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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的。 

本部分属GB 13960《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系列标准中的第二部分。GB 13960系列标准由以下部

分组成： 

GB13960.1《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一部分: 一般要求》 

GB13960.2《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圆锯的专用要求》 

GB13960.3《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摇臂锯的专用要求》 

GB13960.4《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平刨和厚度刨的专用要求》 

GB13960.5《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台式砂轮机的专用要求》 

GB13960.6《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带锯的专用要求》 

GB13960.7《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带水源金刚石钻的专用要求》 

GB13960.8《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带水源金刚石锯的专用要求》 

GB13960.9《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斜切割机的专用要求》 

GB13960.10《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单轴立式木铣的专用要求》 

GB13960.11《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型材切割机的专用要求》 

GB13960.12《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高压清洗机的专用要求》 

GB13960.13《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斜切割台锯的专用要求》 

本部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GB13960.4-1996，并与GB13960.1第二版一起使用。 

本部分对GB13960.4-1996的主要技术有： 

1） 本部分由于第一部分修订而引起的章条结构变化； 

2） 原7.6并入8.1； 

3） 原7.13内容改为8.12.101； 

4） 8.12.2a)增加：“101）装有木屑收集和排出罩的厚度刨应与尘屑收集装置相联接。” 

5） 8.12.2c) 增加；“101）对厚度刨应经常定期检查防反冲装置和进给轴的有效性以确保安全操

作”。 

6） 原18.1改为18.8.2；18.3的内容改为： 

“19.101 工具应具有足够的稳定性。 
  沿着工件进给方向，对工作台的前缘施加 300N 的推力，在此条件下工具不应倾覆，在 100N 推力

下工具不应移动。 
通过观察来检验。” 
7） 第21章增加“21.17增加： 

用直径(100 ± 1) mm 球体垂直施加在安装开关的工具表面，应不可能起动工具。 
8） 21.18.2  第二段改换为：“电压在断电恢复后，工具不应自动起动。” 

9） 第23章，增加对23.1.11的修改：“本条文不适用。” 

10） 第28章，增加对28.2.1的修改：“本条文不适用。” 

11） 第29章，增加对29.2的修改：“第二段 后二个破折号的条文不适用。 后一段不适用。” 

本部分中写明“适用”的，表示GB13960.1中的相应条文适用；本部分中写明“改换”的，则应以

本部分中的条文为准；本部分写明“修改”的，表示GB13960.1相应条文中的相关内容应以本部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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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内容为准，而该条文中其他内容仍适用；本部分写明“增加”的，表示除了符合GB13960.1的相应

条文外，还应符合本部分中所增加的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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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口并负责解释。 

本部分由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刘江、李邦协 

本部分首次制定于1996年，本次修订为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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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平刨和厚度刨的专用要求 

1 范围 

除以下条文外，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第一段增加： 

本标准适用于 大刨削宽度为 260mm 的可移式平刨和厚度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3 术语和定义 

    除以下条文外，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3.101   

 平刨  planer 
    用横卧旋转的刀轴来刨削木材表面的工具。该刀轴设置在起定位和支承工件作用的两个支架间(工
件的下表面被刨削)。 
3.102   

 厚度刨  thicknesser 
    用横卧旋转的刀轴来刨削木材表面至一设定厚度的工具。刨刀与放置工件的工作台面之间的距离是

可调的(工件的上表面被刨削)。 
3.103 

 平刨兼厚度刨  planer thicknesser 
    兼有平刨和厚度刨功能的工具。 
3.104   

 刀轴  cutter block 
    由鼓轮、刨刀、刨刀固定装置和转轴组成的旋转部件。 

4 一般要求 

  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5 试验的一般注意事项 

  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6 空章 

7 分类 

  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8 标志和说明书 



GB 13960.4—200× 

5 

    除以下条文外，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8.1  增加： 
    ——刀轴的 大空载转速，r/min； 
   ——刨削宽度，mm。 
    ——刀轴的旋转方向应用凸起或凹陷的箭头，或者用在清晰程度和耐久程度上至少与之相当的其他

方法标明在工具上。 
8.12.101 平刨和厚度刨的安全说明 

必须给出以下附加安全说明，应按规定顺序逐字写出，如用其他语言书写，应与中文的含义相同。 

    ——护罩如未相应就位和正确调整，切勿使用工具； 
    ——不得使用钝的刨刀，因为这样增加了反冲的危险。 
    对平刨还需给出如下说明： 
    ——刀轴的未用来刨削的部分都应罩起来； 
    ——刨削短工件时，建议使用一根推棒； 
    ——刨削窄工件时，可能需要采取附加措施来保证安全操作。例如，使用水平压力装置和装上弹簧

的护罩。 
——刨削工具不宜用来切出企口、凹槽、榫头或花边。 
注：该条文仅适用于不符合 19.1.101.10 的工具。 

通过观察来检验。 
8.12.2 a）增加： 

101）装有木屑收集和排出罩的厚度刨应与尘屑收集装置相联接。 
8.12.2 c）增加： 

101）对厚度刨应经常定期检查防反冲装置和进给轴的有效性以确保安全操作； 

9 电击保护 

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10 起动 

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11 输人功率和电流 

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12 发热 

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13 空章 

14 防潮性 

GB 13960 的这一章适用。 

15 空章 

16 变压器及其相关电路的过载保护 

  GB13960 的这一章适用。 

17 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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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3960 的这一章适用。 

18 不正常操作 

    除以下条文外，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18.8.2  增加： 
    注 l0l：认为本部分涉及的所有工具其运动部件是容易卡住的。 

19 机械危险 

    除以下条文外，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19.1  增加： 
    刨刀应无需拆下罩在刀轴上的防护罩，即可更换。 
    注 l0l：防护罩始终保持附在工具上，但它是可活动的，以便能更换刨刀。 
19.1.101  本部分涉及的所有工具 
19.1.101.1  刀轴应具有圆形的截面。 
19.1.101.2  刨刀的刨削面应伸出刀轴表面，但不超过 1.1mm(见图 101 中的“a”)。 
19.1.101.3  刀轴上，除了刨刀及其紧固件所需凹槽外，不应有其他凹槽。 
19.1.101.4  刨刀应该以这种方式安装到刀轴上，即不是仅仅依靠摩擦力来防止刨刀飞出。 
    当刨刀安装到钢制的刀轴上时，夹紧螺钉应至少旋合 5 个完整的螺纹。 
    如果刀轴用钢以外的材料制成，则夹紧装置的强度应具有与钢制刀轴夹紧螺钉提供的相同。 
19.1.101.5  刨刀、刀轴和支架应设计和制造成：经过正常保养之后，可以经受住在正常操作中预计会

产生的应力。 
19.1.101.6  用以开榫槽的刨刀伸出主轴边缘应不超过 5mm。 
    这种刨刀的厚度应不小于 3mm。 
    注：对碳钨合金刨刀而言，这一要求适用于包住刀片的刀体。 

19.1.101.7  刨削工具应有预防措施，以防止因排屑而使操作者受到伤害或妨碍其看清工件。 
    用来收集尘屑的装置可满足此要求。 
19.1.101.8  刨削工具上两部分工作台的总长度应至少是作业宽度的 3.5 倍。 
    刨削宽度在 16mm 及以下的刨削工具，其两部分工作台的总长度 小可减至作业宽度的 3 倍。 
19.1.101.9  进料工作台的 小长度应为作业宽度的 1. 5 倍。 
19.1.101.10  开榫槽用的工具应具有适当的防护措施。 
    注：适当的防护措施正在考虑中。 

    通过观察和测量检验是否符合 19.1.101.1 至 19.1.101.10。 
19.1.102  平刨 
19.1.102.1  刨削深度从零到 大的可调范围内，刀刃的旋转圆与可调工作台的唇部之间的距离“b” 
(见图 101)均不应超过 5mm。 
    固定工作台的唇部与刀轴之间的距离“c”不应超过 5mm。 
19.1.102.2  为降低发出的噪声而在乎刨工作台的唇部处所设的凹口宽度不得超过 6mm。 
    起同样作用的孔径应不超过 8mm。 
19.1.102.3  进料工作台的唇部强度应足以防止由于它变形或损坏而引起的危险。 
    通过下述试验检验： 
    用一弹簧驱动的冲击试验器(能量 1.0J，质量为 250g)在唇部上作冲击。对唇部每个可能薄弱的部位

施加 3 次冲击。在试验之后，唇部应保持完好，没有不利于工具正常运行的看得到的裂纹或有害变形。 
19.1.102.4  平刨应装有平行导向装置。 
19.1.102.5  平刨应有防护罩，在平行导向装置的进料和出料处均遮住刀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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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导向装置后面的刀轴罩盖应固定在平行导向装置上，以便在移动平行导向装置时自动地遮住刀

轴。 
    该防护罩应符合下列要求： 
19.1.102.5.1  作业时非使用部分(在导向装置后面) 
    应用一个处在导向装置后面的护罩来防止触及刨刀，无论导向装置处于什么位置上，护罩的大小要 
足以盖住主轴部分。 
    如果导向装置是可调节位置的(横向调节或斜向调节)，则护罩应随导向装置一起位移。 
19.1.102.5.2  作业时使用的部分(在导向装置前面) 
    应用一个与机架刚性地固定在一起的装置，来防止触及刨刀作业时的有效部分，该装置只允许(在 
指定作业期间)主轴的使用部分不被罩住。该装置的结构： 
    ——对刨削宽度不大于 100mm 的平刨，应为桥式护罩或自动闭合式护罩， 
    ——对刨削宽度大于 100mm 的平刨，应为桥式护罩。 
19.1.102.5.2.1  桥式护罩(见图 102) 
    a) 在不进行刨削时(静止状态)，桥式护罩应能放平到工具的至少一个工作台上。 
    b) 用来罩住刨刀的那一部分护罩长度应至少等于作业宽度。 
    c) 护罩的 小宽度应等于 大槽宽加 20mm。 
    d) 在静止状态，护罩应罩住槽并延伸到两边的台面，在槽宽为 大时，自唇缘起至少延伸 10mm。 
    e) 当护罩调整到 高位置时，在 大槽宽条件下，护罩的前部应至少处于通过进料工作台唇缘的 
铅垂平面内。 
    f) 无论调节高度到多少，桥式护罩前后两部分的高度相差不得大于 5mm。 
    g) 在作横向调节时，护罩应沿着平行于主轴轴线的方向移动。 
    h) 针对不同尺寸的刨削工件，护罩应通过一个简单的操作即可完成垂直或横向调节，无需使用工 
具：或者应是自动调节的。 
    i) 护罩的上表面应光滑、是圆拱形的和没有突出部分的，通常，它不应妨碍手的移动。 
    j) 护罩在 10N 力作用下的 大位移不应超过 5mm。该力施加在靠近导向装置的护罩前部，垂直 
于护罩侧面并平行于工作台面。 
19.1.102.5.2.2  自动闭合式护罩 
    a)在不进行刨削时，无论导向装置如何调节，护罩应罩住整个作业主轴。 
    b)无论使用的作业宽度为多少，护罩应罩住非刨削部分的刨刀，而且应在工件进给而与工件接触 
时打开。 
    c)在整个刨削操作中，护罩应保持与本工件贴紧，并且不可能锁定在开启状态。 
    d)在 大作业宽度和 大开启位置时，护罩应在 0.2s 时间内自动回复到闭合状态。 
19.1.102.5.2.3  桥式护罩或自动闭合式护罩的制作材料应能： 
    ——在任何无意识碰到旋转刀具时不会有导致如下后果的危险： 
    ·有害于护罩功能的损坏，如断裂和局部破裂； 
    ·刨刀损坏。 
    ——与工件撞击时，护罩应不受损伤。 
    通过用一弹簧驱动的冲击试验器(能量为 1.0J，质量 250g) 对护罩每个可能较薄弱的部位施加 3 次

冲击来检验。 
    试验之后，护罩应保持完好，没有不利于工具正常运行的看得出的裂纹或有害的变形。 
19.1.102.6  平行导向装置的高度应不低于 80mm。 
    平行导向装置的导向部位及其上表面不应有缺口。 
    导向装置的长度应为作业宽度的 2.5 倍。 
19.1.102.7  当工件进给时，手柄和控制杆应不妨碍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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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观察和测量检验是否符合 19.1.102.1，19.1.102.2，19.1.102.4，19.1.102.5，19.1.102.6和 19.1.102.7。 
19.1.103  厚度刨 
19.1.103.1  厚度刨应装有具有足够强度的钢制夹紧器件，以防止工件反冲。夹紧器件遍布在整个刀轴 
长度范围。 
    每个夹持器的厚度应为 3mm 至 8mm，各夹持器间的夹层厚度不得超过夹持器厚度的一半。摆动式

夹持器应扣紧，以防止前后摆动，并在每次抬起后应能自动落回。 
    通过下述方法检验： 
    进料工作台设置成 D+1.2mm 的刨削高度，D 为一个两面预先刨过的，宽为 60mm 的木板工件的高

度。把工件以各种不同位置放置在防反冲装置下。 
    施加 300N 的返回力，防反冲装置在整个作业宽度的所有位置上均应夹住工件。 
19.1.103.2  不能接上动力驱动的排屑装置的排屑口，其结构应不会让试验指通过它触及刀轴。 
  通过观察来检验。 
19.1.104  平刨兼厚度刨 
19.1.104.1  对这些组合式的工具，应同时满足对这两种刨所规定的要求。 
19.1.104.2  当这些组合式工具被用作厚度刨时，要求护罩是工具的一个不可分割部分，以防止在工作

台被合拢时触到旋转零件。 
    通过观察和测量来检验。 
19.1.104.3  可合拢工作台应固定在打开位置。 
   通过观察来检验。 
19.101 工具应具有足够的稳定性。 
  沿着工件进给方向，对工作台的前缘施加 300N 的推力，在此条件下工具不应倾覆，在 100N 推力

下工具不应移动。 
通过观察来检验。 

19.102  工具应提供： 
    ——更换刨刀所需的工具； 
    ——调整刨刀的量规(如有要求的话)； 
    ——厚度刨和平刨兼厚度刨的排屑口上的护罩； 
    ——安装水平压力器的器件(如有要求的话)。 

20 机械强度 

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21 结构 

除以下条文外，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21.17 增加： 

用直径(100 ± 1) mm 球体垂直施加在安装开关的工具表面，应不可能起动工具。 
21.18.2  第二段改换为： 
    电压在断电恢复后，工具不应自动起动。 
21.101  刀轴不受护罩自动保护的工具，其刀轴应自工具切断电源起 10s 内停下来。 
   通过测量来检验。 
21.102  所有的工具应具有与之制成一体的木屑、粉尘和碎屑吸附装置，或应有安装吸附装置的部件。 

22 内部布线 

  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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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组件 

  除下述条文外，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23.1.11 修改： 
本条文不适用。 

24 电源联接和外接软线 

  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25 外接导线的接线端子 

  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26 接地装置 

  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27 螺钉与连接件 

  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28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绝缘穿通距离 

  除下述条文外，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28.2.1 修改： 

本条文不适用。 

29 耐热性、阻燃性和耐电痕化 

  除下述条文外，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29.2 修改： 

第二段中 后二个破折号的条文不适用。 
  后一段不适用。 

30 防锈 

  GBl3960.1 的这一章适用。 

31 辐射、毒性和类似危险 

  GBl3960.1 的这一章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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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刀轴 

 

 

 

 

图 102 桥式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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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Bl3960.1 的各附录均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