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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

合格评定

4.1.1

4.1.1.1 割灌机和割草机应具有发
动机停机机构，停机机构包括停机
开关和熄火线。
4.1.1.2 通过停机开关可以不依靠
持续的人力操作使发动机停止工作
。 此停机开关应安装在操作者双
手配戴手套握持机器时仍可对其控
制的位置处。停机开关的颜色与背
景应对比鲜明。
4.1.1.3 对直径为200 mm的球施
加15 N的力将其推向熄火线与机器
机具杆之间的间隙，球如能通过，
则熄火线接头应能承受3倍的整机
净质量的力；球如不能通过，则熄
火线接头应能承受1.5倍的整机净
质量的拉力，如图1所示。该过程
中，熄火线不应出现脱落、断裂等
现象。

TBC431S具备停机机构，熄火开关型
号：JRK2-01；
直径200 mm的球无法通过熄火线和机
具杆之间的间隙。

P

4.2.1

对直径为200 mm的球施加15 N的
力将其推向油门线与机器机具杆之
间的间隙，球如能通过，则油门线
接头应能承受3倍的整机净质量的
直径200 mm的球无法通过油门线与机
力；球如不能通过，则油门线接头
具杆之间的间隙。
应能承受1.5倍的整机净质量的拉
力，这两种情况下，机器在怠速状
态下转速都不应有变化，如图1所
示。

P

4.3.1

当切割附件（不包括柔性线）在与
直径为25 mm ±1 mm 的钢棒连续
碰撞5次后，不应发生破裂。对碰
撞后的切割附件，不经过任何调
整，再进行超速运行，不应发生断
裂或开裂。

P

4.4.1

割灌机和割草机的排放要求应符合
GB 26133的规定。
SH2，CO≤805gkwh，HC+NOX≤
50g/kwh，NOX≤10g/kwh；

4.5.1

测试结果：
割灌机高速平均值: 10150min-1，高速
割灌机和割草机在空载状况下进行 最小值: 10063min-1，高速最大值:
最高转速试验, 稳定运转3 min,不
10351min-1，转速波动率: 2.84%；
应有异响,紧固件不应松动，转速
打草机高速平均值: 8931min-1，高速
波动率不应大于5%。
最小值: 8758min-1，高速最大值:
9174min-1，转速波动率: 4.66%；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测试结果：
CO：172.49g/kwh；
NOX：1.01g/kwh；
HC+NOX：42.81g/kwh；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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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侧挂式、手持式割灌机和割草机在
怠速工况下，按照4.6.2规定的位置
翻转机器，10 s内机器不应熄火。

P

4.7.1

背负式割灌机和割草机在高速空载
运转过程中，使用工作头（圆锯
片）撞击直径大于300 mm的圆柱
测试样机为侧挂式机型。
木，连续撞击100次后，软轴软管
部件不应出现影响使用的断裂、扭
曲等现象。

N

4.8.1

在20 ℃±3 ℃的环境下，割灌机和
割草机在油门全开最高转速下连续
运转30 min后，应满足：
a) 化油器进气口（化油器与进气管
结合处）的温度小于45 ℃；
b) 火花塞座温度小于240 ℃。

4.9.1

打草机测试结果：
环境温度平均值：18.6 ℃；
在20 ℃±3 ℃的环境下,割灌机和割 排气口温度：162.5 ℃；
草机排气口温度不应超过240 ℃。 割灌机测试结果：
环境温度平均值：19.3 ℃；
排气口温度：171.2 ℃；

P

4.10.1

起动器牵拉寿命应不小于10 000
次，停机开关寿命应不小于5 000
次，阻风门手柄开关（如有）寿命
应不小于10 000次，油门操纵手柄
操作寿命应不小于30 000次，化油
器油泵按压寿命应不小于15 000次
。

P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测试结果

打草机测试结果：
环境温度平均值：18.8 ℃；
化油器进气口温度最大值：20.7 ℃；
火花塞座温度最大值：233.7 ℃；
割灌机测试结果：
环境温度平均值：19.3 ℃；
化油器进气口温度最大值：21.2 ℃；
火花塞座温度最大值：227.8 ℃；

手拉起动器经耐久测试10083次，停机
开关耐久5035次，阻风门手柄耐久
11032次，油门操纵手柄耐久30122
次，化油器油泵耐久15047次后，各零
部件完好。

合格评定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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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1.1 产品技术参数应在使用说明
书和有关技术文件中给出，见附录
A。
4.1.2 割灌机和割草机应能在-5
℃～40 ℃、相对湿度不大于80%的
自然环境条件下正常工作。

P

4.2

割灌机和割草机配套的汽油机应符
合JB/T 5135.3的规定。

P

4.3.1

测试结果：
割灌机和割草机常温起动、热机起
常温10s起动成功；
动、低温起动时间均不应超过30 s
热机10s起动成功；
。
低温20s起动成功。

P

4.3.2

割灌机和割草机的怠速值由制造厂
规定，在怠速状态下应能连续稳定
运转5 min，转速波动率应不大于
10%，怠速运转时切割装置不应随
动（直联式割草机除外），然后突
加油门至最大位置不应熄火，5 s
之内由最大位置突减油门回至怠速
位置亦不应熄火。

P

4.3.3

侧挂式、手持式割灌机和割草机在
怠速工况下，按照5.4.3规定的位置
翻转机器，3 s内机器不应熄火。

P

4.3.4

割灌机和割草机在最高转速下进行
空载试验, 稳定运转1 min,不应有
测试数据见报告第二页。
异响,紧固件不应松动，转速波动
率应不大于10%。

P

4.3.5

割灌机和割草机的整机净质量应符
合表1的要求。
排量及整机净质量见报告首页。
35＜V≤ 50，侧挂式整机净质量≤
10 kg。

P

4.4.1

离合器应接合平稳、分离彻底。离
合转速应不低于厂家推荐的怠速的 实测离合转速：4620/min-1；
1.25倍（直联式割草机除外）。

P

4.4.2

测试结果：
变速箱齿轮工作时应啮合平稳、无
环境温度平均值：18.2 ℃；
异响,变速箱壳体工作温升不应超
变速箱壳体表面温度：59.3 ℃；
过50 ℃。
温升值：41.1 ℃。

P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测试结果

怠速测试结果：
怠速平均值：3050/min-1；怠速最大
值：3180/min-1；怠速最小值：
2958/min-1；怠速波动率：7.28%。
突加、突减油门未熄火。

合格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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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背负式割灌机和割草机背带长度应
可调，肩部应有护垫。背挂装置应
牢固可靠，挂脱应便捷。侧挂式、
手持式割灌机和割草机背带的设计
应符合GB 19725的相关规定。

P

4.4.4

手拉自回绳起动器应能保证拉动10
000次不出现影响正常工作的故障
。各运动件动作应灵活、可靠；起
测试结果见报告第三页。
动棘爪与起动轮应能可靠地接合和
脱开；起动绳索能自动重绕，恢复
原位。

P

4.4.5

单片金属刀片应符合LY/T 1035的
规定。

P

4.5.1

背负式割灌机和割草机后手把距切
割部件的距离应符合GB 19728测试样机为侧挂式机型。
2005中4.9的规定。

N

4.5.2

整机密封性能应良好，不应有漏油
、漏气现象。

P

4.5.3

割灌/打草机排量参考报告首页。
割灌机耳旁噪音测试结果：
操作者耳旁噪声（A计权声压级） L ：75.5 dB(A)；
pAId
应符合表2的要求。
LpARa：98.5 dB(A)；
V>35，怠速≤80dB(A)；空载高速
打草机耳旁噪音测试结果：
≤105dB(A)；
LpAId：76.2 dB(A)；
LpARa：99.6 dB(A)。

P

4.5.4

割灌/打草机排量参考报告首页。
割灌机手把振动测试结果：
2
手把振动计权加速度总和应符合表 afront_hv,eq: 4.62m/s ；
3的要求。
arear_hv,eq: 4.13m/s2；
2
打草机手把振动测试结果：
V>35，ahv,eq≤7.5m/s ；
afront_hv,eq: 4.31m/s2；
arear_hv,eq: 4.11m/s2。

P

4.5.5

排放系统应符合GB 19724 的规定
。

P

4.5.6

割灌机和割草机的其他安全要求应
符合GB 19725.1的规定。

P

4.6.2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首次故障前工
选择III类，样机台架耐久运行180小
作时间（不包括轻度故障）应分别
时，未出现故障；
不少于表4的规定。

P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测试结果

合格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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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

合格评定

4.6.3

耐久性试验时间应分别不少于表4
的规定。
耐久性试验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况之
一，则判定试验结果为不合格：
——复合刀片、缸体、曲轴箱、曲
轴、轴承、连杆、曲柄销、活塞销
、活塞、磁电机、化油器、离合器
（离合块除外）、传动轴、变速器
齿轮等主要零部件损坏；
——功率下降到试验开始时的90%
以下；
——燃油消耗率上升到规定值的
110%以上。

选择III类，样机台架耐久运行300小时
后，未出现主要零部件损坏；
耐久前发动机台架耐久测试结果：
功率：1.26 kw；
燃油消耗率：478.6 g/kwh；
耐久后发动机台架耐久测试结果：
功率：1.23 kw；
燃油消耗率：482.9 g/kwh。

P

4.7

4.7.1 塑料件表面不应有裂痕、缩
孔等缺陷。
4.7.2 冲压件不应有裂纹、毛刺等
缺陷。
4.7.3 焊接件焊缝应平整，不应有
烧穿、裂痕、漏焊等缺陷。
4.7.4 镀件镀层应均匀、色泽鲜明
、附着牢固、表面平整。
4.7.5 涂漆件表面质量应符合JB/T
5673的规定。

P

4.8

整机装配后，运动件应运动灵活，
不应有干涉、卡滞等异常现象。

P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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