀齿210上下移动，改变刀齿210上下位置较为方便，方便后续对绿篱进行修剪，由于链轮

216外侧设有链条211，右边的转轴217后端通过电机轴218与电机219动力输出端固定连接，

给电机219通电，电机219便可以带动右边的转轴217和链轮216转动，右边的链轮216便可以

通过链条211带动左边的链轮216转动，从而带动转动轮208转动，转动轮208转动便可以带

动外侧的皮带209转动，从而带动刀齿210转动，使用者可以将刀齿210靠近需要修剪的绿篱

进行修剪，再通过电动推杆202带动刀齿210上下移动，对绿篱进行纵向修剪，由于连接板2

右侧前后两端均固定连接有推手205，安装板1下面四角均转动连接有轮子101，所以使用者

便可以通过推动推手205带动连接板2左右移动，从而带动刀齿210左右移动进行修剪，使用

者在修剪时只需要推动推手205便可以对绿篱进行连续的修剪，有效避免了使用者长时间

托举着绿篱机产生疲劳的情况，较为省力；

[0026] 所述安装板1上面后侧左右两端均固定连接有后板212，所述后板212位于竖板207

后侧，所述后板212位于连接板2左侧，所述后板212前面开有凹槽215，所述竖板207后面左

右端均固定连接有与凹槽215对应的移动板214，所述移动板214与凹槽215滑动连接；

[0027] 所述移动板214下面与凹槽215内壁底面之间固定连接有缓冲弹簧213；

[0028] 进一步的，由于安装板1上面后侧左右两端均固定连接有后板212，后板212前面开

有凹槽215，竖板207后面左右端均固定连接有与凹槽215对应的移动板214，移动板214与凹

槽215滑动连接，所以竖板207在上下移动的同时移动板214也在凹槽215内上下移动，由于

移动板214下面与凹槽215内壁底面之间固定连接有缓冲弹簧213，所以移动板214上下移动

时缓冲弹簧213便可以随着移动板214的移动进行伸缩，减少移动板214上下移动时的冲击，

从而有效的增加了移动板214上下移动的稳定性，移动板214的设置有效的增加了竖板207

上下移动时的稳定性；

[0029] 所述侧槽201内壁前后面均开有滑槽220，所述移动块206前后面均固定连接有与

滑槽220对应的滑块203，所述滑块203与滑槽220滑动连接；

[0030] 进一步的，由于侧槽201内壁前后面均开有滑槽220，移动块206前后面均固定连接

有与滑槽220对应的滑块203，滑块203与滑槽220滑动连接，所以移动块206在上下移动的同

时滑块203也在滑槽220内上下移动，滑块203的设置有效的减缓了移动块206在侧槽201内

上下移动时的冲击，有效的增加了移动块206的稳定性，滑块203位于移动块206前后两侧也

可以有效的避免移动块206从侧槽201内脱离，进一步增加了移动块206的稳定性。

[0031] 本说明书中每个实施例重点说明的都是与其他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各个实施例之

间相同或相似部分互相参见即可。

[0032] 上文中参照优选的实施例详细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示范性实施方式，然而本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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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可理解的是，在不背离本实用新型理念的前提下，可以对上述具体实施例做出多

种变型和改型，且可以对本实用新型提出的各技术特征、结构进行多种组合，而不超出本实

用新型的保护范围，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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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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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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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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