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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３８８３《手持式、可移式电动工具和园林工具的安全》标准第４部分所涉及的产品是园林电动

工具，初步预计由以下８部分组成：

———第４部分：链锯的专用要求；

———第４部分：修枝剪的专用要求；

———第４部分：步行式和手持式草坪修整机、草坪修边机的专用要求；

———第４部分：剪刀型草剪的专用要求；

———第４部分：步行控制的电动草坪松土机和松沙机的专用要求；

———第４部分：步行控制的电动割草机的专用要求；

———第４部分：手持式电动园艺用吹屑机、吸屑机及吹吸两用机的专用要求；

———第４部分：智能割草机的专用要求。

本部分为ＧＢ／Ｔ３８８３的第４部分：步行式和手持式草坪修整机、草坪修边机的专用要求。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４７０６．５４—２００８《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２部分：步行式和手持式草坪

修整机、草坪修边机的专用要求》，与ＧＢ／Ｔ４７０６．５４—２００８的主要技术差异有：

———前言：安全的通用要求由采用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１部分：通

用要求》改为采用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手持式、可移式电动工具和园林工具的安全　第１部

分：通用要求》，标准的名称也做了相应的修改；

———术语和定义中删除“正常工作”“电源开关”（２００８版的３．１．９、３．１０８）；

———删除附录ＡＡ，将其部分内容移到标志和说明书（见８．２）；增加“步行式和手持式草坪修整机、

草坪修边机安全警告”（见８．１４．１．１）；修改投入使用的说明［见８．１４．２ａ）］；

———删除正常负载下的发热运行的条件（２００８版的１１．５）；

———不正常操作中修改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表４（见１８．８，２００８年版１９）；

———修改结构中关于手柄的要求，移到机械危险章节中（见１９．１０２，２００８年版２２．３６）；

———组件中删除“用于接通电动机的由切割器件控制器来操动的开关应至少具有３ｍｍ的总触头

开距，应用单极或者用双极断开实现。”（２００８版的２４．１．３）；修改电缆耦合器的电源线长度（见

２４．１，２００８年版２５．５）；

———将附录ＢＢ和附录ＣＣ合并成附录Ｉ；

———将附录ＤＤ的内容移到附录ＡＡ；

———删除附录Ｂ、附录Ｄ、附录Ｉ、附录ＥＥ。

本部分应与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手持式、可移式电动工具和园林工具的安全　第１部分：通用要

求》一起使用。

本部分写明“适用”的部分，表示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中相应条款适用；本部分写明“替换”的部分，

则应以本部分中的条款为准；本部分中写明“修改”的部分，表示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相应条款的相关

内容应以本部分修改后的内容为准，而该条款中其他内容仍适用；本部分写明“增加”的部分，表示除了

符合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相应条款外，还应符合本部分所增加的条款。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电动工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６８）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慈溪市贝士达电动工具有限公司、泉峰（中国）贸易有

限公司、弘大集团有限公司、嘉禾工具有限公司、牧田（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宝时得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顾菁、俞黎明、李邦协、陈勤、潘顺芳、蒋鹏飞、卢云峰、周远、丁玉才、陈建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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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可移式电动工具和

园林工具的安全

第４部分：步行式和手持式草坪修整机、

草坪修边机的专用要求

１　范围

除以下条文外，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１．１　增加：

本部分适用于步行式和手持式草坪修整机、草坪修边机，其具有非金属纤维绳的切割元件或自由回

转的非金属切割器件，分别以不大于１０Ｊ的动能，由站立的操作者进行割草作业，它们的额定电压交流

不大于２５０Ｖ或直流不大于７５Ｖ。

注：就本部分而言的动能计算方法在２１．１０３中给出。

本部分不适用于：

———切割器件不同于上述切割器件的剪刀型草坪修整机和草坪修边机；

———带收集装置的草坪修整机和草坪修边机；

———自进型草坪修整机和草坪修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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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下条文外，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增加：

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２—１９９９　声学　机器和设备发射的噪声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发射声压级的测

量　一个反射面上方近似自由场的工程法（ｅｑｖＩＳＯ１１２０１：１９９５）

ＧＢ／Ｔ２０２４７—２００６　声学　混响室吸声测量（ＩＳＯ３５４：２００３，ＩＤＴ）

３　术语和定义

除以下条文外，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３．１０１

手持式修整机　犺犪狀犱犺犲犾犱狋狉犻犿犿犲狉

用手握持，可以用轮子、滑轮或背带等作辅助的工具，它被构造成没有操作者握持，就不能被保持在

操作位置。

３．１０２

步行式修整机　狑犪犾犽犫犲犺犻狀犱狋狉犻犿犿犲狉

由地面支撑，操作者在后面步行控制的工具，它被构造成没有操作者握持，也能保持在操作位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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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３

草坪修整机　犾犪狑狀狋狉犻犿犿犲狉

切割器件在近似平行于地面的平面上旋转的草地修整工具。

３．１０４

草坪修边机　犾犪狑狀犲犱犵犲狋狉犻犿犿犲狉

切割器件在近似垂直于地面的平面上旋转的草地修整工具。

３．１０５

切割器件　犮狌狋狋犻狀犵犿犲犪狀狊

用来提供切割作业的机械装置，其包含一个或多个绕垂直于切割面的轴线旋转的、依靠高速冲击进

行切割的切割元件。

３．１０６

切割元件　犮狌狋狋犻狀犵犲犾犲犿犲狀狋

单根非金属纤维绳或单个回转非金属切割用器件。

３．１０７

切割头　犮狌狋狋犻狀犵犺犲犪犱

切割元件的支撑体。

３．１０８

切割器件控制器　犮狌狋狋犻狀犵犿犲犪狀狊犮狅狀狋狉狅犾

由操作者手或手指操动的器件，用来控制切割器件的运动。

３．１０９

空载　狀狅犾狅犪犱

工具在额定电压下装上新切割器件运行，对可延伸的单股纤维绳应截成比最大切割长度短５ｍｍ。

４　一般要求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５　试验一般条件

除下述条文外，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５．１７　增加：

工具的质量应包括辅助手柄，不包括背带（如有）。

６　辐射、毒性和类似危险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７　分类

除以下条文外，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７．１　替换：

工具应是Ⅱ类或Ⅲ类。

通过观察和相应试验来检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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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替换：

Ⅱ类或具有Ⅱ类部件的步行式草坪修整机和草坪修边机应至少是ＩＰＸ４型。

８　标志和说明书

除以下条文外，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８．２　增加：

工具应标有以下内容，除具有３６０°防护的步行式草坪修整机外：

———“ 警告！始终带好护目镜”；或ＩＳＯ７０１０的 Ｍ００４符号，或如下标识：

———“ 警告！始终带好耳罩”；或ＩＳＯ７０１０的 Ｍ００３符号，或如下标识：

此标识允许通过增加其他保护方式进行修改，例如增加面罩等，但标识应符合ＩＳＯ７０１０的要求。

———“警告：让旁观者远离”，或如下标识：

对低于ＩＰＸ４的手持式草坪修整机和手持式草坪修边机，还应标有以下警告内容：

———“不得暴露在潮湿环境”，或如下标识：

市电驱动工具还应标有以下内容：

———“如果电线发生损坏或缠绕，拔掉电源插头”，或如下标识：

警告信息的标志应尽可能靠近相关的危险处。

８．３　增加：

如果防护范围小于３６０°，工具应标有以下内容：

———旋转方向标志，应以凸起或凹陷的箭头清晰地标明在工具上。

８．１４．１．１　增加：

步行式和手持式草坪修整机、草坪修边机安全警告：

———确保电源线远离切割区域。切割时，电源线可能隐于草丛中，且不经意被切割到。

———当在切割器件可能触及暗线或其自身导线的场合进行操作时，要通过绝缘握持面握持工具。

切割器件碰到带电导线会使工具外露的金属零件成为带电从而使操作者受到电击。

８．１４．２　ａ）增加：

１０１）重复标出那些要求在工具上标出的警告，并应在适用时作进一步说明。工具上以符号或安全

图标标出的，应对其功能进行解释；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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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如果工具不以整机形式提供，要有正确装配该工具的说明；

１０３）所有控制器的操作说明；

１０４）有关外接线的使用和型式的建议（不低于第２４章的要求）；

１０５）推荐使用动作电流值不大于３０ｍＡ的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９　防止触及带电零件的保护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１０　起动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不适用。

１１　输入功率和电流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不适用。

１２　发热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１３　耐热性和阻燃性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１４　防潮性

除以下条文外，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１４．２．１　修改：

测试时，步行式打草机沿着垂直的输出轴旋转，旋转速率为（１±０．１）ｒ／ｍｉｎ。

装有器具进线座或耦合器的工具应配备合适的连接器进行测试。

过滤器不必移除。

１５　防锈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１６　变压器及其相关电路的过载保护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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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耐久性

除了以下条文外，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１７．２　替换：

对于手持式修整机，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手持式工具的方法适用；

对于步行式修整机，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可移式工具的方法适用。

１８　不正常操作

除了以下条文外，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１８．８　修改：

表４　要求的性能等级

关键安全功能的类型和作用 要求的性能等级（ＰＬ）

电源开关———防止不期望的接通 ａ

电源开关———提供期望的断开 ａ

对无１９．６要求的或者输出速度的增加不会超过额定空载速度１３０％的工具 不是ＳＣＦ

防止超过第１８章中的热极限 ａ

防止２３．３中要求的自复位 ｂ

１９　机械危险

除了以下条文外，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１９．６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不适用。

１９．７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不适用。

１９．８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不适用。

１９．１０１　切割器件的防护

１９．１０１．１　草坪修整机

草坪修整机在操作者一侧应至少防护到图１０１所示的程度。

护罩半径狓应不小于切割头扫过的最大半径，且步行式草坪修整机护罩应至少高于切割元件旋转

平面３ｍｍ，手持式草坪修整机护罩应至少超出切割元件旋转平面１０ｍｍ。在切割元件离开操作者一

侧，护罩应至少覆盖距离手柄轴线４５°夹角范围；在切割元件朝着操作者一侧，护罩应至少覆盖距离手

柄轴线９０°夹角范围。夹角的顶点位于切割头主轴的轴线上。如果旋转方向相反，４５°和９０°的护罩也应

反置。

通过观察和测量来检验。

１９．１０１．２　草坪修边机

草坪修边机应至少防护到图１０２所示位置。

护罩半径狓应不小于切割头扫过的最大半径，且护罩应至少超出切割元件旋转平面１０ｍｍ。草坪

修边机处于正常使用位置时，护罩应至少覆盖到：在切割元件朝上运动一侧，从手柄中心线在护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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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位置到水平位置的９０°夹角范围；在切割元件朝下运动一侧，从手柄中心线在护罩上的投影位置到

水平位置的４５°夹角范围。夹角的顶点位于切割头主轴的轴线上。如果旋转方向相反，４５°和９０°的护罩

也应反置。

通过观察和测量来检验。

１９．１０１．３　切割器件的防护罩

所有护罩应无穿孔，并且应永久不可拆卸，或由螺钉、螺母或快速扣紧装置紧固以防不借助工具即

可拆卸。

通过观察来检验。

１９．１０２　手柄

手持式草坪修整机和手持式草坪修边机应至少有一只手柄。

所有质量大于３．５ｋｇ的手持式草坪修整机和手持式草坪修边机应有两个手柄，并且两手柄中心距

应至少为２５０ｍｍ。

注：该２５０ｍｍ距离测量不适用于质量小于或等于３．５ｋｇ的带两个手柄的草坪修整机和草坪修边机。

另外，所有质量大于６ｋｇ的手持式草坪修整机和手持式草坪修边机应至少还有一个单肩背带，质

量大于７．５ｋｇ的应有双肩背带。

本部分要求的所有手柄握持面长度应至少为１００ｍｍ。

如果内含电动机的零部件尺寸达到１００ｍｍ，可以把它视为手柄。

环状或封闭环状手柄的握持长度应包括所有直段或曲率半径大于１００ｍｍ的长度，以及握持面两

端（或之一）的所有长度不大于１０ｍｍ的弯弧。

如果直手柄是中心支撑的（如“Ｔ”字形），握持长度应按下述计算：

———对圆周长度小于８０ｍｍ（不包括支撑）的手柄，则握持长度应是除支撑以外的两部分长度

之和。

———对圆周长度大于或等于８０ｍｍ（不包括支撑）的手柄，则握持长度应是一端到另一端的总

长度。

含切割器件的控制操动件的手柄合适部分，应视作手柄握持长度的一部分。手指握持的或类似重

叠的外形不应影响手柄握持长度的计算方法。

通过观察和测量计算检验。

１９．１０３　控制器

对用户而言，用途不明显的控制器应用耐久的标志将其功能、方向和操作方法清晰地标出。

所有控制器操作的详细说明应在说明书中提供。

２０　机械强度

除了以下条文外，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２０．２　替换：

切割器件护罩应通过２０．１０１试验检验，并且切割头通过２０．１０２试验检验。工具的其他零件通过用

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５规定的弹簧冲击试验器对工具作冲击来检验。

冲击能量值为（１．０±０．０５）Ｊ。

２０．５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不适用。

２０．１０１　切割器件护罩强度和刚性

切割器件护罩强度和刚性应足以满足正常使用。试验前被试零件的温度稳定在（２０±３）℃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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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通过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２和２０．１０１．３试验来检验。

２０．１０１．１　切割器件护罩的刚性通过用相当于草坪修整机重量的力，在任意点以最不利的方向施加

３０ｓ来检验。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护罩应不会变形或脱落，也不应呈现任何可见的裂痕。螺钉和保持架应仍安全

有效，且１９．１０１．１和１９．１０１．２要求仍能满足。

２０．１０１．２　步行式草坪修整机和步行式草坪修边机的切割器件护罩强度是用钢球进行冲击试验来

检验。

三台整机中，在每台护罩可能的薄弱部位经受（６．５±０．２）Ｊ的冲击，试样放置在光滑的刚性平

面上。

试验时这样操作：每次试验，试样受到冲击的部位均不同于其他两次试验部位。

冲击用直径为（５０±０．８）ｍｍ的钢球（例如球轴承上的）施加，如果被试零件与水平面成不大于４５°

的夹角，允许球从静止位置铅垂下落撞击护罩；否则用绳把球拴住，并允许球摆动下落，撞击护罩，在上

述两种情况中，球的垂直落差为（１３００±３）ｍｍ。

试验后，护罩应不会脱落，也不应呈现任何可见的裂痕，螺钉和保持架应仍安全有效，且１９．１０１．１

和１９．１０１．２要求仍能满足。

２０．１０１．３　手持式草坪修整机和手持式草坪修边机的切割器件护罩强度通过以下跌落试验来检验。

一个不带电源线的整机试样跌落３次，使护罩以最严酷的方式从（９００±２）ｍｍ高处垂直跌落到光

滑的水平混凝土地面上（见图１０３）。宜用一绳索悬挂工具以便使工具获得所要求的方位。

切断绳索使工具以正确的方向落下以试验切割器件护罩强度（见图１０３）。

试验后，护罩应不会脱落，也不应呈现任何可见的裂痕。螺钉和保持架应仍安全有效，且１９．１０１．１

和１９．１０１．２要求仍能满足。

２０．１０２　切割头的强度

切割头机械强度应足以满足正常使用。试验前被试零件的温度稳定在（２０±３）℃的环境温度。

通过以下试验检验。

一个整机试样跌落，使切割头以水平位置下落撞击到刚性支撑的水平钢板上，对手持式草坪修整机

和草坪修边机的跌落高度为（９００±２）ｍｍ，对步行式草坪修整机和草坪修边机的跌落高度为（２５０±

２）ｍｍ。

宜用一绳索悬挂工具以便使工具获得所要求的方位。切断绳索使切割头以正确的方向落下以试验

切割头的强度（见图１０４）。

试验期间，工具其他零件的损坏可忽略不计。

试验后，工具不必是能运行的。

如果工具能运行，则马上进行以下试验。

工具分别带和不带切割元件，以最高速运转３０ｓ。

如果工具不能运行，而切割头没有明显损坏，则把由用户更换的以及可拆除的切割头所有零件安装

到新的工具上，然后该新工具分别带和不带切割元件，以最高速运转３０ｓ。

应不出现零件脱落和可见的裂痕。

２１　结构

除了以下条文外，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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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８．１．２　替换：

工具应提供一个切割器件控制器，并在驱动切割器件前要求该控制器应经有两个独立的、不同动

作，或者该控制器防护得能够防止意外操作。该控制器“接通”位置不应有锁定器件，并且当控制器释放

后切割元件的运动将停下来。

通过观察来检验，并且对需防护的切割器件控制器，应不可能被直径为（１００±１）ｍｍ的球作用使控

制器动作。

２１．１０１　切割器件应包含１个或多个非金属切割元件，它们安装在普通圆形切割头上或从普通圆形切

割头引出。

通过观察来检验。

２１．１０２　切割元件应由包括如下一种零件组成：

ａ）　非金属纤维绳，或

ｂ）　非金属自由回转刀具。

对使用一根或多根（绕在装在切割头或其他附件上的线筒）连续纤维绳作为切割元件的工具，应装

有将纤维绳放长和／或操作工具后能自动将该绳限定到正确操作长度的装置。

生产者不应供应能替代非金属切割元件的金属切割元件。

通过检查来检验。

２１．１０３　切割元件的动能应不大于１０Ｊ。

通过观察、测量和试验检验。在试验和测量前，吸湿材料制成的切割元件要按１４．１规定在防潮箱

内至少存放７天。

就本部分而言，动能按式（１）确定：

犈ｐ＝
１

２
犿狏２ …………………………（１）

　　式中：

犈ｐ———动能，单位为焦耳（Ｊ）；

犿 ———长度为犔 的切割元件的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见图１０５）；

狏 ———长度为犔 的切割元件的中点Ｚ达到的最大线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因此

狏＝０．１０４７狀
［狉－（犔／２）］ …………………………（２）

　　式中：

狀———带整卷绳或装上新刀具的最高转速，单位为每分或转每分（ｍｉｎ－１或ｒ／ｍｉｎ）；

狉———切割头回转中心到切割器件外端的距离，单位为米（ｍ）；

犔———测量的切割元件长度，单位为米（ｍ）。

２２　内部布线

除了以下条文外，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２２．６　增加：

园林工具的旋转元件不应使内部布线承受过度应力。

通过观察和以下试验来检验：

不带旋转限位的园林工具，工具的旋转部分在每个旋转方向承受２０００次连续旋转。

带旋转限位的园林工具，在每个停止的位置承受５Ｎ·ｍ的扭矩１ｍｉｎ，力矩不得猛然施加。旋转

元件不应脱离该位置。

测试后，工具的带电零件和可触及零件应承受附录Ｄ规定的电气强度试验，且如第９章规定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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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不能变成可触及。

２３　组件

除了以下条文外，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２３．１．１０．１　第６段第２个破折号修改为：

———工具的电源开关———５００００次。

２３．１．１０．２　第３段修改为：

工具的电源开关试验５００００次。

２３．３　替换第一段：

除非工具装有在“接通”位置不能锁定的瞬动开关，保护装置或线路应是非自动复位型的。

２４　电源联线和外接软线

除了以下条文外，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２４．１　替换：

工具应配有下列一种电源联接装置：

———配有至少与工具防水等级要求相同的插头、至少６ｍ的电源线；

———至少与工具防水等级要求相同的器具进线座；

———长度为０．２ｍ～０．５ｍ、装有至少与工具防水等级要求相同的电缆耦合器的电源线。

插头、连接器和进线座应符合工具的额定值。

通过观察和测量来检验。

测量从软线伸出工具处到软线与插头连接处的软线长度，如果没有插头，则测量到软线的末端。

２５　外部导线的接线端子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２６　接地装置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２７　螺钉与连接件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２８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绝缘穿通距离

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这一章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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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对于步行式工具，犪至少为３ｍｍ；对于手持式工具，犪至少为１０ｍｍ。

注１：为清楚起见，所有滑轮或轮子在图上均不显示。除了显示的相应尺寸和特殊要求外，该图不用于指导设计。

注２：图不按比例。

图１０１　草坪修整机护罩

０１

犌犅／犜３８８３．４０３—２０１７



犪）　犃—犃局剖图（仅对护罩） 犫）　切割器件正视图

　　说明：

１———旋转方向；

２———半径“狉”；

３———护罩；

４———切割元件的最大半径；

５———草坪修边机的底平面。

注１：为简化起见，手柄和所有滑轮或轮子在图上均不显示。除了显示的相应尺寸和特殊要求外，该图不用于指导设计。

注２：图不按比例。

注３：引出点“ＲＰ”是位于切割元件“ＣＰ”中心平面与外护罩边的交点。

图１０２　草坪修边机护罩

单位为米

注：试验时，应采用绳来悬吊工具使其达到要求的方位，切断绳会使工具以正确方位下落从而达到试验切割器件护

罩的目的。

图１０３　护罩强度试验（手持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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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对于步行式工具，犪为０．２５ｍ；对于手持式工具，犪为０．９ｍ。

注：试验时，应采用绳来悬吊工具使其达到要求的方位，切断绳会使工具以正确方位下落从而达到试验切割头强度

的目的。

图１０４　切割头强度试验

犪）　纤维绳

犫）　旋转刀具

图１０５　切割器件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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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除以下内容外，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附录适用。

附　录　犐

（资料性附录）

噪声和振动的测量

犐．２　噪声测试方法（工程法）

除下述内容外，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Ｉ．２适用。

犐．２．２．３　园林工具

替换：

按图Ｉ．１０１使用半球测量表面确定声功率级。反射面应采用人工地面替代或天然草坪。采用天然

草坪的结果的可重复性精度容易低于２级。如有怀疑，应在敞开的场地，在人工地面上进行测量。

对于敞开场地测量的，犓２Ａ＝０；对于室内测量的，不用人工地面，按ＩＳＯ３７４４：１９９４的附录Ａ确定，

犓２Ａ值应小于或等于２ｄＢ，这种情况下犓２Ａ值被认为等于０。

环境条件应在所用测量仪器制造商规定的限制范围内，环境空气温度应为５℃～３０℃，并且风速

小于８ｍ／ｓ，最好小于５ｍ／ｓ。

靠近操作者半径为３狉的区域内不许有其他人。操作者应身穿无声学吸收和反射效果的常规工

作服。

由６个传声器组成测量阵列，传声器的位置如图Ｉ．１０１所示，坐标值由表Ｉ．１０１给出。对切割宽度

小于或等于１．２ｍ的工具，测量表面应为半径狉等于４ｍ的半球面；对切割宽度大于１．２ｍ的工具，测

量表面应为半径狉等于４ｍ的半球面。若能保证与用此半球面的测试结果误差在０．５ｄＢ之内，可减少

测量表面半径狉。若减小测量表面半径，则其不能小于包络被测机器的参考长方体对角线的２倍。

测量位置见图Ｉ．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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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米

　　说明：

狉为半球半径。

图犐．１０１　半球面上的６个传声器位置

表犐．１０１　传声器位置的坐标值（６个传声器布置） 单位为米

编号 狓 狔 狕

１ ＋２．８０ ＋２．８０ ＋１．５０

２ －２．８０ ＋２．８０ ＋１．５０

３ －２．８０ －２．８０ ＋１．５０

４ ＋２．８０ －２．８０ ＋１．５０

５ －１．０８ ＋２．６０ ＋２．８４

６ ＋１．０８ －２．６０ ＋２．８４

　　声功率级犔ＷＡ按式（Ｉ．１０１）和式（Ｉ．１０２）计算：

犔ＷＡ＝犔ＰｆＡ＋１０ｌｇ
犛

犛０（ ） …………………………（Ｉ．１０１）

犔ＰｆＡ＝１０ｌｇ
１

６∑
６

犻＝１

１００．１犔′ＰＡ，犻（ ）－犓１Ａ－犓２Ａ ……………………（Ｉ．１０２）

　　式中：

犔ＰｆＡ ———表面声压级，单位为分贝［ｄＢ（Ａ）］；

犔′ＰＡ，犻———在第犻传播声器测得表面声压级，单位为分贝［ｄＢ（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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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１Ａ ———背景噪声修正，Ａ计权；

犓２Ａ ———环境修正，Ａ计权；

犛 ———测量表面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２）；

犛０＝１ｍ
２［见式（Ｉ．１０３）］；

犛＝２π狉
２ …………………………（Ｉ．１０３）

　　这里狉为４ｍ球面半径，式（Ｉ．１０１）变成［见式（Ｉ．１０４）］：

犔ＷＡ＝犔ＰｆＡ＋２０ …………………………（Ｉ．１０４）

犐．２．３．３　园林工具

替换：

为确定Ａ计权的声压级，应采用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２—１９９９，并作修改或附加如下要求：

———反射面应采用人工地面替代或天然草坪。采用天然草坪的结果可重复性精度容易低于２级。

如有怀疑，应在敞开场地的人工地面上进行测量。

———环境条件应在所用测量仪器制造商规定的限制范围内，环境空气温度应为５℃～３０℃，并且

风速小于８ｍ／ｓ，最好小于５ｍ／ｓ。

———传声器应安装在距操作者头部中心平面２００ｍｍ±２０ｍｍ的较响侧，高度与视线齐高。操作

者站直，眼睛平视，操作者应佩戴附有传声器的头盔。传声器距头盔边缘应不小于３０ｍｍ。

操作者身高应是１．７５ｍ±０．０５ｍ。

●　对步行式草坪修整机和草坪修边机，传声器应将其最大平坦响应轴线（按制造商的规定）指向

前且与水平成向下的４５°。

●　对手持式草坪修整机和草坪修边机，传声器应将其最大平坦响应轴线（按制造商的规定）指向

该工具的前手柄。

犐．２．４　电动工具在噪声测试时的安装和固定条件

替换：

试验应在一台新的草坪修整机或草坪修边机上进行，它是由该工具生产者用标准设备正常生产的。

如果切割器件是按在切割头上的线盘进给的单股纤维绳，则旋转切割器件的长度应调节到比最大长度

大约短５ｍｍ。

自动绳延伸器应不起作用。

试验采用的反射面应采用人工地面替代或天然草坪。

ａ）　人工地面

人工地面应具有按ＧＢ／Ｔ２０２４７—２００６测得的表Ｉ．１０２规定的吸音系数。

表犐．１０２　吸音系数

频率／Ｈｚ 吸音系数 误差

１２５ ０．１ ±０．１

２５０ ０．３ ±０．１

５００ ０．５ ±０．１

１０００ ０．７ ±０．１

２０００ ０．８ ±０．１

４０００ ０．９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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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声材料放置在硬的反射平面上，尺寸至少为３．６ｍ×３．６ｍ，并且置于测试环境的中心。支撑件

的结构应能使其支撑的吸音材料符合声学特性的要求。人工地面的结构应能承受操作者的重量以避免

吸音材料的挤压。

注：符合这些要求的人工地面的材料和结构的例子见附录ＡＡ。

ｂ）　天然草坪

对应于测量表面的水平投影下的地面应至少用高质量的天然草坪覆盖。测试之前，用割草机将草

坪切割到接近３０ｍｍ的高度。

草坪表面应无草屑和残留物，并没有明显的潮气、霜或雪。

犐．２．５　运行条件

替换：

在着手试验之前，草坪修整机和草坪修边机应运行到稳定条件。所有速度设定装置应被调节到最

高数值。

试验期间，接上切割器件但不带负载。

测量应在草坪修整机和草坪修边机达到最高速度时进行。如果该工具具有低于该速度的调节器，

测量应在说明书规定的最高速度下接上切割器件进行。

可调手柄应被设定在中间位置。如提供有背带，试验时应使用。

操作者应以正常操作姿势握持草坪修整机和草坪修边机手柄，切割器件平面平行于地面且离地

５０ｍｍ内。切割器件应无任何阻塞物。

应采用电动机速度指示器监测电动机的速度。读数精度应为±２．５％，指示器和它与草坪修整机和

草坪修边机的衔接应不会影响试验期间的操作。

为了测量声压级，从切割器件的上方水平部分画出的假想线到装有拾音器的头部的最短距离应尽

可能接近０．７ｍ。

为了确定声功率级，切割器件应在半球中心的上方。

犐．２．９　噪声发射值的声明和验证

增加：

当在操作位置测量发射声压级时，应重复试验以达到要求的精度，直到３次连续Ａ计权结果得出

的偏差不大于２ｄＢ。这些值的算术平均值便是测量的草坪修整机和草坪修边机Ａ计权的发射声压级。

犐．３　振动

除下述内容外，ＧＢ／Ｔ３８８３．１—２０１４的Ｉ．３适用。

犐．３．３．１　测量方向

替换：

应对每个手柄进行狓、狔和狕３个方向的测量（手持式草坪修整机、草坪修边机见图Ｉ．１０２，步行式草

坪修整机、草坪修边机见图Ｉ．１０３）。

６１

犌犅／犜３８８３．４０３—２０１７



单位为毫米

注：如果不能进行８０ｍｍ的测量，传感器被放置在将要握持的手柄部分的尾端。如果不能进行２５ｍｍ的测量，传

感器尽可能放置在这个位置以避免碰到手。

图犐．１０２　（手持式草坪修整机和草坪修边机）传感器位置／方位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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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犪＝１００ｍｍ。

图犐．１０３　（步行式草坪修整机和草坪修边机）传感器位置／方位示例

犐．３．３．２　测量位置

替换：

传感器组件的典型位置和测量方向（手持式草坪修整机、草坪修边机见图Ｉ．１０２，步行式草坪修整

机、草坪修边机见图Ｉ．１０３）。

犐．３．５．２　附件／工件和作业

替换：

试验应在一台新草坪修整机和草坪修边机上进行，它是由该工具生产者用标准设备正常生产的。

如果切割器件是由装在切割头上的线盘进给的单股纤维绳，则旋转切割器件的长度应调节到比最大长

度大约短５ｍｍ。

自动绳延伸器应不起作用。

犐．３．５．３　运行条件

替换：

在着手试验前，草坪修整机和草坪修边机应运行到稳定状态。所有的速度设定装置应被调节到最

高数值。

试验期间，应驱动切割器件。应避免手与传感器接触。

手持式草坪修整机和草坪修边机和步行式草坪修整机和草坪修边机分别按照以下方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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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手持式草坪修整机和草坪修边机

可调手柄应被设定在中间位置。如提供有背带，试验时应使用。工具手柄应按正常操作位置

握持，切割器件底平面适当地平行或垂直与地面，且离地５０ｍｍ。切割器件应无任何障碍物。

ｂ）　步行式草坪修整机和草坪修边机

可调手柄应被设定在适合操作者的位置，当对坚硬水平面作设定时，切割高度应被设定在

３０ｍｍ或邻近的更高切割位置。对具有最高切割高度不大于３０ｍｍ的工具，应被设定在其

最高设定值。

测量在１９ｍｍ厚的覆盖了椰衣垫的夹板上进行，椰衣垫被钉在夹板上。椰衣垫应约有２０ｍｍ高

的含有ＰＶＣ基的纤维，重量近似为７０００ｇ／ｍ
２。

犐．３．５．４　操作者

增加：

测量应让一个具有（１．７５±０．０５）ｍ身高的操作者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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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犓

（规范性附录）

电池式工具和电池包

犓．１　增加：

除本附录规定的条文外，本部分的所有章适用。

犓．８．１４．１．１　替换：

步行式和手持式草坪修整机、草坪修边机安全警告：

———当在切割器件可能触及暗线的场合进行操作时，通过绝缘握持面握持工具。切割器件碰到带

电导线会使工具金属零件成为带电从而使操作者受到电击。

犓．８．１４．２　ａ）本部分的１０４）不适用。

犓．１７．２　本部分的该条不适用。

犓．２４．１　本部分的该条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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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犔

（规范性附录）

提供电源联接或非隔离源的电池式工具和电池包

犔．１　增加：

除本附录规定的条文外，本部分的所有章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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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犃

（资料性附录）

材料和结构符合人工地面要求的示例

犃犃．１　材料

材料是一种无机纤维，２０ｍｍ厚，具有１１ｋＮ·ｓ／ｍ４ 的抗透风性，密度为２５ｋｇ／ｍ
３。

犃犃．２　结构

如图ＡＡ．１所示，测量地点的人工地面被分成９块连接板，每块近似为（１．２０×１．２０）ｍ 。结构衬板

如图ＡＡ．１所示，由１９ｍｍ厚的硬纸板组成，两面附有塑料材料。例如，厨房家具的结构采用这种板。

硬纸板的剪切边应用塑料涂料涂敷以防潮湿。地板外侧应用两脚铝件（ｄ）包边，脚高２０ｍｍ。各段该

侧面材料还被用螺钉固定到充当隔板和配属物的连接板边缘。

在测量期间将放置草坪修整机和草坪修边机的地方以及操作者会站立的所有其他地方的连接板中

部，脚长２０ｍｍ的Ｔ型铝材（ｃ）被当作隔板安装。这些材料也提供便于在测量点中部的草坪修整机和

草坪修边机对准的准确标记。然后用剪成一定尺寸的绝缘毛毡材料（ｂ）覆盖预制板。

既不能站上去，也不能把工具推上去的连接板的毛毡地板（图ＡＡ．１所示的Ａ型地面）用一层固定

在边条和连接点上的简易线网覆盖；为此，连接板应留有孔。这样，就能很好地绑住材料，以便毛毡脏后

可以更换。一种所谓饲养场线网，其网格宽度为１０ｍｍ，直径为０．８ｍｍ的网线被证明比较合适。表明

该网线足以保护地面而不影响声学条件。

但是，简易线网在经受搬运的地方保护不够充分（图ＡＡ．１所示的Ｂ型地面）。对于这些表面，使用

直径３．１ｍｍ和网格宽３０ｍｍ的钢丝栅被证明比较合适。

如上述要求的测量点的结构有两个优点：无需很多时间和精力就能准备好，并且所有材料都是容易

获取的。

由于传声器位置不直接位于测量点的地板上方，所以传声器允许被装在支架上，假定地面是平整和

坚硬的，例如沥青或混凝土地面。

当布置传声器时，应考虑传声器的高度要由其与测量点地板面的关系来决定。因此，传声器应高出

其下方的地面４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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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Ａ”———该区不适合承重。不能站上去，也不可将工具推上去；

“Ｂ”———该区适合承重。可以站上去，也可以将工具推上去；

ａ ———塑料覆盖层的纤维板背衬层 （通常厚１９ｍｍ）；

ｂ ———矿石纤维层（通常厚２０ｍｍ）；

ｃ ———Ｔ型铝材 （３ｍｍ厚×２０ｍｍ 高）；

ｄ ———Ｕ型铝材（３ｍｍ厚×２０ｍｍ 高）；

ｅ ———钢丝网 （通常用直径为０．８ｍｍ钢丝线编制的１０ｍｍ×１０ｍｍ网格）；

ｆ ———钢丝栅（通常用直径为３．１ｍｍ钢丝线编制的３０ｍｍ×３０ｍｍ网格）。

注：除非另有说明，所有尺寸是近似值。

图犃犃．１　覆盖人工地面的测量面的草图（不按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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