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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业  标  准  

《园林机械   以汽油机为动力的便携式收集粉碎清扫机》  

编  制  说  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林业行业标准《园林机械  以汽油机为动力的便携式收集粉碎清扫机》是对 LY/T 1668-2006《园

林机械  便携式风力收集粉碎机》的修订，是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科标便字【2020】第 38 号文的

要求制定，项目编号：2020-LY-092。 

本标准计划名称为《园林机械  以汽油机为动力的便携式风力收集粉碎机》，征求意见结束后，根

据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起草小组将标准送审稿的名称修改为《园林机械 以汽油机为动力的便携式风

力收集粉碎清扫机》，审定会上，根据审定会委员和专家的意见，一致同意将标准的名称修改为《园林

机械  以汽油机为动力的便携式收集粉碎清扫机》并上报。 

2、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永康威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盛中天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永佳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亚特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大叶园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派尼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伊司达环保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皇嘉园林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3、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峰、胡安国、邵逸群、胡松钰、王倩、刘桂阳、丁俊峰、吴文明、朱道庆、

许凤霞、唐恩常、胡剑。 

4、主要工作过程 

在全国林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牵头协调下，于2020年10月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小组，

并同时建立了“2020行标 风力收集粉碎机”微信工作群。 

第一阶段 初稿形成 

起草工作小组前期进行了大量资料准备工作，参考LY/T 1668-2006《园林机械  便携式风力收集粉

碎机》GB/T 21398《农林机械  电磁兼容性  试验方法和验收规则》、GB/T 31202《农业和林业机械及

园林机械  手扶控制和手持控制机械  灼热表面可触及性的测定》、JB/T 5135.1《通用小型汽油机  第

1部分：技术条件》等标准和技术文件，结合我国该产品的实际情况，初步确定了本标准的基本原则、

内容及相关要求，然后对本标准的结构框架、技术内容和编写格式等进行反复调整、修改和完善。经过

反复研讨，起草小组于2020年12月中旬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 

第二阶段 征求意见稿形成 

初稿形成后，在标准起草小组微信群进行了组内征求意见，各专家都积极对标准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起草小组通过认真研究和讨论，又经反复研究以及标委会秘书处的进一步修改后，于2020年12月中旬形

成最后的标准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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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 送审稿形成 

征求意见稿完成后，由全国林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通过邮件定向发送、电话征询问访、

网站公示等形式，从2021年2月5日至2021年3月15日向行业内各企业征求意见，并发送了统一的征求意

见反馈表（征求意见稿发送邮件截图见附件）。发送标准征求意见稿275家，其中委员单位31家。发送

标准征求意见稿275家，其中委员单位31家。收到回复意见40家，未回复意见的单位235家，提出修改意

见共计123条。其中同意且有修改意见的20家(其中委员单位20家)。同意但没有意见的19家（其中委员

单位 10家）。不同意的 0家。收到意见中委员和委员所在单位回复意见的占全体委员的 

96.8%[(20+10)/31*100%=96.8%]。意见采纳情况汇总：采纳和部分采纳的有 84条，不采纳的39条。 

起草小组在收到的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仔细的修改，形成了标准送审稿，并于

2021年3月下旬将标准送审稿送交给了秘书处。会议用标准送审稿于2021年4月中旬通过全国林业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送达参加“全国林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21年年会暨标准审定会”的委员和

专家，以备参会委员和专家提前审阅和提出意见。 

第四阶段 报批稿形成 

全国林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2021年5月11～12日在广州市召开标准审定会。会议首先听取了

标准起草小组对标准的编制说明和征求意见稿意见处理的结果，然后各位委员和专家带着会前准备好的

意见，对标准进行了审定，提出了修改意见，并一致通过了《园林机械  以汽油机为动力的便携式收集

粉碎清扫机》的审定。审定结论如下： 

1.该行业标准系对行业标准“LY/T 1668-2006园林机械 便携式风力收集粉碎机”的修订，标准起

草小组在广泛收集和分析国内外有关信息，充分考虑采纳用户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制定

过程中广泛地进行了征求意见，并对反馈意见认真梳理汇总和修改后形成送审稿，标准的制定程序符合

国家要求。 

2.该标准中给出的各项指标借鉴相关先进标准的同时，又充分考虑中国实际情况，要求合理，可操

作性强，标准编写符合GB/T 1.1-2020的规定，标准全文语句流畅，用词准确，表达清晰。 

3.该标准对推动我国园林机械中便携式风力收集粉碎清扫机的规范生产、保护操作者人身安全、防

止商业欺诈行为、保护消费者利益和促进产品贸易等方面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该标准提出的技术指标和试验方法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会议一致通过（赞成28票，反对0票，弃权0

票）对该标准的审定，同意将标准名称由计划名“园林机械  以汽油机为动力的便携式风力收集粉碎机”

修改为“园林机械  以汽油机为动力的便携式收集粉碎清扫机”，并要求起草小组按审定意见修改，作

为推荐性林业行业标准上报。 

起草小组根据审定会上各专家提出的意见，对送审稿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最后的报批稿提交至秘书

处，秘书处于2021年7月上报该标准的报批材料。 

二、标准的编制原则和标准的主要内容的说明 

1、标准的编制原则 

本标准是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编写的和 GB/T 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部分：产品标准》的规定编写的。 

2、标准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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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产品型号及主要技术参数  

5  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5.1  一般要求  

5.2  配套动力  

5.3  整机性能  

5.3.1  起动性能  

5.3.2  最低稳定转速性能  

5.3.3  有效风速  

5.3.4  收集和粉碎性能  

5.3.5  整机净质量  

5.3.6  整机密封性  

5.4  主要零部件性能  

5.4.1  风机蜗壳  

5.4.2  叶轮  

5.4.3  收集管 

5.4.4  操纵机构 

5.4.5  发动机停机开关 

5.4.6  背带 

5.4.7  手柄 

5.4.8  油箱 

5.5  安全要求 

5.5.1  叶轮中心到收集管端口的距离 

5.5.2  收集管（排屑管）与风机蜗壳的连

接 

5.5.3  消音器排气口 

5.5.4  热防护 

5.5.5  高压带电部件的防护 

5.5.6  操作者耳旁噪声 

5.5.7  手把振动 

5.5.8  排放 

5.5.9  电磁兼容 

5.6  可靠性和耐久性 

5.6.1  要求 

5.6.2  检验  

5.7  装配质量  

5.8  外观质量 

6  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和贮存 

6.1  标志  

6.2  使用说明书  

6.3  包装   

6.4  运输和贮存  

附录 A（规范性）  收集粉碎机主要技术参数  

A.1  整机  

A.2  配套动力 

三、标准技术内容的说明 

1、范围 

规定了以汽油机为动力的便携式收集粉碎清扫机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型号及主要技术参数、技术要求

及试验方法、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和贮存。 

明确了本标准适用于以汽油机为动力的便携式收集粉碎清扫机。 

2、术语、定义 

将风力收集粉碎清扫机的主要关键词进行了明确定义。 

提供了风力收集粉碎清扫机的结构示意图。 

5、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5.1起动性能是直接关乎用户使用体验的一项关键性能。本标准中的起动性能要求为在环境温度-5℃

和20℃成功启动所需时间。在-5 ℃～40 ℃的使用环境中，由于40 ℃时发动机起动性能要优于-5 ℃和

20℃时的起动性能，本标准起动测试在-5 ℃和20℃两种环境温度中分别进行，没有40 ℃环境下的起动性

能测试要求。增强了标准的实用性。 

5.2收集粉碎性能 

本标准中增加了直径不大于6mm的细小枯枝作为风力收集粉碎机的收集粉碎性能的试验对象。同时定

义了测试面积、测试时间、碎化物最大尺寸，以检验其粉碎性能。 

5.3整机密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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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LY/T1618-2004相比，本标准增加了收集管接头处、排屑管接头处、风机蜗壳合缝面的密封性要求。 

整机密封性直接关系到力收集粉碎机的性能及用户的使用体验。因各风力收集粉碎清扫机生产制造单

位的制造工艺水平都存在差异，风机蜗壳合缝面、收集管接头处、排屑管接头等部位容易出现漏风现象，

标准增加此项要求，有利于提高行业整体水平。 

5.4 主要零部件性能 

本标准增加对叶轮许用不平衡量计算公式进行修改，公式中增加了平衡品质等级G，使公式两边的单

位一致。 

本标准增加对收集管最大直径要求为120mm，原因是因为风管直径超过120mm,安全距离要求相应增加，

过长的风管影响机器使用性能。 

本标准增加对手柄数量要求，明确了手柄数量至少2个。增加对弯型手柄、封闭型手柄及T形手柄的握

持长度计算内容。 

5.5安全要求 

随着尾气排放标准的严格实施，触媒得到广泛使用。工作过程中在触媒中多种贵金属活性组分的作用

下，发动机未完全燃烧的尾气生产氧化还原反应并产生大量热量，使发动机尾气温度升高。本标准增加对

消音器安装防火网及消音器排气口温度的要求及检验标准，有助于提高产品的安全性能。 

本标准与LY/T 1668-2006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文件的名称，由“园林机械  便携式风力收集粉碎机”改为“园林机械  以汽油机为动力

的便携式收集粉碎清扫机”，同时修改了文件的英文；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内容；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 

——更改了文件的结构，将原文件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合为一章； 

——修改了起动性能的要求和检验方法； 

——修改了最低稳定转速性能的检验方法； 

——增加了收集性能的要求和检验方法； 

——修改了粉碎性能的要求和检验方法； 

——增加了风机蜗壳的密封性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修改了风机蜗壳强度的要求，并增加了其检验方法； 

——增加了叶轮许用不平衡量的计算公式； 

——修改了操纵机构的检验方法； 

——增加了发动机停机开关的要求和检验方法； 

——增加了背带的要求和检验方法的内容； 

——修改了收集管与风机蜗壳的连接的要求和检验方法，并增加了排屑管的相关要求； 

——增加了消音器排气口温度的要求和检验方法； 

——增加了防护罩热防护的检验方法； 

——增加了高压带电部件的防护的内容和检验方法； 

——增加了排放的要求和检验方法； 

——修改了电磁兼容的内容； 

——删除了检验规则的内容； 

——完善了附录A中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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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试验或者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结论，预期经济效益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949年末的

10.64%提高到2019年达到60.6%。同时，城市化进程也带动了城市绿化建设。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我国城市绿地面积从2006年的132.12万公顷增长至2015年的266.96万公顷，增长了102.06%；到2018年达

到304.71万公顷。园林机械随着园林绿化的兴起而发展起来，规模还在不断扩大。2017年我国园林机械行

业市场规模70.22亿元，同比2016年的58.65亿元增长了19.73%。 

风力收集粉碎清扫机是利用风力收集树叶及细小枯枝等残余植物并将其粉碎和收集的机器，适合城市

绿地、公园的绿化管理作业。为了使产品能更高效满足市场需求，标准编制小组对风力收集粉碎清扫机标

准的多项性能要求进行完善和提升。针对收集粉碎性能这项主要性能指标 ，增加了直径不大于6mm的细小

枯枝作为风力收集粉碎机的收集粉碎性能的试验对象。同时定义了测试面积、测试时间、碎化物最大尺寸，

以检验其粉碎性能。收集粉碎性能测试报告见附件2 。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

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六、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下列强制性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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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33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小型点燃式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与测量方法（中国第一、二

阶段）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八、作为强制性标准或者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颁布实施。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和建议 

无。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自颁布之日起废止 LY/T 1668-2006《园林机械  便携式风力收集粉碎机》。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小组 

2021 07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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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发送征求意见稿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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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收集粉碎性能测试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