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  业  标  准  

《园林机械   以锂离子电池为动力源的手持式修枝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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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锂离子电池为动力源的手持式修枝剪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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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 

标准计划名称为《园林机械  以锂离子电池为动力源的手持式修枝剪》，经过起草小组讨论，

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名称修改为《园林机械  以锂离子电池为动力源的手持式修枝剪刀》，征求意

见结束后根据收到的意见，将标准送审稿的名称修改为《园林机械  以锂离子电池为动力源的手持

式开合修枝剪》。标准审定会上，根据审定会专家的意见，同意将标准报批稿的名称修改为《园林

机械  以锂离子电池为动力源的手持式修枝剪刀》并上报。 

2、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卓远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德朔实业有限公司、宝时得科技（中国）

有限公司、格力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苏美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永康市茂金园林机械有

限公司、浙江嘉瑞机械有限公司、浙江亚特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大叶园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3、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峰、武露露、高杨、丁玉才、杜森彪、王强、邹永峯、胡军、丁俊峰、

吴文明、杨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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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锂电手持式修枝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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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0-2018《园林机械  以锂离子电池

为动力源的手持式绿篱修剪机》、QB/T 2289.4-2012《园艺工具剪枝剪》、ANSI/UL 82-2018《STANDARD 

FOR SAFETY  Electric Gardening Appliances》、IEC 61960-3《含碱性或其它非酸性电解质的蓄

电池和蓄电池组 便携式锂蓄电池和蓄电池组 第3部分:棱柱形和圆柱形锂电池及电池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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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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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回复意见36家，未回复意见的单位239家，提出修改意见共计157条。其中同意且有修改意

见的26家(其中委员单位22家)。同意但没有意见的10家（其中委员单位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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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31*100%=96.8%]。意见采纳情

况汇总：采纳和部分采纳的有136条，不采纳的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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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锂离子电池

为动力源的手持式修枝剪刀》的审定。审定结论如下： 

1.该行业标准系首次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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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锂离子电池为动力源的手持式开合修枝剪的规范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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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锂离子电池为动力源的手持

式修枝剪”修改为“园林机械 以锂离子电池为动力源的手持式修枝剪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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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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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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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既考虑与国际接轨，借鉴发达国家先进标准的同时，又充分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 

2、标准的主要内容 

标准共有七章和一个附录，内容框架为：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型号编制方法 

5  基本参数 

6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6.1 一般要求 

    6.1.1 使用环境 

    6.1.2 测量值精度 

  6.2 电机性能 

  6.3 整机性能 

    6.3.1 启动性能 

    6.3.2 空载剪切次数 

    6.3.3 最大剪切直径 

    6.3.4 整机净质量 

  6.4 主要零部件性能 

    6.4.1 刀片 

    6.4.2 开关 

    6.4.3 适配电池包（电池组） 

    5.4.4 适配充电器 

    5.4.6 适配电池包（电池组）、适配充

电器与整机的联接 

  6.5 安全  

    6.5.1 结构 

    6.5.2 噪音  

    6.5.3 振动  

    6.5.4 电池和电池组的管理系统  

    6.5.5 电磁兼容性  

    6.5.6 适配电池包（电池组）  

    6.5.7 适配充电器 

    6.5.8 适配充电器与适配电池包（电池

组）的匹配 

    5.5.9 限用物质 

    6.5.10  其他安全 

  6.6 耐久性 

    6.6.1 要求 

    6.6.2 检验 

  6.7 外观质量 

  6.8 装配质量 

7 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贮存及

处理 

  7.1 标志 

  7.2 使用说明书 

  7.3 包装 

  7.4 运输 

  7.5 贮存 

  7.6 处理 

附录 A（规范性附录）达标管理目录限用物

质应用例外清单 

参考文献 

三、标准技术内容的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以锂离子电池为动力源的手持式修枝剪刀（以下简称“修枝剪”）的术语和定义、型号

编制方法、基本参数、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贮存及处理。适用于一般

环境条件下，以标称电压不大于 75 V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包（电池组）供电、单人操作的由一组开合刀片

对灌木或树枝进行剪切作业的手持式修枝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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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技术内容由一般要求和专用要求及其检验方法构成。其中一般要求由修枝剪的使用环境和测量

参数精度要求等组成。专用要求由修枝剪的动力——直流电机、整机性能（包括 1.启动性能、2.空载剪切

次数、3.最大剪切直径、4.整机净质量、5.耐久性、6.装配质量、7.外观质量等）、主要零部件性能（包括

1. 刀片、2.开关、3.电池包（电池组）、4.充电器）、整机的安全性能（包括 1.结构、2.噪声、3.振动、4.

电池和电池组的管理系统、5.电磁兼容、6.限用物质等）组成。 

标准中提出的各项技术要求都有相应的检验方法，给企业、用户和质量监督检验单位提供技术依据及

相应的指导，达到提高产品质量、规范市场、推广应用、引导企业的目的。但由于标准起草工作小组水平

有限及科技日新月异，本标准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希望各企业生产出性能更好、更轻便、更安全的修

枝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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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修枝剪的主要功能和使用要求，标准研制起草小组重点在最大剪切直径、剪切速度、刀片硬度、

整机耐久性、高低温启动性能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试验验证。标准中的这些主要技术性能指标要求都是通过

在农林、果园实际使用过程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使用主持起草单位开发的修枝剪，在按照操作规程和使用

说明书正常操作的情况下，这些性能指标要求或限值都是可以达到的，难易程度属于中等水平。具体实验

数据可参见有关技术性能要求试验报告。 

就技术经济和预期经济效益而言，主要有以下变化： 

1.目前，以锂离子电池为动力源的手持式开合修枝剪已被广泛使用，并且市场需求量持续增高，为企

业后续产品的开发和改进提供了积极性。 

2. 使用修枝剪作业，有以下优势： 

a.效率更高，是传统手工剪枝效率的 8-10 倍；  

b.耐用性好，结构简单，维修、保养比较方便； 

c.作业性能稳定，剪切截面平滑、易愈合，避免因剪口不平或撕裂而引起的果树腐烂病变的发生； 

d.安全防护功能强，刀片跟着扳机走，可随时停刀、回刀； 

e.噪音低、振动小、重量轻，耐疲劳性好，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 

3. 由于修枝剪刀采用的动力为锂离子电池驱动下的直流电机，在使用过程中不直接产生污染，符合

国家关于大力开发绿色环保节能型新产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趋势。 

另外，修枝剪的相关测试报告如下（见附件 2～附件 5）： 

——附件 2：修枝剪空载剪切速度报告 

——附件 3：修枝剪工况测试报告 

——附件 4：修枝剪空载耐久测试报告 

——附件 5：修枝剪高低温启动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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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以锂离子电池为动力源的手持式开合修枝剪在国内已被广泛使用，但是一直没有明确的产品标

准。所以，本标准对修枝剪的定义、型号编制方法、基本参数、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标志、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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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运输、贮存及处理等做出了详细的要求，给企业和质量监督检验单位提供技术依据及相应的指导，

达到提高产品质量、规范市场的目的。 

当然，除了修枝剪本身应有的技术性能指标要求外，修枝剪作为一个机电一体化的园林工具，在直流

电机、电池包（电池组）及其控制管理系统、充电器、电磁产品的电磁兼容、限用物质的环保性能、噪声、

振动等方面，也大量采用了诸如 IEC 62841-1《手持式、可移动式电动工具和园林工具  安全性  第1部

分：通用要求(Electric motor-operated hand-held tools, transportable tools and lawn and garden 

machinery - Safety - Part 1:General requirements) 》、IEC 61960-3  《含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解

质的蓄电池和蓄电池组  便携式锂蓄电池和蓄电池组  第3部分:棱柱形和圆柱形锂电池及电池组

（Secondary cells and batteries containing alkaline or other nonacid electrolytes-Secondary 

lithium cells and batteries for portable applications-Part 3：Prismatic and cylindrical lithium 

secondary cells and batteries made from them）》等大量国际标准或等从最先进的国际标准同采用转

换成为我们国家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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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4  安全标志及使用导则 

GB 4343.1-2018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1部分：发射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征求意见时，针对修枝剪的结构安全中的如下条款，各位专家进行了讨论。 

……。握持部位应能防止操作者的手指正常作业时意外接触到刀片，即从下述 a点、b点（或 c点）

至刀片根部最短的无障碍物的路径长 X1、X2（或 X3）应不小于 127 mm： 

a) 扳机后侧（图 3中 a点）； 

b) 扳机护挡后侧（图 3中 b点）； 

c) 任何能够限制手向前运动的有轮廓区域的后侧部分（图 3中 c点）。 

 

标引序号说明： 

X1——不小于 127 mm； 

X2 或 X3——不小于 127 mm。 

图示的刀片是在完全打开位置。 

图1 手的防护间距测点示意图 

有的专家提出：现有市场上绝大部分的机器均不满足 127 mm 这一安全距离，建议针对单指开关的，

松手可急停的，有警告标识的，可以考虑降低这个距离。 

起草小组认为，在起草该标准时，该安全条款的内容来自 ANSI/UL 82-2018《STANDARD FOR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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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 Gardening Appliances》,根据起草小组各专家的探讨和研究，一直同意仍然按现有条款来规定

修枝剪的结构。主要考虑有以下原因： 

1） 产品是否安全不是以市场产品决定的，否则就成了大家都生产不安全的产品。在制定标准时，首

要考虑的是安全。 

2） 制定标准尽量不要关起门来写，不然以后就要面对按照我们的标准设计出的产品在出口认证时却

没办法拿到证书的局面。我们要以统一、规范化的标准来指导产品的安全、统一和先进性，而不是以目前

产品来指导标准的起草。 

3） 首先说明下产品的危险，涉及的是剪断手指属于不可逆的高风险，如果在不加任何防护措施和考

虑的情况下那只要剪到手指就会发生危险，也就是操作就会暴露于剪切的风险中，因此针对这个风险必须

有措施防护或降低。防护后就可能没有剪切的功能，产品也就没有意义，因此考虑安全风险能做的就是降

低风险，目前编制标准的原则就是通过增加操作者的手到刀片的距离来降低可能性，实际并没有降低剪断

手指的恶劣程度。从下表的风险来看（红色区域不可接受），要将可能性降低到不可能发生或几乎不会发

生（参照 ISO 14121-2要求，即样品发生风险的概率在 10-6以下） 

 

针对目前编制标准的修枝剪刀，外观等设计来看的风险存在两个方面，一是握持不好后实际操作手容

易滑动而接触刀片，一是扣动开关扳机的手指本身是在运动的不小心会接触刀片。 

 

防止扣动开关扳机的手指接触运动件的手指接触运动件从 ISO 13852来看是 120 mm（美标因为英制公

制关系一般用 127mm）。防止握持的手滑动而接触刀片，目前没有滑动大小的参照，因此编制标准的考虑

就是手不会滑动或者滑动有限位，也就是用虎口来限值手继续滑动向前。那么这个限制位置装置在哪里？

参照手指接触运动件的距离也可以是 120mm。以上的 120mm 的距离限制参照修枝剪 IEC 62841-4-2，电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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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 IEC 62841-2-5等已经发布的标准，很多标准都有采用。 

基于以上，标准文本中规定该三项的目的为： 

a）解释：针对拨动开关按钮的手指（考虑不是所有的剪刀都必须设计开关挡板，如可以增加反自锁

按钮等），因此测量就拨动开关按钮手指的距离从开关按钮后侧开始测量 

 

b）解释：此要求是针对非拨动开关按钮的手指，一般来说距离会比拨动开关按钮的手指距离大，但

是如下特殊情况，按钮做很长或很大，但是开关按钮挡板末端位置固定，就会出现挡板后侧到刀片的

距离小于扳机后侧距离。 

c）解释：即以上防止手的滑动要求。 

 

所以：终上所述，不应降低安全距离这一要求，结构部分仍然按 UL 82的规定来写。 

八、作为强制性标准或者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产品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颁布实施。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和建议 

建议本标准在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小组 

2021年 7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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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发送征求意见稿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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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修枝剪空载剪切速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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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修枝剪工况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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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修枝剪空载耐久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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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修枝剪高低温启动测试报告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