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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机械 履带式挖树机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以柴油机为动力的履带式挖树机（以下简称挖树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编制方法、

基本参数、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挖切土球直径为600 mm～1 600 mm的活立木（树）移植用的链式、铲式和圆弧刀式履

带挖树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3766 液压传动 系统及其元件的通用规则和安全要求

GB/T 4269.4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操作者操纵机构和其他显示装置用符号

第4部分：林业机械用符号

GB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6238 农业拖拉机驾驶室门道、紧急出口与驾驶员的工作位置尺寸

GB/T 9480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使用说明书编写规则

GB 10395.1 农林机械 安全 第1部分：总则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6955 声学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操作者位置处噪声的测量 简易法

GB/T 19365 林业机械 移动式和自行式林业机械 术语、定义和分类

GB/T 19407 农业拖拉机操纵装置最大操纵力

GB/T 20448.1 自行式林业机械 滚翻保护结构实验室试验和性能要求 第1部分：通用机械

GB/T 20459 林业机械 履带式专用机械 制动系统的性能要求

GB/T 20786 橡胶履带

GB 20891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

GB/T 24387 农业和林业拖拉机燃油箱 安全要求

GB/T 24659.1 农业履带拖拉机 导向轮 技术条件

GB/T 24659.2 农业履带拖拉机 驱动轮 技术条件

GB/T 24659.3 农业履带拖拉机 支重轮 技术条件

GB/T 24659.4 农业履带拖拉机 金属履带板 技术条件

JB/T 5673 农林拖拉机及机具涂漆 通用技术条件

JB/T 5943 工程机械 焊接件通用技术条件

JB/T 6712 拖拉机外观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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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T 9832.2-1999 农林拖拉机及机具 漆膜 附着性能测定方法 压切法

LY/T 1667 林业机械 驾驶员保护结构 实验室试验和性能要求

LY 1691 林业机械 通用安全要求

LY/T 2237 林业机械 驾驶室防护装置上使用的阻挡抛射锯齿的玻璃和隔板材料 试验方法和性

能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36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土球直径 soil ball diameter of seeding
挖树机所挖土球地表部分的平均直径。

3.2

辅助作业时间 subsidiary operation time
挖树机挖切树木前所需的检查、保养、更换刀具、移动和定位的时间。

4 型号编制方法

4.1 挖树机以挖切土球直径（单位为毫米）为第一主参数，用挖切土球直径除以 100 后的折算值表示，

折算值取四舍五入圆整后的整数位；当折算值两位数字时，直接用数值表示，如折算值只有一位数字，

应在其前置以“0”。以发动机最大功率（单位为千瓦）为第二主参数，直接用两位整数表示。

4.2 型号编制方法如下：

W D □ △ /△ (□)

重大改进顺序号：A、B、C…

第二主参数：发动机最大功率

第一主参数：挖切土球直径

结构特性代号：铲式（C）、链式（L）
和圆弧刀式（Y）

行走特性代号：履带式

类别代号：挖树机

示例 1：WDC08/55 表示最大挖切土球直径 800 mm、发动机功率为 55 kW 的铲式履带挖树机。

示例 2：WDL16/55 表示最大挖切土球直径 1 600 mm、发动机功率为 55 kW 的链式履带挖树机。

5 基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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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树机基本参数包括:

a) 最大挖切土球直径，mm；

b) 发动机额定功率，kW；

c) 发动机额定转速，r/min；

d) 燃油消耗量，L/h；

e) 结构特征型式, 铲式（C）、链式（L）和圆弧刀式（Y）；

f) 最大挖切深度，mm；

g) 最小离地间隙，mm；

h) 爬坡能力，°；

i) 整机外形尺寸（长×宽×高），mm；

j) 整机净质量，kg。

6 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6.1 一般要求

6.1.1 使用环境

挖树机在下列环境条件下应能正常使用：

a) 环境温度-10 ℃～40 ℃；

b) 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 90%；

c) 海拔高度小于 1 000 m；海拔高度超出 1 000 m 后，海拔每增高 1 000 m，允许功率下降 12%。

6.1.2 场地条件

挖树机工作场地空间应能保证挖树机作业的基本要求，且树木的株距、行距应能保证挖树机正常通

过。林地坡度不应大于15°。作业土壤为含水率10%～70%、土壤坚实度400 kPa～1 700 kPa、土壤中石

砾含量不大于30%、石砾粒径不大于100 mm的种植土壤。

6.2 整机性能

6.2.1 挖切土球直径和高度允差

6.2.1.1 要求

挖切土球直径及高度允差应不大于50 mm。

6.2.1.2 检验

连续挖切10个土球，分别测量土球圆周均布8点直径，计算每个土球直径平均值后，计算10个土球

直径的平均值。所测各点直径与10个土球直径平均值的最大差值的绝对值即为实测土球直径允差。

连续挖切10个土球，在土球圆周任意4个位置测量土球上下表面间的垂直距离（即高度）,计算每个

土球高度平均值后，计算10个土球高度的平均值。所测各点高度与10个土球高度平均值的最大差值的绝

对值即为实测土球高度允差。

6.2.2 挖切效率

6.2.2.1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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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切直径为800 mm的土球，链式挖树机挖切效率每小时不应少于12棵；铲式挖树机挖切效率每小时

不应小于45棵；圆弧刀式挖树机挖切效率每小时不应少于20棵。

6.2.2.2 检验

6.2.2.2.1 试验场地：作业土壤为含水率 10%～20%、土壤坚实度 1 400 kPa～1 700 kPa、土壤中石砾

含量不大于 15%、石砾粒径不大于 30 mm 的种植土壤。

6.2.2.2.2 在符合 6.2.2.2.1 的条件下进行挖切试验，统计 1 h(不含辅助作业时间)内完全挖切直径

为 800 mm 的土球数量。

6.2.3 最小离地间隙

6.2.3.1 要求

最小离地间隙不应小于200 mm。

6.2.3.2 检验

沿挖树机行进方向设置宽度小于最小轮（履带）间距、高度为200 mm的木方，挖树机通过后，检测

木方是否移动。

6.2.4 最大爬坡度

6.2.4.1 要求

最大爬坡度不应小于15°。

6.2.4.2 检验

检测挖树机能否驶过坡度为15°、坡道长度不短于5倍车身长度的坡道，测试时驾驶室乘坐1名体重

75 kg±5 kg的操作者。

6.2.5 稳定性

6.2.5.1 要求

挖树机在纵向不大于15°、横向不大于6°的坡道，应行驶稳定，无倾覆、滑动的可能性；停稳后，

不应有非操作性的前进、后退及明显的晃动现象。

6.2.5.2 检验

实际操作机器进行检验。

6.2.6 整机密封性

6.2.6.1 要求

挖树机不应有漏油、发动机漏水现象。

6.2.6.2 检验

挖树机工作30 min后，目视进行检验。

6.3 主要零部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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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刀具

6.3.1.1 要求

6.3.1.1.1 刀具进给应平稳、连续，不应有明显的震颤。

6.3.1.1.2 挖切刀具运转方向应正确，回转挖切方式的刀具，应转动平稳，不应有卡滞、停顿现象；

往复挖切方式的刀具，应升降顺畅、无爬行。

6.3.1.1.3 链式挖树机的挖掘刀寿命不应小于 200 h；铲式挖树机的挖树铲刃磨间隔不应小于 200 h；

圆弧刀式挖树机的圆弧刀刃磨间隔不应小于 100 h。

6.3.1.2 检验

在符合6.1.2的土壤环境下，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操作规程、调整方法、维护及保养规则连续挖切

土球，链式挖掘刀使用至200 h时，检测是否能按原挖切效率挖切一个完整土球；挖树铲使用至200 h

及圆弧刀使用至100 h时，测量其刃口厚度是否小于2 mm。

6.3.2 离合器

6.3.2.1 要求

离合器应结合平稳、分离彻底。

6.3.2.2 检验

实际操作机器进行检验。

6.3.3 变速箱

6.3.3.1 要求

各档位工作时，变速箱不应有乱挡、脱档等档位失效的现象。

6.3.3.2 检验

实际操作机器进行检验。

6.3.4 操纵机构

6.3.4.1 要求

各操纵机构应轻便灵活、松紧适度、准确可靠。所有能自动回位的操纵件，在操纵力去除后应能自

动回位；非自动回位的操纵件应能可靠停在选定位置。各操纵机构的最大操控力应符合GB/T 19407的规

定。

6.3.4.2 检验

通过实际操作检验操纵机构。操纵机构的最大操控力按GB/T 19407的规定进行检验。

6.3.5 操作台

6.3.5.1 要求

具有水平移动功能的操作台，导轨两端应设有限位装置；移动时应平稳顺畅、无卡滞现象；非移动

状态时，应能锁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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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2 检验

实际操作机器进行检验。

6.3.6 制动系统

6.3.6.1 要求

制动系统的性能应符合GB/T 20459的相关规定。

6.3.6.2 检验

按GB/T 20459的规定进行检验。

6.3.7 过载保护装置

6.3.7.1 要求

过载保护装置应安全、可靠。

6.3.7.2 检验

对机器进行过载试验，观察发生过载时，链式挖树机工作头是否能停止进给，切割链是否能停止旋

转；铲式挖树机挖树铲是否能停止进给；圆弧刀型挖树机圆弧刀是否能保持振动、停止进给。

6.3.8 转向机构

6.3.8.1 要求

挖树机应转向准确、行走平稳，不应有明显跑偏现象。

6.3.8.2 检验

实际操作机器进行检验。

6.3.9 电气系统

6.3.9.1 要求

电气系统应符合GB 5226.1的规定。

6.3.9.2 检验

按GB 5226.1的规定进行检验。

6.3.10 液压系统

6.3.10.1 要求

液压系统应符合GB/T 3766的规定。

6.3.10.2 检验

按GB/T 3766的规定进行检验。

6.3.11 焊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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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1 要求

焊接件应符合JB/T 5943的规定。

6.3.11.2 检验

按JB/T 5943的规定进行检验。

6.3.12 油箱

6.3.12.1 要求

油箱应符合GB/T 24387的规定。

6.3.12.2 检验

按GB/T 24387的规定进行检验，或提供制造厂提供的包含执行上述标准内容的产品合格证。

6.3.13 行走装置

6.3.13.1 要求

履带式挖树机导向轮、驱动轮及支重轮应分别符合GB/T 24659.1、GB/T 24659.2及GB/T 24659.3

的规定。

6.3.13.2 检验

履带式挖树机导向轮、驱动轮及支重轮的检验分别按GB/T 24659.1、GB/T 24659.2及GB/T 24659.3

的规定进行，或提供制造厂提供的包含执行上述标准内容的产品合格证。

6.3.14 履带

6.3.14.1 要求

履带应分别符合GB/T 20786、GB/T 24659.4的规定。

6.3.14.2 检验

按GB/T 20786、GB/T 24659.4的规定进行检验。

6.3.15 发动机

6.3.15.1 要求

发动机应有产品合格证，且排放应符合GB 20891的规定。

6.3.15.2 检验

目视检查合格证。排放按GB 20891的规定进行检验。

6.4 安全

6.4.1 安全警示标志

6.4.1.1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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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示标志应符合如下要求：

a) 所有可能对人身造成伤害的外露运转部件处，应固定醒目的永久性安全警示标志；

b) 在操作者易于看到的位置应固定“警告：严禁在坡度大于 15°的地方使用本机器！”的标志；

c) 挖树机明显位置应设有安全工作范围的警示标志；

d) 安全警示标志应符合 GB 10396 的规定，安全警示标志应在说明书中予以说明。

6.4.1.2 检验

目视检查。

6.4.2 驾驶员保护结构

6.4.2.1 要求

驾驶员保护结构应符合LY/T 1667的规定。

6.4.2.2 检验

按LY/T 1667的规定进行检验。

6.4.3 驾驶室安装的阻挡抛射物的玻璃和隔板

6.4.3.1 要求

驾驶室安装的阻挡抛射物的玻璃和隔板应符合LY/T 2237的规定。

6.4.3.2 检验

按LY/T 2237的规定进行检验。

6.4.4 驾驶室

6.4.4.1 要求

挖树机驾驶室门道、紧急出口及驾驶员的工作位置尺寸应符合GB/T 6238的规定，滚翻保护结构应

符合GB/T 20448.1的规定。

6.4.4.2 检验

按GB/T 6238和GB/T 20448.1的规定进行检验。

6.4.5 噪声

6.4.5.1 要求

操作者耳旁噪声（A计权声压级）不应大于95 dB。

6.4.5.2 检验

按GB/T 16955的规定进行检验。

6.4.6 其他安全

6.4.6.1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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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树机其他安全应符合GB 10395.1及LY 1691的有关规定。

6.4.6.2 检验

挖树机其他安全的检验按GB 10395.1及LY 1691的规定进行。

6.5 可靠性

6.5.1 要求

首次故障前工作时间不应小于200 h。

6.5.2 检验

在符合6.1的环境条件下，使机器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连续工作200 h，检测挖树机是否出现无法正

常工作现象。

6.6 外观质量

6.6.1 要求

6.6.1.1 挖树机外观质量应符合 JB/T 6712 的规定，涂漆应符合 JB/T 5673 的规定；漆膜附着性能应

不低于 JB/T 9832.2-1999 中Ⅱ级的规定。

6.6.1.2 铸件表面应光洁平整，不应有砂眼、气孔、毛边、包砂等影响结构强度的缺陷。

6.6.2 检验

挖树机外观质量的检验按JB/T 6712的规定进行，涂漆质量的检验按JB/T 5673的规定进行；漆膜附

着性能的检验JB/T 9832.2的规定进行，其他内容以目视检验。

6.7 装配质量

6.7.1 要求

6.7.1.1 紧固件和联接件应联接牢靠，并应具有防松脱措施。

6.7.1.2 各种管路应排列整齐、合理，连接应牢固可靠，不应与运动部件发生摩擦干涉。

6.7.1.3 所有紧固件及联接件应联接牢固，无松动。

6.7.1.4 各系统不应有异常振动和声响。

6.7.1.5 所有传动机构的启动、运行、调速、制动应平稳，旋转方向应正确、无异常响声。

6.7.2 检验

目视及实际操作机器进行检验。

7 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7.1.1 要求

7.1.1.1 产品标志应清晰、耐久，置于产品外部醒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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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2 在挖树机明显位置应固定符合 GB/T 13306 规定的产品标牌，标牌内容应清晰可见，且至少应

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型号、名称；

b) 产品质量、外形尺寸及配套功率等主要技术参数；

c) 挖切土球直径；

d) 制造厂名称及注册商标；

e) 出厂编号及生产日期（若机器其他位置已标示，可省略）。

7.1.1.3 操作者操纵机构图形符号应符合 GB/T 4269.4 的规定。

7.1.2 检验

目视进行检查。

7.2 使用说明书

7.2.1 要求

7.2.1.1 使用说明书应按 GB/T 9480 的要求编制，并给出第 5 章规定的技术参数。

7.2.1.2 使用说明书应详细说明正确的安全守则、操作规程、调整方法、维护和保养规则。

7.2.2 检验

目视进行检查。

7.3 包装

7.3.1 要求

7.3.1.1 挖树机出厂前主要部件应采取防锈措施，装箱后应固定稳妥，包装应牢固、可靠、防潮。

7.3.1.2 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 的规定，包装箱上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7.3.1.3 出厂随机零部件、配件、备件及附件、工具和技术文件应齐全。随机文件应至少包括：

a) 装箱单；

b) 产品合格证；

c) 产品使用说明书；

d) 保修卡。

7.3.1.4 如用户另有要求，可按合同执行。

7.3.2 检验

目视检验每台挖树机的包装。

包装和包装箱的检验按GB/T 13384的规定进行。包装箱上标志的检验按GB/T 191的规定进行。

7.4 运输和贮存

7.4.1 挖树机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不应碰撞、受潮、受压。

7.4.2 挖树机应贮存在干燥、通风的仓库中，并应避免与腐蚀性物质混放，不应露天存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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