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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葡萄种植用的葡萄架搭

建装置，大棚的内部开凿有种植隆坡和采摘通

道，且分为第一隆坡和第二隆坡，每个大棚内部

的采摘通道为三道，且分为第一通道、第二通道

和第三通道，第一隆坡和第二隆坡的区域中部并

列安插固定有若干双十字立柱，双十字立柱的顶

部安装有搭接木梁，搭接木梁的一端固定于第一

隆坡区域中部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顶部；本发

明通过在运输地面水道和横梁水道的入水端口

处，混入葡萄植株的生长营养液，可以伴随地面

水道的滴灌渗入达到为葡萄植株的施肥目的，也

可以由横梁水道通过连接管流出，由增湿喷淋喷

头的喷洒对葡萄植株的叶片、藤蔓进行灭虫，从

而减少了葡萄管理人员的人工施肥或除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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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葡萄种植用的葡萄架搭建装置，包括大棚(1)，其特征在于：所述大棚(1)的内部

开凿有种植隆坡(2)和采摘通道(3)，每个大棚(1)内部的所述种植隆坡(2)为两道，且分为

第一隆坡(4)和第二隆坡(5)，每个大棚(1)内部的所述采摘通道(3)为三道，且分为第一通

道(6)、第二通道(7)和第三通道(8)，所述第一隆坡(6)和第二隆坡(7)的区域中部并列安插

固定有若干双十字立柱(9)，所述双十字立柱(9)的顶部安装有搭接木梁(10)，所述搭接木

梁(10)的一端固定于所述第一隆坡(6)区域中部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9)顶部，所述搭接

木梁(10)的另一端固定于所述第二隆坡(7)区域中部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9)顶部，所述

第一隆坡(4)区域中部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9)与所述第二隆坡(5)区域中部安插固定的

双十字立柱(9)的顶部下端均设置有二级横梁(11)，所述二级横梁(11)的底部设置有三级

横梁(12)；所述二级横梁(11)与搭接木梁(10)之间钩挂铺设有横梁水道(13)，所述横梁水

道(13)依次贯穿通过所述第一隆坡(4)区域中部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9)的顶部；所述横

梁水道(13)依次贯穿通过所述第二隆坡(5)区域中部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9)的顶部；且

每个双十字立柱(9)之间固定有增湿喷淋喷头(14)，所述增湿喷淋喷头(14)的一端通过连

接管(15)连接在所述横梁水道(13)的本体，所述增湿喷淋喷头(14)的另一端悬垂在所述双

十字立柱(9)的中部上下垂直距离不超过三十厘米的区域，每个所述双十字立柱(9)的一旁

种植有葡萄树株(16)，所述葡萄树株(16)和双十字立柱(9)的周围底部铺设有若干地面水

道(17)，所述地面水道(17)的本体上开凿有若干通孔，且通孔开凿方向向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葡萄种植用的葡萄架搭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通

道(6)和第三通道(8)的外侧安插有若干弧形撑架(18)，所述弧形撑架(18)依据第二通道

(7)对称摆放安插，若干所述弧形撑架(18)的外部包裹有大棚覆膜(19)。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葡萄种植用的葡萄架搭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通

道(6)的宽度范围定在0.6-1米之间；所述第三通道(8)的宽度范围定在0.6-1米之间；所述

第二通道(7)的宽度范围定在1.2-1.8米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葡萄种植用的葡萄架搭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隆

坡(4)区域中部并列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9)每隔1.5-4米之间；所述第二隆坡(5)区域中

部并列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9)每隔1.5-4米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葡萄种植用的葡萄架搭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搭接木

梁(10)的长度为所述第一隆坡(4)区域中部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9)与所述第二隆坡(5)

区域中部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9)的距离。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葡萄种植用的葡萄架搭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级横

梁(11)的长度取值范围为1-1.8米之间，所述三级横梁(12)的长度取值范围为0.5-0.8米之

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葡萄种植用的葡萄架搭建装置,其特征在于，相邻两株所

述葡萄树株(16)之间搭接有木条，并通过铁丝将葡萄藤蔓绑定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葡萄种植用的葡萄架搭建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葡萄架搭

建装置的使用方法如下：

步骤一，取值在1.2-1.8米宽度开凿建立第二通道(7)，并在第二通道(7)的两侧分别建

立第一隆坡(4)和第二隆坡(5)，在第一隆坡(4)的上面铺设三条地面水道(17)，在第二隆坡

(5)的上面铺设三条地面水道(17)，并在地面水道(17)的本体上开有若干渗漏孔，并在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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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两条地面水道(17)之间栽培葡萄植株，每两棵葡萄植株之间架构有双十字立柱(9)，并

在双十字立柱(9)上端架构安装二级横梁(11)，在二级横梁(11)的下端架构安装三级横梁

(12)，将双十字立柱(9)的底端埋至隆坡土壤下0.2-0.5米深度处；

步骤二，第一隆坡(4)上架构的双十字立柱(9)与第二隆坡(5)上架构的双十字立柱(9)

之间平行对称放置，并将第一隆坡(4)上架构的双十字立柱(9)顶部与第二隆坡(5)上架构

的双十字立柱(9)的顶部，通过搭接木梁(10)进行连接，并依次在第一隆坡(4)和第二隆坡

(5)上等距离排列多组；

步骤三，在第一隆坡(4)相对于第二通道(7)的外侧铺设第一通道(6)，在第一通道(6)

的外侧边缘打孔固定弧形撑架(18)，在第二隆坡(5)相对于第二通道(7)的外侧铺设第三通

道(8)，在第三通道(8)的外侧边缘打孔固定弧形撑架(18)，并将弧形撑架(18)依次等距离

安插若干根，在若干根弧形撑架(18)的外部铺盖大棚覆膜(19)；

步骤四，在二级横梁(11)和搭接木梁(10)之间铺设横梁水道(13)，该横梁水道(13)分

为两根，分别架构于第一隆坡(4)和第二隆坡(5)的垂直上端，纵向贯穿通过每个双十字立

柱(9)的上端，并延伸至大棚的两端口处；并在相邻两个双十字立柱(9)之间开凿有溢流口，

将连接管(15)固定连接在溢流口处，连接管(15)的另一端安装有增湿喷淋喷头(14)，使增

湿喷淋喷头(14)位于横梁水道(13)与地面水道(17)之间；在采摘过程中，通过第二通道

(7)、第一通道(6)和第三通道(8)组合通道，采摘人员对葡萄进行无踩踏的多方向采摘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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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葡萄种植用的葡萄架搭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态农业生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到一种葡萄种植用的葡萄架搭建装

置，更具体的是一种葡萄种植用的葡萄架搭建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葡萄栽培较普遍应用架式为双十字飞鸟架，而常规双十字飞鸟架仅仅使露天

架构于葡萄植株种植处，后期有葡萄藤蔓自行攀爬或人工辅助进行攀爬延伸，后期果实成

熟再由人工进行采摘。但上述葡萄栽培搭建装置过于简易，存在以下多种缺陷：一，植株之

间未能标准距离范围内种植，导致每个植株附近的十字飞鸟架不能集中为葡萄藤蔓生长而

设计，只是单独性为每棵葡萄植株进行攀爬，从而整片区域的葡萄架搭建混乱、功能区不

清，在后期的采摘，中期的管理过程中造成不便；二，在夏季伏天中，光线过强，隆坡土壤易

缺水，造成葡萄叶片枯萎，光合作用降低，葡萄糖的生产含量受到影响，导致葡萄果实的品

味下降；三，浇水过多或雨天管理葡萄植株，或雨天采摘葡萄会由于种植隆坡与采摘通道功

能分区不清，造成隆坡泥土四溅；四，传统的未使用大棚种植的葡萄搭建装置会导致水分蒸

发过快，土壤缺水，温度过高而枯萎，造成人工浇水频率增加，人力投入增加；五，传统农业

种植中未使用大棚搭建的葡萄装置与使用大棚搭建的葡萄装置，均未能对葡萄植株生长中

期灭虫工艺进行探究，一般均采用人工单独喷洒方式，提高了人力成本。

[0003] 为此，本发明提供一种葡萄种植用的葡萄架搭建装置来克服上述缺陷。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背景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通过在葡萄大棚内建立第一通道、第二

通道和第三通道，并在第二通道的两侧分别建立第一隆坡和第二隆坡，使葡萄种植大棚内

部区域具有功能区域性，种植隆坡内的葡萄果实都可以通过相邻的两道通道来进行管理与

采摘，提高了采摘效率，同时也提升了管理效率，在第一隆坡的上面铺设三条地面水道，在

第二隆坡的上面铺设三条地面水道，并在地面水道的本体上开有若干渗漏孔，由渗漏孔滴

灌的方式为土壤提供水分，在炎热夏季起到增湿降温作用，为生长季节的葡萄植株的地面

土壤保持水分和保持湿润，并在任意相邻两条地面水道之间栽培葡萄植株，每两棵葡萄植

株之间架构有双十字立柱，并在双十字立柱上端架构安装二级横梁，在二级横梁的下端架

构安装三级横梁，配合相邻两株葡萄树株之间搭接有木条，并通过铁丝将葡萄藤蔓绑定连

接，使整个生长过程中的葡萄藤蔓攀爬至双十字立柱、二级横梁和三级横之间，再通过在二

级横梁和搭接木梁之间铺设横梁水道，该横梁水道分为两根，分别架构于第一隆坡和第二

隆坡的垂直上端，纵向贯穿通过每个双十字立柱的上端，并延伸至大棚的两端口处，达到从

外部输送水源的目的，在相邻两个双十字立柱之间开凿有溢流口，将连接管固定连接在溢

流口处，连接管的另一端安装有增湿喷淋喷头，使增湿喷淋喷头位于横梁水道与地面水道

之间，通过控制水量对葡萄植株进行喷灌，或对葡萄大棚内部进行降温和增湿目的，还能对

葡萄植株的叶片进行滋润，使植株保持活力生长的环境，通过第二通道、第一通道和第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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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组合通道，采摘人员对葡萄进行无踩踏的多方向采摘；通过在运输地面水道和横梁水道

的入水端口处，混入葡萄植株的生长营养液，可以伴随地面水道的滴灌渗入达到为葡萄植

株的施肥目的，也可以由横梁水道通过连接管流出，最终由增湿喷淋喷头的喷洒对葡萄植

株的叶片、藤蔓进行灭虫，从而减少了葡萄管理人员的人工施肥或除虫工作，很大程度的提

升了果园管理效率，降低了人工成本；通过第一隆坡、第二隆坡、第一通道、第二通道、第三

通道、双十字立柱、搭接木梁、二级横梁、三级横梁、横梁水道、增湿喷淋喷头、连接管和地面

水道为传统的葡萄种殖提供了新的种植管理方法，由种植葡萄植株、施肥、浇水、修剪与搭

建、及采摘的整个过程中，都能方便完成对应的管理操作，并且在三伏天气中对葡萄大棚内

部的温度还能起到降温调节作用，对葡萄大规模种植农业生产管理中，有着提高生产量的

优势。

[0005]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种葡萄种植用的葡萄架搭建装置，包括大棚，所述大棚的内部开凿有种植隆坡

和采摘通道，每个大棚内部的所述种植隆坡为两道，且分为第一隆坡和第二隆坡，每个大棚

内部的所述采摘通道为三道，且分为第一通道、第二通道和第三通道，所述第一隆坡和第二

隆坡的区域中部并列安插固定有若干双十字立柱，所述双十字立柱的顶部安装有搭接木

梁，所述搭接木梁的一端固定于所述第一隆坡区域中部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顶部，所述

搭接木梁的另一端固定于所述第二隆坡区域中部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顶部，所述第一隆

坡区域中部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与所述第二隆坡区域中部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的顶

部下端均设置有二级横梁，所述二级横梁的底部设置有三级横梁；所述二级横梁与搭接木

梁之间钩挂铺设有横梁水道，所述横梁水道依次贯穿通过所述第一隆坡区域中部安插固定

的双十字立柱的顶部；所述横梁水道依次贯穿通过所述第二隆坡区域中部安插固定的双十

字立柱的顶部；且每个双十字立柱之间固定有增湿喷淋喷头，所述增湿喷淋喷头的一端通

过连接管连接在所述横梁水道的本体，所述增湿喷淋喷头的另一端悬垂在所述双十字立柱

的中部上下垂直距离不超过三十厘米的区域，每个所述双十字立柱的一旁种植有葡萄树

株，所述葡萄树株和双十字立柱的周围底部铺设有若干地面水道，所述地面水道的本体上

开凿有若干通孔，且通孔开凿方向向下。

[000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方案，所述第一通道和第三通道的外侧安插有若干弧形撑

架，所述弧形撑架依据第二通道对称摆放安插，若干所述弧形撑架的外部包裹有大棚覆膜。

[000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方案，所述第一通道的宽度范围定在0.6-1米之间；所述第三

通道的宽度范围定在0.6-1米之间；所述第二通道的宽度范围定在1.2-1.8米之间。

[000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方案，所述第一隆坡区域中部并列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每

隔1.5-4米之间；所述第二隆坡区域中部并列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每隔1.5-4米之间。

[001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方案，所述搭接木梁的长度为所述第一隆坡区域中部安插固

定的双十字立柱与所述第二隆坡区域中部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的距离。

[001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方案，所述二级横梁的长度取值范围为1-1.8米之间，所述三

级横梁的长度取值范围为0.5-0.8米之间。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方案，相邻两株所述葡萄树株之间搭接有木条，并通过铁丝

将葡萄藤蔓绑定连接。

[0013] 一种葡萄种植用的葡萄架搭建装置，该葡萄架搭建装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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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步骤一，取值在1.2-1.8米宽度开凿建立第二通道，并在第二通道的两侧分别建立

第一隆坡和第二隆坡，在第一隆坡的上面铺设三条地面水道，在第二隆坡的上面铺设三条

地面水道，并在地面水道的本体上开有若干渗漏孔，并在任意相邻两条地面水道之间栽培

葡萄植株，每两棵葡萄植株之间架构有双十字立柱，并在双十字立柱上端架构安装二级横

梁，在二级横梁的下端架构安装三级横梁，将双十字立柱的底端埋至隆坡土壤下0.2-0.5米

深度处；

[0015] 步骤二，第一隆坡上架构的双十字立柱与第二隆坡上架构的双十字立柱之间平行

对称放置，并将第一隆坡上架构的双十字立柱顶部与第二隆坡上架构的双十字立柱的顶

部，通过搭接木梁进行连接，并依次在第一隆坡和第二隆坡上等距离排列多组；

[0016] 步骤三，在第一隆坡相对于第二通道的外侧铺设第一通道，在第一通道的外侧边

缘打孔固定弧形撑架，在第二隆坡相对于第二通道的外侧铺设第三通道，在第三通道的外

侧边缘打孔固定弧形撑架，并将弧形撑架依次等距离安插若干根，在若干根弧形撑架的外

部铺盖大棚覆膜；

[0017] 步骤四，在二级横梁和搭接木梁之间铺设横梁水道，该横梁水道分为两根，分别架

构于第一隆坡和第二隆坡的垂直上端，纵向贯穿通过每个双十字立柱的上端，并延伸至大

棚的两端口处；并在相邻两个双十字立柱之间开凿有溢流口，将连接管固定连接在溢流口

处，连接管的另一端安装有增湿喷淋喷头，使增湿喷淋喷头位于横梁水道与地面水道之间；

在采摘过程中，通过第二通道、第一通道和第三通道组合通道，采摘人员对葡萄进行无踩踏

的多方向采摘过程。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9] 1、本发明通过在葡萄大棚内建立第一通道、第二通道和第三通道，并在第二通道

的两侧分别建立第一隆坡和第二隆坡，使葡萄种植大棚内部区域具有功能区域性，种植隆

坡内的葡萄果实都可以通过相邻的两道通道来进行管理与采摘，提高了采摘效率，同时也

提升了管理效率，在第一隆坡的上面铺设三条地面水道，在第二隆坡的上面铺设三条地面

水道，并在地面水道的本体上开有若干渗漏孔，由渗漏孔滴灌的方式为土壤提供水分，在炎

热夏季起到增湿降温作用，为生长季节的葡萄植株的地面土壤保持水分和保持湿润，并在

任意相邻两条地面水道之间栽培葡萄植株，每两棵葡萄植株之间架构有双十字立柱，并在

双十字立柱上端架构安装二级横梁，在二级横梁的下端架构安装三级横梁，配合相邻两株

葡萄树株之间搭接有木条，并通过铁丝将葡萄藤蔓绑定连接，使整个生长过程中的葡萄藤

蔓攀爬至双十字立柱、二级横梁和三级横之间，再通过在二级横梁和搭接木梁之间铺设横

梁水道，该横梁水道分为两根，分别架构于第一隆坡和第二隆坡的垂直上端，纵向贯穿通过

每个双十字立柱的上端，并延伸至大棚的两端口处，达到从外部输送水源的目的，在相邻两

个双十字立柱之间开凿有溢流口，将连接管固定连接在溢流口处，连接管的另一端安装有

增湿喷淋喷头，使增湿喷淋喷头位于横梁水道与地面水道之间，通过控制水量对葡萄植株

进行喷灌，或对葡萄大棚内部进行降温和增湿目的，还能对葡萄植株的叶片进行滋润，使植

株保持活力生长的环境，通过第二通道、第一通道和第三通道组合通道，采摘人员对葡萄进

行无踩踏的多方向采摘。

[0020] 2、本发明可以通过在运输地面水道和横梁水道的入水端口处，混入葡萄植株的生

长营养液，可以伴随地面水道的滴灌渗入达到为葡萄植株的施肥目的，也可以由横梁水道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111357560 A

6



通过连接管流出，由增湿喷淋喷头的喷洒对葡萄植株的叶片、藤蔓进行灭虫，从而减少了葡

萄管理人员的人工施肥或除虫工作，很大程度的提升了果园管理效率，降低了人工成本。

[0021] 3、本发明通过第一隆坡、第二隆坡、第一通道、第二通道、第三通道、双十字立柱、

搭接木梁、二级横梁、三级横梁、横梁水道、增湿喷淋喷头、连接管和地面水道为传统的葡萄

种殖提供了新的种植管理方法，由种植葡萄植株、施肥、浇水、修剪与搭建、及采摘的整个过

程中，都能方便完成对应的管理操作，并且在三伏天气中对葡萄大棚内部的温度还能起到

降温调节作用，对葡萄大规模种植农业生产管理中，有着提高生产量的优势。

附图说明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葡萄架搭建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双十字立柱、搭接木梁、二级横梁和三级横梁搭建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第一隆坡和第一通道的铺设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是本发明横梁水道的铺设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是本发明连接管与增湿喷淋喷头架构示意图；

[0028] 图6是本发明种植隆坡和采摘通道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9] 图中：1、大棚；2、种植隆坡；3、采摘通道；4、第一隆坡；5、第二隆坡；6、第一通道；7、

第二通道；8、第三通道；9、双十字立柱；10、搭接木梁；11、二级横梁；12、三级横梁；13、横梁

水道；14、增湿喷淋喷头；15、连接管；16、葡萄树株；17、地面水道；18、弧形撑架；19、大棚覆

膜。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

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

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1] 如图1-6所示，一种葡萄种植用的葡萄架搭建装置，包括大棚1，大棚1的内部开凿

有种植隆坡2和采摘通道3，每个大棚1内部的种植隆坡2为两道，且分为第一隆坡4和第二隆

坡5，每个大棚1内部的采摘通道3为三道，且分为第一通道6、第二通道7和第三通道8，第一

隆坡6和第二隆坡7的区域中部并列安插固定有若干双十字立柱9，双十字立柱9的顶部安装

有搭接木梁10，搭接木梁10的一端固定于第一隆坡6区域中部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9顶

部，搭接木梁10的另一端固定于第二隆坡7区域中部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9顶部，第一隆

坡4区域中部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9与第二隆坡5区域中部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9的顶

部下端均设置有二级横梁11，二级横梁11的底部设置有三级横梁12；二级横梁11与搭接木

梁10之间钩挂铺设有横梁水道13，横梁水道13依次贯穿通过第一隆坡4区域中部安插固定

的双十字立柱9的顶部；横梁水道13依次贯穿通过第二隆坡5区域中部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

柱9的顶部；且每个双十字立柱9之间固定有增湿喷淋喷头14，增湿喷淋喷头14的一端通过

连接管15连接在横梁水道13的本体，增湿喷淋喷头14的另一端悬垂在双十字立柱9的中部

上下垂直距离不超过三十厘米的区域，每个双十字立柱9的一旁种植有葡萄树株16，葡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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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16和双十字立柱9的周围底部铺设有若干地面水道17，地面水道17的本体上开凿有若干

通孔，且通孔开凿方向向下。

[0032] 第一通道6和第三通道8的外侧安插有若干弧形撑架18，弧形撑架18依据第二通道

7对称摆放安插，若干弧形撑架18的外部包裹有大棚覆膜19。

[0033] 第一通道6的宽度范围定在0.6-1米之间；第三通道8的宽度范围定在0.6-1米之

间；第二通道7的宽度范围定在1.2-1.8米之间。

[0034] 第一隆坡4区域中部并列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9每隔1.5-4米之间；第二隆坡5区

域中部并列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9每隔1.5-4米之间。

[0035] 搭接木梁10的长度为第一隆坡4区域中部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9与第二隆坡5区

域中部安插固定的双十字立柱9的距离。

[0036] 二级横梁11的长度取值范围为1-1 .8米之间，三级横梁12的长度取值范围为0.5-

0.8米之间。

[0037] 相邻两株葡萄树株16之间搭接有木条，并通过铁丝将葡萄藤蔓绑定连接。

[0038] 一种葡萄种植用的葡萄架搭建装置，该葡萄架搭建装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0039] 步骤一，取值在1.2-1.8米宽度开凿建立第二通道7，并在第二通道7的两侧分别建

立第一隆坡4和第二隆坡5，在第一隆坡4的上面铺设三条地面水道17，在第二隆坡5的上面

铺设三条地面水道17，并在地面水道17的本体上开有若干渗漏孔，并在任意相邻两条地面

水道17之间栽培葡萄植株，每两棵葡萄植株之间架构有双十字立柱9，并在双十字立柱9上

端架构安装二级横梁11，在二级横梁11的下端架构安装三级横梁12，将双十字立柱9的底端

埋至隆坡土壤下0.2-0.5米深度；

[0040] 步骤二，第一隆坡4上架构的双十字立柱9与第二隆坡5上架构的双十字立柱9之间

平行对称放置，并将第一隆坡4上架构的双十字立柱9顶部与第二隆坡5上架构的双十字立

柱9的顶部，通过搭接木梁10进行连接，按照上述步骤，依次在第一隆坡4和第二隆坡5上等

距离排列多组；

[0041] 步骤三，在第一隆坡4相对于第二通道7的外侧铺设第一通道6，在第一通道6的外

侧边缘打孔固定弧形撑架18，在第二隆坡5相对于第二通道7的外侧铺设第三通道8，在第三

通道8的外侧边缘打孔固定弧形撑架18，并将弧形撑架18依次等距离安插若干根，在若干根

弧形撑架18的外部铺盖大棚覆膜19；

[0042] 步骤四，在二级横梁11和搭接木梁10之间铺设横梁水道13，该横梁水道13分为两

根，分别架构于第一隆坡4和第二隆坡5的垂直上端，纵向贯穿通过每个双十字立柱9的上

端，并延伸至大棚的两端口处；并在相邻两个双十字立柱9之间开凿有溢流口，将连接管15

固定连接在溢流口处，连接管15的另一端安装有增湿喷淋喷头14，使增湿喷淋喷头14位于

横梁水道13与地面水道17之间；在采摘过程中，通过第二通道7、第一通道6和第三通道8组

合通道，采摘人员对葡萄进行无踩踏的多方向采摘。

[0043] 工作原理：通过建立第二通道7，并在第二通道7的两侧分别建立第一隆坡4和第二

隆坡5，在第一隆坡4的上面铺设三条地面水道17，在第二隆坡5的上面铺设三条地面水道

17，并在地面水道17的本体上开有若干渗漏孔，并在任意相邻两条地面水道17之间栽培葡

萄植株，每两棵葡萄植株之间架构有双十字立柱9，并在双十字立柱9上端架构安装二级横

梁11，在二级横梁11的下端架构安装三级横梁12，第一隆坡4上架构的双十字立柱9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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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坡5上架构的双十字立柱9之间平行对称放置，并将第一隆坡4上架构的双十字立柱9顶部

与第二隆坡5上架构的双十字立柱9的顶部，通过搭接木梁10进行连接，按照上述步骤，依次

在第一隆坡4和第二隆坡5上等距离排列多组；在第一隆坡4相对于第二通道7的外侧铺设第

一通道6，在第一通道6的外侧边缘打孔固定弧形撑架18，在第二隆坡5相对于第二通道7的

外侧铺设第三通道8，在第三通道8的外侧边缘打孔固定弧形撑架18，并将弧形撑架18依次

等距离安插若干根，在若干根弧形撑架18的外部铺盖大棚覆膜19；在二级横梁11和搭接木

梁10之间铺设横梁水道13，分别架构于第一隆坡4和第二隆坡5的垂直上端，纵向贯穿通过

每个双十字立柱9的上端，并延伸至大棚的两端口处；并在相邻两个双十字立柱9之间开凿

有溢流口，将连接管15固定连接在溢流口处，连接管15的另一端安装有增湿喷淋喷头14，使

增湿喷淋喷头14位于横梁水道13与地面水道17之间。

[0044] 通过第一隆坡4、第二隆坡5、第一通道6、第二通道7、第三通道8、双十字立柱9、搭

接木梁10、二级横梁11、三级横梁12、横梁水道13、增湿喷淋喷头14、连接管15和地面水道17

为传统的葡萄种殖提供了新的种植管理方法，由种植葡萄植株、施肥、浇水、修剪与搭建、及

采摘的整个过程中，都能方便完成对应的管理操作，并且在三伏天气中对葡萄大棚内部的

温度还能起到降温调节作用，对葡萄大规模种植农业生产管理中，有着提高生产量的优势；

在运输地面水道17和横梁水道13的入水端口处，混入葡萄植株的生长营养液，可以伴随地

面水道的滴灌渗入达到为葡萄植株的施肥目的，也可以由横梁水道13通过连接管流出，由

增湿喷淋喷头14的喷洒对葡萄植株的叶片、藤蔓进行灭虫，从而减少了葡萄管理人员的人

工施肥或除虫工作，很大程度的提升了果园管理效率，降低了人工成本。

[0045] 以上公开的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只是用于帮助阐述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并没有详尽

叙述所有的细节体实施方式。显然，根据本说明书的内容，可作很多的修改和变化。本说明

书选取并具体描述这些实施例，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本发明的原理和实际应用，从而使所属

技术领域技术人员能很好地理解和利用本发明。本发明仅受权利要求书及其全部范围和等

效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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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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