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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苹果种植枝干支撑

器，主要应用于农业机械技术领域，含固定杆、调

节装置，调节装置与固定杆伸缩连接，固定杆为

中空管状结构，固定杆底部削尖处理，底部外缘

环绕设置有螺旋凹槽，螺旋凹槽上方设置有螺栓

头，螺栓头套接手柄，固定杆设置有若干通孔A；

调节装置由支杆、支撑环、卡扣、插销B组成，支杆

插入固定杆中，支杆设置有若干通孔B，支杆顶部

设置球头，支撑环底部设置有球碗，球头插入球

碗中，卡扣与支撑环转动连接。应用本实用新型

一种苹果种植枝干支撑器，手柄，固定杆的搭配，

使得固定杆的安装、拆卸极为方便，支杆与固定

杆的连接方便，使用便捷，结构紧凑，单位成本低

廉，整个支撑器的各部件之间可重复利用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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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苹果种植枝干支撑器，包括固定杆（100）、调节装置（200），其特征在于：所述调

节装置（200）与固定杆（100）伸缩连接，所述固定杆（100）为中空管状结构，所述固定杆

（100）底部削尖处理，底部外缘环绕设置有螺旋凹槽（101），所述螺旋凹槽（101）上方设置有

螺栓头（102），所述螺栓头（102）套接手柄（103），所述固定杆（100）设置有若干通孔A（104）；

所述调节装置（200）由支杆（201）、支撑环（204）、卡扣（206）、插销B（207）组成，所述支杆

（201）插入固定杆（100）中，所述支杆（201）设置有若干通孔B（202），所述支杆（201）顶部设

置球头（203），所述支撑环（204）底部设置有球碗（205），所述球头（203）插入球碗（205）中，

所述卡扣（206）与支撑环（204）转动连接，所述支撑环（204）与卡扣（206）通过插销B（207）锁

紧；所述通孔A（104）与通孔B（202）对齐后，插入插销A（10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苹果种植枝干支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杆（100）顶

部套接加固环（106），所述加固环（106）转动连接3根加固杆（107），所述加固杆（107）末端垂

直设置有耙齿（10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苹果种植枝干支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杆（100）采

用不锈钢材质制作。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苹果种植枝干支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通孔A（104）、通

孔B（202）之间的间隔为250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苹果种植枝干支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环（204）、卡

扣（206）采用工程塑料制作。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苹果种植枝干支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环（204）内

壁设置橡胶垫层。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苹果种植枝干支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销A（105）、插

销B（207）为L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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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苹果种植枝干支撑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农业机械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苹果种植枝干支撑器。

背景技术

[0002] 在苹果树挂果后，在果子生长的后期，由于果子重量的增加，超出树枝原本能承受

的重量，使得树枝出现严重弯曲、折断、落果等现象；特别是针对挂果过多的树枝往往承受

不起沉重的果实而导致树枝折断，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为此大部分果农经常使用木杆对

果树树枝主干进行支撑，但是使用木杆对果树树枝进行支撑，一方面是需要不断调整木杆

的高度，费时费力；另一方面使用木杆支撑只能对部分果树的主干进行支撑，分支不能进行

有效支撑，使得果子堆簇在一起，不利于果子的生长发育及接受阳光照射；而且一棵果树往

往需要多根木杆支撑，果农在施肥、喷农药时，需要绕开木杆，很不方便。

[0003] 公开号为：CN108464185A一种可调节高度的底面用果树支撑杆，包括支撑底座、支

撑底座上端所设的固定支撑杆、固定支撑杆上端套配的滑动支撑杆与滑动支撑杆上端所设

的支撑头，所述支撑底座的主体为方形板状结构的支撑板I，且支撑板I的下端设有板状结

构的固定插板；支撑底座上端的固定支撑杆与滑动支撑杆相滑动套配，并且通过锁紧套将

滑动支撑杆与固定支撑杆固定锁紧，这使得整个支撑杆的支撑高度可以调节，使支撑杆的

通用性增强，有利于标准化生产；通过将支撑底座下端的固定插板插入地面而将支撑底座

在地面上固定牢固，而通过支锁紧环将果树的枝干与滑动支撑杆上端的支撑头锁紧在一

起，从而使得果树的枝干通过支撑杆与地面牢固的固定在一起。

[0004] 本发明人在使用该专利技术时，发现该专利产品存在以下缺陷：1.弹性收紧带重

复利用率低，果树摘果后，只能用剪子将其剪断拆除，极大的浪费了弹性收紧带；2.支撑底

座的固定插板安装不便，需要用锤子将其钉入土层内，费事费力，再者，拆除该支撑底座时

将会更加麻烦；3.圆弧形曲面结构的支撑板II容易将苹果树枝干的树皮磨破，造成果子营

养供应障碍，严重造成落果。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的果树支撑器的缺陷，提出一种苹果种植枝干支撑器。

[0006]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为：一种苹果种植枝干支撑器，包括固定杆、调节装置，所

述调节装置与固定杆伸缩连接，所述固定杆为中空管状结构，所述固定杆底部削尖处理，底

部外缘环绕设置有螺旋凹槽，所述螺旋凹槽上方设置有螺栓头，所述螺栓头套接手柄，所述

固定杆设置有若干通孔A；所述调节装置由支杆、支撑环、卡扣、插销B组成，所述支杆插入固

定杆中，所述支杆设置有若干通孔B，所述支杆顶部设置球头，所述支撑环底部设置有球碗，

所述球头插入球碗中，所述卡扣与支撑环转动连接，所述支撑环与卡扣通过插销B锁紧；所

述通孔A与通孔B对齐后，插入插销A。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将卡扣、支撑环套住需要支撑的枝

干，在地上找到合适的支撑点，套接手柄，旋转手柄，固定杆末端的螺旋凹槽将刺破土层，牢

固的钉入土层中，取出手柄，然后将支杆插入固定杆内，插入插销A，即可完成苹果树枝干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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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球头、球碗的搭配，使得苹果树的枝干在风中摇晃时，支撑环与支杆之间也能随着苹果

树枝干调整位置，减少苹果树枝干树皮的损伤，减少枝干被折断的风险。

[0007] 优选的，所述固定杆顶部套接加固环，所述加固环转动连接3根加固杆，所述加固

杆末端垂直设置有耙齿。所述耙齿钉入土层后，与固定杆形成稳定的三角支撑结构，提高了

整个支撑器的稳定性。

[0008] 优选的，所述固定杆采用不锈钢材质制作。不锈钢材质制作的固定杆不易锈蚀，可

以多次使用，减少固定杆的损耗。

[0009] 优选的，所述通孔A、通孔B之间的间隔为250mm。所述通孔A、通孔B之间250mm的间

隔，方便调整支撑器的高度，使得苹果树枝干获得良好的支撑。

[0010] 优选的，所述支撑环、卡扣采用工程塑料制作。工程塑料制作制作的支撑环、卡扣，

耐腐蚀，质量轻，强度高，单位成本低廉。

[0011] 优选的，所述支撑环内壁设置橡胶垫层。所述橡胶垫层能减少支撑环对苹果树枝

干树皮的摩擦，减少枝干的损伤。

[0012] 优选的，所述插销A、插销B为L形。所述L形的插销A、插销B方便安装、拆卸。

[001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苹果种植枝干支撑器，手柄，固定杆

的搭配，方便安装、拆卸固定杆；卡扣与支撑环通过插销B固定，卡扣、支撑环可以多次重复

利用；球头、球碗的搭配，使得苹果树的枝干在风中摇晃时，支撑环与支杆之间也能随着苹

果树枝干调整位置，减少苹果树枝干树皮的损伤，减少枝干被折断的风险。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一种苹果种植枝干支撑器，手柄，固定杆的搭配，使得固

定杆的安装、拆卸极为方便，支杆与固定杆的连接方便，使用便捷，结构紧凑，单位成本低

廉，整个支撑器的各部件之间可重复利用率高。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主视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左视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使用状态参考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使用状态参考图；

[0020] 图6为调节装置分解示意图；

[0021] 图中，100-固定杆，101-螺旋凹槽，102-螺栓头，103-手柄，104-通孔A，105-插销A，

106-加固环，107-加固杆，108-耙齿，200-调节装置，201-支杆，202-通孔B，203-球头，204-

支撑环，205-球碗，206-卡扣，207-插销B。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为：如图1、图2、图3、图4、图5、图6所示，一种苹果种植

枝干支撑器，包括固定杆100、调节装置200，所述调节装置200与固定杆100伸缩连接，所述

固定杆100为中空管状结构，所述固定杆100底部削尖处理，底部外缘环绕设置有螺旋凹槽

101，所述螺旋凹槽101上方设置有螺栓头102，所述螺栓头102套接手柄103，所述固定杆100

设置有若干通孔A104；所述调节装置200由支杆201、支撑环204、卡扣206、插销B207组成，所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210275331 U

4



述支杆201插入固定杆100中，所述支杆201设置有若干通孔B202，所述支杆201顶部设置球

头203，所述支撑环204底部设置有球碗205，所述球头203插入球碗205中，所述卡扣206与支

撑环204转动连接，所述支撑环204与卡扣206通过插销B207锁紧；所述通孔A104与通孔B202

对齐后，插入插销A105。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将卡扣206、支撑环204套住需要支撑的枝干，在

地上找到合适的支撑点，套接手柄103，旋转手柄103，固定杆100末端的螺旋凹槽101将刺破

土层，牢固的钉入土层中，取出手柄103，然后将支杆201插入固定杆100内，插入插销A105，

即可完成苹果树枝干支撑，球头203、球碗205的搭配，使得苹果树的枝干在风中摇晃时，支

撑环204与支杆201之间也能随着苹果树枝干调整位置，减少苹果树枝干树皮的损伤，减少

枝干被折断的风险。

[0023] 具体的，如图4、图5所示，所述固定杆100顶部套接加固环106，所述加固环106转动

连接3根加固杆107，所述加固杆107末端垂直设置有耙齿108。所述耙齿108钉入土层后，与

固定杆100形成稳定的三角支撑结构，提高了整个支撑器的稳定性。

[0024] 具体的，如图1所示，所述固定杆100采用不锈钢材质制作。不锈钢材质制作的固定

杆100不易锈蚀，可以多次使用，减少固定杆100的损耗。

[0025] 具体的，如图1、图2、图6所示，所述通孔A104、通孔B202之间的间隔为250mm。所述

通孔A104、通孔B202之间250mm的间隔，方便调整支撑器的高度，使得苹果树枝干获得良好

的支撑。

[0026] 具体的，如图1、图2、图6所示，所述支撑环204、卡扣206采用工程塑料制作。工程塑

料制作制作的支撑环204、卡扣206，耐腐蚀，质量轻，强度高，单位成本低廉。

[0027] 具体的，如图1、图2、图6所示，所述支撑环204内壁设置橡胶垫层。所述橡胶垫层能

减少支撑环204对苹果树枝干树皮的摩擦，减少枝干的损伤。

[0028] 具体的，如图1、图3、图4所示，所述插销A105、插销B207为L形。所述L形的插销

A105、插销B207方便安装、拆卸。

[0029]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本行

业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实用新型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

的只是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实用新型还

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实用新型范围内。本实用新型

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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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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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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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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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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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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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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