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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风氢新能源应用在园艺割草

机上的动力装置，其结构包括风力发电机、支撑

杆、连接管、支撑脚、机体，风力发电机的后端嵌

入安装在支撑杆的顶端，支撑杆的底端与机体的

顶端相焊接，连接管的首尾两端与机体的右端相

焊接，支撑脚的顶端与机体的底端相焊接，风力

发电机位于机体的上方，本发明通过改进设备内

部的结构，使其在进行使用的时候，能够在刀具

卡顿，电动机发动过载的时候，对其温度进行一

个检测，及时断开电动机的电力来源，同时对电

动机排放惰性气体使其进行快速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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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氢新能源应用在园艺割草机上的动力装置，其结构包括风力发电机(1)、支撑杆

(2)、连接管(3)、支撑脚(4)、机体(5)，所述风力发电机(1)的后端嵌入安装在支撑杆(2)的

顶端，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撑杆(2)的底端与机体(5)的顶端相焊接，所述连接管(3)的首尾两端与机体(5)

的右端相焊接，所述支撑脚(4)的顶端与机体(5)的底端相焊接，所述风力发电机(1)位于机

体(5)的上方；

所述机体(5)包括风力蓄电机构(51)、断电机构(52)、冷却驱动机构(53)、冷却机构

(54)、发动连接机构(55)、发动机构(56)、外壳(57)、电源转换机构(58)，所述风力蓄电机构

(51)的顶端与外壳(57)的顶端相焊接，所述断电机构(52)的左端与电源转换机构(58)的右

端活动连接，所述冷却驱动机构(53)的右端与冷却机构(54)的左端活动触碰，所述冷却机

构(54)的顶端与外壳(57)的顶端相焊接，所述发动连接机构(55)的左端水平嵌入于发动机

构(56)的右端，所述发动机构(56)的底端与外壳(57)的底端相焊接，所述电源转换机构

(58)的顶端与风力蓄电机构(51)的底端活动触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氢新能源应用在园艺割草机上的动力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风力蓄电机构(51)包括衔接板(511)、风力蓄电池(512)、连接导线(513)、电磁铁(514)、

电磁杆(515)，所述衔接板(511)的顶端与风力蓄电池(512)的底端相焊接，所述风力蓄电池

(512)的顶端与外壳(57)的顶端相焊接，所述连接导线(513)的一端与风力蓄电池(512)的

左端相焊接，另一端与电磁铁(514)的顶端相焊接，所述电磁铁(514)与风力蓄电池(512)的

底端相焊接，所述电磁杆(515)设有两根，并且顶端与电磁铁(514)的底端左右两边相焊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氢新能源应用在园艺割草机上的动力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断电机构(52)包括热膨胀介质升降杆(521)、推板(522)、电线(523)、推杆(524)、推动阀

块(525)、接电阀块(526)、导电块(527)、空心存放槽(528)，所述推板(522)垂直嵌入在热膨

胀介质升降杆(521)的内部，所述推板(522)的顶端与推杆(524)的底端相焊接，所述推杆

(524)垂直嵌入在热膨胀介质升降杆(521)顶端的中部，所述推动阀块(525)的首端与推杆

(524)的顶端相焊接，所述推动阀块(525)的末端与接电阀块(526)的右端相焊接，所述导电

块(527)的右端与接电阀块(526)的左端相焊接，所述推板(522)的下方设有一个空心存放

槽(528)，所述导电块(527)的左端与电源转换机构(58)的右端活动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氢新能源应用在园艺割草机上的动力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冷却驱动机构(53)包括衔接杆(531)、驱动轮(532)、齿杆(533)、扇形齿轮(534)、移动框

架(535)、挤压板(536)，所述衔接杆(531)的右端与齿杆(533)左端的中部活动连接，所述扇

形齿轮(534)设于移动框架(535)的内框中，并且二者相啮合，所述驱动轮(532)设于齿杆

(533)的下方，并且二者相啮合，所述移动框架(535)的右端与挤压板(536)的左端下部分相

焊接，所述挤压板(536)的右端与冷却机构(54)的左端活动触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氢新能源应用在园艺割草机上的动力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冷却机构(54)包括冷却介质存放槽(541)、压缩球(542)、连接管(543)、喷口(544)、喷管

(545)，所述冷却介质存放槽(541)的顶端与外壳(57)的顶端相焊接，所述压缩球(542)的顶

端与底端设有连接管(543)并且二者为一体化结构，所述喷口(544)的顶端与连接管(543)

的底端相焊接，所述喷管(545)设有3根，并且首端与喷口(544)的底端相焊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氢新能源应用在园艺割草机上的动力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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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发动连接机构(55)包括高速转轴(551)、支撑板(552)、连接轴(553)、减速箱(554)，所述

高速转轴(551)的右端水平嵌入于连接轴(553)的左端，所述支撑板(552)的底端与外壳

(57)的底端相焊接，所述连接轴(553)的左端与支撑板(552)的右端相焊接，所述减速箱

(554)位于连接轴(553)的右方，所述高速转轴(551)的右端水平嵌入在减速箱(554)的左端

上部分，所述减速箱(554)的底端与外壳(57)的底端相焊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氢新能源应用在园艺割草机上的动力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发动机构(56)包括底座(561)、电动机(562)、电机支撑杆(563)、转环(564)、电机电源连

接块(565)，所述底座(561)的底端与外壳(57)的底端相焊接，所述电动机(562)的底端与电

机支撑杆(563)的顶端相焊接，所述电机支撑杆(563)的底端与底座(561)的顶端相焊接，所

述转环(564)的左端与电动机(562)的右端相焊接，所述电机电源连接块(565)设于电动机

(562)的顶端，并且二者为一体化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风氢新能源应用在园艺割草机上的动力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电源转换机构(58)包括氢能源蓄电块(581)、导电触点(582)、限位阀块(583)、滑动

框架(584)、转动轮(585)、导电杆(586)，所述氢能源蓄电块(581)的顶端与限位阀块(583)

的底端相焊接，所述导电触点(582)设于导电杆(586)的末端，并且二者为一体化结构，所述

滑动框架(584)垂直嵌入在限位阀块(583)上，所述滑动框架(584)的右端设有转动轮(585)

并且二者相啮合，所述导电杆(586)设有两根，并且首端与转动轮(585)的外环相焊接，所述

导电触点(582)与导电块(527)的左端活动触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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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氢新能源应用在园艺割草机上的动力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割草机动力装置领域，尤其是涉及到一种风氢新能源应用在园艺割草

机上的动力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风氢新能源应用在园艺割草机上的动力装置，是代替内燃机作为割草机驱动装置

的一种新型驱动机，其能够利用风能源与氢能源转化为机械能作为动力，相对内燃机更加

的环保。

[0003] 但是现有技术设备在进行除草的时候，如切割到一些韧性较强的杂物，易使杂物

卡在造成切割刀卡顿，从而需要更大的机械能来使切割刀进行转动切割，使电动机需要更

大的负载来提升转力，导致其进入过载的状态，让电动机持续处于过载发热的状态，易使设

备内部的零件受到高温而变形损坏。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风氢新能源应用在

园艺割草机上的动力装置，其结构包括风力发电机、支撑杆、连接管、支撑脚、机体，所述风

力发电机的后端嵌入安装在支撑杆的顶端，所述支撑杆的底端与机体的顶端相焊接，所述

连接管的首尾两端与机体的右端相焊接，所述支撑脚的顶端与机体的底端相焊接，所述风

力发电机位于机体的上方，所述机体包括风力蓄电机构、断电机构、冷却驱动机构、冷却机

构、发动连接机构、发动机构、外壳、电源转换机构，所述风力蓄电机构的顶端与外壳的顶端

相焊接，所述断电机构的左端与电源转换机构的右端活动连接，所述冷却驱动机构的右端

与冷却机构的左端活动触碰，所述冷却机构的顶端与外壳的顶端相焊接，所述发动连接机

构的左端水平嵌入于发动机构的右端，所述发动机构的底端与外壳的底端相焊接，所述电

源转换机构的顶端与风力蓄电机构的底端活动触碰。

[0005]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风力蓄电机构包括衔接板、风力蓄电池、连接

导线、电磁铁、电磁杆，所述衔接板的顶端与风力蓄电池的底端相焊接，所述风力蓄电池的

顶端与外壳的顶端相焊接，所述连接导线的一端与风力蓄电池的左端相焊接，另一端与电

磁铁的顶端相焊接，所述电磁铁与风力蓄电池的底端相焊接，所述电磁杆设有两根，并且顶

端与电磁铁的底端左右两边相焊接。

[0006]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断电机构包括热膨胀介质升降杆、推板、电

线、推杆、推动阀块、接电阀块、导电块、空心存放槽，所述推板垂直嵌入在热膨胀介质升降

杆的内部，所述推板的顶端与推杆的底端相焊接，所述推杆垂直嵌入在热膨胀介质升降杆

顶端的中部，所述推动阀块的首端与推杆的顶端相焊接，所述推动阀块的末端与接电阀块

的右端相焊接，所述导电块的右端与接电阀块的左端相焊接，所述推板的下方设有一个空

心存放槽，并且空心存放槽中设有水银，所述导电块的左端与电源转换机构的右端活动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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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冷却驱动机构包括衔接杆、驱动轮、齿杆、扇

形齿轮、移动框架、挤压板，所述衔接杆的右端与齿杆左端的中部活动连接，所述扇形齿轮

设于移动框架的内框中，并且二者相啮合，所述驱动轮设于齿杆的下方，并且二者相啮合，

所述移动框架的右端与挤压板的左端下部分相焊接，所述挤压板的右端与冷却机构的左端

活动触碰。

[0008]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冷却机构包括冷却介质存放槽、压缩球、连接

管、喷口、喷管，所述冷却介质存放槽的顶端与外壳的顶端相焊接，所述压缩球的顶端与底

端设有连接管并且二者为一体化结构，所述喷口的顶端与连接管的底端相焊接，所述喷管

设有根，并且首端与喷口的底端相焊接。

[0009]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发动连接机构包括高速转轴、支撑板、连接

轴、减速箱，所述高速转轴的右端水平嵌入于连接轴的左端，所述支撑板的底端与外壳的底

端相焊接，所述连接轴的左端与支撑板的右端相焊接，所述减速箱位于连接轴的右方，所述

高速转轴的右端水平嵌入在减速箱的左端上部分，所述减速箱的底端与外壳的底端相焊

接。

[0010]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发动机构包括底座、电动机、电机支撑杆、转

环、电机电源连接块，所述底座的底端与外壳的底端相焊接，所述电动机的底端与电机支撑

杆的顶端相焊接，所述电机支撑杆的底端与底座的顶端相焊接，所述转环的左端与电动机

的右端相焊接，所述电机电源连接块设于电动机的顶端，并且二者为一体化结构。

[0011]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电源转换机构包括氢能源蓄电块、导电触点、

限位阀块、滑动框架、转动轮、导电杆，所述氢能源蓄电块的顶端与限位阀块的底端相焊接，

所述导电触点设于导电杆的末端，并且二者为一体化结构，所述滑动框架垂直嵌入在限位

阀块上，所述滑动框架的右端设有转动轮并且二者相啮合，所述导电杆设有两根，并且首端

与转动轮的外环相焊接，所述导电触点与导电块的左端活动触碰。

[0012] 有益效果

[0013] 本发明风氢新能源应用在园艺割草机上的动力装置，通过支撑脚来将机体安装在

割草机上作为其驱动源进行使用，当设备过载运行的时候，发动机构上的热膨胀介质升降

杆内的热膨胀介质水银会受到膨胀，从而推动推板向上移动，使推杆向上移动使推动阀块

带动接电阀块向上移动，断开与导电块的连接，从而断开了电动机的电源，同时推杆会推动

衔接杆向上移动，推动齿杆向右移动，使齿杆与扇形齿轮相配合，带动扇形齿轮与移动框架

相配合，使移动框架进行左右右的往复运动，推动挤压板对压缩球进行挤压，使其从冷却介

质存放槽中抽取惰性气体从喷管中喷出来，来到电动机上，进行辅助冷却，通过上述的结

构，实现电动机过载的时候自动断电，同时进行冷却的效果，同时在风力蓄电池电能不足的

时候，电磁铁会失去磁力，从而使滑动框架向下滑动，与转转动轮相配合，从而带动导电触

点从风力蓄电池上移开，来到更加稳定的氢能源蓄电块的触点上，为电动机持续供电。

[0014] 基于现有技术而言，本发明通过改进设备内部的结构，使其在进行使用的时候，能

够在刀具卡顿，电动机发动过载的时候，对其温度进行一个检测，及时断开电动机的电力来

源，同时对电动机排放惰性气体使其进行快速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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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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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6] 图1为本发明风氢新能源应用在园艺割草机上的动力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机体的详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机体的详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机体运动后的详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风力发电机-1、支撑杆-2、连接管-3、支撑脚-4、机体-5、风力蓄电机构-51、

断电机构-52、冷却驱动机构-53、冷却机构-54、发动连接机构-55、发动机构-56、外壳-57、

电源转换机构-58、衔接板-511、风力蓄电池-512、连接导线-513、电磁铁-514、电磁杆-515、

热膨胀介质升降杆-521、推板-522、电线-523、推杆-524、推动阀块-525、接电阀块-526、导

电块-527、空心存放槽-528、衔接杆-531、驱动轮-532、齿杆-533、扇形齿轮-534、移动框架-

535、挤压板-536、冷却介质存放槽-541、压缩球-542、连接管-543、喷口-544、喷管-545、高

速转轴-551、支撑板-552、连接轴-553、减速箱-554、底座-561、电动机-562、电机支撑杆-

563、转环-564、电机电源连接块-565、氢能源蓄电块-581、导电触点-582、限位阀块-583、滑

动框架-584、转动轮-585、导电杆-586。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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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实施方式以及附图说明，进一步阐述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案。

[0022] 实施例

[0023] 请参阅图1-图4，本发明提供风氢新能源应用在园艺割草机上的动力装置，其结构

包括风力发电机1、支撑杆2、连接管3、支撑脚4、机体5，所述风力发电机1的后端嵌入安装在

支撑杆2的顶端，所述支撑杆2的底端与机体5的顶端相焊接，所述连接管3的首尾两端与机

体5的右端相焊接，所述支撑脚4的顶端与机体5的底端相焊接，所述风力发电机1位于机体5

的上方，所述机体5包括风力蓄电机构51、断电机构52、冷却驱动机构53、冷却机构54、发动

连接机构55、发动机构56、外壳57、电源转换机构58，所述风力蓄电机构51的顶端与外壳57

的顶端相焊接，所述断电机构52的左端与电源转换机构58的右端活动连接，所述冷却驱动

机构53的右端与冷却机构54的左端活动触碰，所述冷却机构54的顶端与外壳57的顶端相焊

接，所述发动连接机构55的左端水平嵌入于发动机构56的右端，所述发动机构56的底端与

外壳57的底端相焊接，所述电源转换机构58的顶端与风力蓄电机构51的底端活动触碰，所

述风力蓄电机构51包括衔接板511、风力蓄电池512、连接导线513、电磁铁514、电磁杆515，

所述衔接板511的顶端与风力蓄电池512的底端相焊接，所述风力蓄电池512的顶端与外壳

57的顶端相焊接，所述连接导线513的一端与风力蓄电池512的左端相焊接，另一端与电磁

铁514的顶端相焊接，所述电磁铁514与风力蓄电池512的底端相焊接，所述电磁杆515设有

两根，并且顶端与电磁铁514的底端左右两边相焊接，所述断电机构(52)包括热膨胀介质升

降杆(521)、推板(522)、电线(523)、推杆(524)、推动阀块(525)、接电阀块(526)、导电块

(527)、空心存放槽(528)，所述推板(522)垂直嵌入在热膨胀介质升降杆(521)的内部，所述

推板(522)的顶端与推杆(524)的底端相焊接，所述推杆(524)垂直嵌入在热膨胀介质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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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521)顶端的中部，所述推动阀块(525)的首端与推杆(524)的顶端相焊接，所述推动阀块

(525)的末端与接电阀块(526)的右端相焊接，所述导电块(527)的右端与接电阀块(526)的

左端相焊接，所述推板(522)的下方设有一个空心存放槽，并且空心存放槽中设有水银，所

述导电块(527)的左端与电源转换机构(58)的右端活动连接，所述冷却驱动机构53包括衔

接杆531、驱动轮532、齿杆533、扇形齿轮534、移动框架535、挤压板536，所述衔接杆531的右

端与齿杆533左端的中部活动连接，所述扇形齿轮534设于移动框架535的内框中，并且二者

相啮合，所述驱动轮532设于齿杆533的下方，并且二者相啮合，所述移动框架535的右端与

挤压板536的左端下部分相焊接，所述挤压板536的右端与冷却机构54的左端活动触碰，所

述冷却机构54包括冷却介质存放槽541、压缩球542、连接管543、喷口544、喷管545，所述冷

却介质存放槽541的顶端与外壳57的顶端相焊接，所述压缩球542的顶端与底端设有连接管

543并且二者为一体化结构，所述喷口544的顶端与连接管543的底端相焊接，所述喷管545

设有3根，并且首端与喷口544的底端相焊接，所述发动连接机构55包括高速转轴551、支撑

板552、连接轴553、减速箱554，所述高速转轴551的右端水平嵌入于连接轴553的左端，所述

支撑板552的底端与外壳57的底端相焊接，所述连接轴553的左端与支撑板552的右端相焊

接，所述减速箱554位于连接轴553的右方，所述高速转轴551的右端水平嵌入在减速箱554

的左端上部分，所述减速箱554的底端与外壳57的底端相焊接，所述发动机构56包括底座

561、电动机562、电机支撑杆563、转环564、电机电源连接块565，所述底座561的底端与外壳

57的底端相焊接，所述电动机562的底端与电机支撑杆563的顶端相焊接，所述电机支撑杆

563的底端与底座561的顶端相焊接，所述转环564的左端与电动机562的右端相焊接，所述

电机电源连接块565设于电动机562的顶端，并且二者为一体化结构，所述电源转换机构58

包括氢能源蓄电块581、导电触点582、限位阀块583、滑动框架584、转动轮585、导电杆586，

所述氢能源蓄电块581的顶端与限位阀块583的底端相焊接，所述导电触点582设于导电杆

586的末端，并且二者为一体化结构，所述滑动框架584垂直嵌入在限位阀块583上，所述滑

动框架584的右端设有转动轮585并且二者相啮合，所述导电杆586设有两根，并且首端与转

动轮585的外环相焊接，所述导电触点582与导电块527的左端活动触碰。

[0024] 本发明的原理：通过支撑脚4来将机体5安装在割草机上作为其驱动源进行使用，

当设备过载运行的时候，发动机构56上的热膨胀介质升降杆521内的热膨胀介质水银会受

到膨胀，从而推动推板522向上移动，使推杆524向上移动使推动阀块525带动接电阀块526

向上移动，断开与导电块527的连接，从而断开了电动机562的电源，同时推杆524会推动衔

接杆531向上移动，推动齿杆533向右移动，使齿杆533与扇形齿轮534相配合，带动扇形齿轮

534与移动框架535相配合，使移动框架535进行左右右的往复运动，推动挤压板536对压缩

球542进行挤压，使其从冷却介质存放槽541中抽取惰性气体从喷管545中喷出来，来到电动

机562上，进行辅助冷却，通过上述的结构，实现电动机562过载的时候自动断电，同时进行

冷却的效果，同时在风力蓄电池512电能不足的时候，电磁铁514会失去磁力，从而使滑动框

架584向下滑动，与转转动轮585相配合，从而带动导电触点582从风力蓄电池512上移开，来

到更加稳定的氢能源蓄电块581的触点上，为电动机持续供电。

[0025] 本发明解决的问题是现有技术设备在进行除草的时候，如切割到一些韧性较强的

杂物，易使杂物卡在造成切割刀卡顿，从而需要更大的机械能来使切割刀进行转动切割，使

电动机需要更大的负载来提升转力，导致其进入过载的状态，让电动机持续处于过载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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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易使设备内部的零件受到高温而变形损坏，本发明通过上述部件的互相组合，本发

明通过改进设备内部的结构，使其在进行使用的时候，能够在刀具卡顿，电动机发动过载的

时候，对其温度进行一个检测，及时断开电动机的电力来源，同时对电动机排放惰性气体使

其进行快速冷却。

[0026]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或基本特征的前提下，不仅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

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因此本发

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同物界定，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

[0027]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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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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