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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中，对果树树体的树枝

进行培养时，使用的夹具长度过长，对树苗接受

光照造成影响，而且夹具位置固定不变，不能适

应树苗生长的问题提供一种树体培养用支架，它

包括支撑装置和夹紧装置，夹紧装置包括至少两

个上、下设置的夹紧装置一和夹紧装置二，夹紧

装置一包括夹紧环和滑环，夹紧装置二包括夹紧

环和滑套，夹紧环包括设置呈圆弧形的外套管和

内套管，内套管相互连接呈圆环形，相邻内套管

端部通过弹簧一相互连接，外套管套设在相邻内

套管相交位置，外套管中心线与内套管中心线重

合，弹簧一及内套管端部设置在外套管内腔中，

内套管可以在外套管内腔中滑动，采用本发明提

供的树体培养用支架，可以适应树苗的不同生长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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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树体培养用支架，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装置和夹紧装置，所述夹紧装置包括至

少两个上、下设置的夹紧装置一(10)和夹紧装置二(20)，所述夹紧装置一(10)包括夹紧环

和滑环(14)，所述夹紧装置二(20)包括夹紧环和滑套(24)，所述夹紧环包括设置呈圆弧形

的外套管(12)和内套管(11)，所述内套管(11)相互连接呈圆环形，所述相邻内套管(11)端

部通过弹簧一(111)相互连接，所述外套管(12)套设在相邻内套管(11)相交位置，所述外套

管(12)中心线与内套管(11)中心线重合，所述弹簧一(111)及内套管(11)端部设置在所述

外套管(12)内腔中，所述内套管(11)可以在所述外套管(12)内腔中滑动，所述内套管(11)

和外套管(12)圆弧突出的一侧外壁上设置滑套(24)/滑环(14)，所述滑套(24)/滑环(14)的

中心线与所述夹紧环的中心线平行设置；所述支撑装置包括底座(33)和支撑杆(21)，所述

底座(33)呈环形，所述底座(33)内部沿半径方向同轴设置固定管(32)和伸缩杆(31)，所述

固定管(32)一端固定设置在所述底座(33)内壁上，所述伸缩杆(31)一端套设在所述固定管

(32)内腔中，另一端与所述夹紧装置二(20)的滑套(24)外壁相连接，所述伸缩杆(31)位于

所述固定管(32)内的一端通过弹簧二(39)与所述底座(33)内壁连接，所述支撑杆(21)的下

端固定设置在所述滑套(24)的内腔中，所述支撑杆(21)设置在所述滑套(24)内腔部分为圆

柱形，圆柱形以上部分为锥体，所述夹紧装置一(10)通过滑环(14)设置在所述支撑杆(21)

的上端，所述夹紧装置一(10)可以沿支撑杆(21)上下滑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树体培养用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滑环(14)的一端设置开口，

开口处对应设置连接板三(17)，所述连接板三(17)上对应开设长孔(171)，螺栓三(141)贯

穿所述长孔(171)将所述滑环(14)固定设置在所述支撑杆(21)上。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树体培养用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滑环(14)内壁上设置柔性材

质的衬垫三(16)。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树体培养用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套(24)底部设置底板

(22)，所述支撑柱下端设置螺纹孔，所述底板(22)上设置与所述螺纹孔相对应的通孔，沉头

螺钉(23)贯穿所述通孔和螺纹孔将所述支撑柱固定在所述滑套(24)的内腔中。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树体培养用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套管(12)和内套管(11)朝

向圆弧中心的一侧外壁上设置柔性衬垫。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树体培养用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33)下端设置支脚

(36)，所述支脚(36)通过固定板(35)竖直设置在所述底座(33)的下表面。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树体培养用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33)内腔中设置加强环

(38)，所述加强环(38)与所述底座(33)同轴设置，所述加强环(38)通过筋板(37)与所述底

座(33)内壁连接，所述筋板(37)上铺设钢丝网(34)。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树体培养用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夹紧装置、底座(33)以及加

强环(38)均沿直径方向一分为二呈两部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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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体培养用支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苗木种植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树体培养用支架。

背景技术

[0002] 在果树的幼苗培养中，通常是采用对果树树体的树枝进行插种来实现的。插种的

果树树枝此时则成为了果树树苗，由于树苗枝体比较软，且开始插种时根系不发达，营养供

给不足，造成树苗弯曲不够挺拔，需要采用一些辅助装置用以支撑树苗，否则影响树苗的正

常生长发育。目前，市场上常用的辅助装置是利用夹具将树苗夹持，使树苗保持竖直向上生

长，但往往夹具长度较长，包裹的树苗躯干较多，对树苗接受阳光造成影响。同时，夹具夹持

树苗躯干的位置通常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树苗的生长，开始夹持的位置可能会不适合成长

后的树苗。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中，对果树树体的树枝进行培养时，使用的夹具长

度过长，对树苗接受光照造成影响，而且夹具位置固定不变，不能适应树苗生长的问题提供

一种树体培养用支架。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5] 一种树体培养用支架，包括支撑装置和夹紧装置，夹紧装置包括至少两个上、下设

置的夹紧装置一和夹紧装置二，夹紧装置一包括夹紧环和滑环，夹紧装置二包括夹紧环和

滑套，夹紧环包括设置呈圆弧形的外套管和内套管，内套管相互连接呈圆环形，相邻内套管

端部通过弹簧一相互连接，外套管套设在相邻内套管相交位置，外套管中心线与内套管中

心线重合，弹簧一及内套管端部设置在外套管内腔中，内套管可以在外套管内腔中滑动，内

套管和外套管圆弧突出的一侧外壁上设置滑套/滑环，滑套/滑环的中心线与夹紧环的中心

线平行设置；所述支撑装置包括底座和支撑杆，底座呈环形，底座内部沿半径方向同轴设置

固定管和伸缩杆，固定管一端固定设置在底座内壁上，伸缩杆一端套设在固定管内腔中，另

一端与夹紧装置二的滑套外壁相连接，伸缩杆位于固定管内的一端通过弹簧二与底座内壁

连接，支撑杆的下端固定设置在滑套的内腔中，支撑杆设置在滑套内腔部分为圆柱形，圆柱

形以上部分为锥体，夹紧装置一通过滑环设置在支撑杆的上端，夹紧装置一可以沿支撑杆

上下滑动；

[0006] 滑环的一端设置开口，开口处对应设置连接板三，连接板三上对应开设长孔，螺栓

三贯穿长孔将滑环固定设置在支撑杆上；

[0007] 滑环内壁上设置柔性材质的衬垫三；

[0008] 滑套底部设置底板，支撑柱下端设置螺纹孔，底板上设置与螺纹孔相对应的通孔，

沉头螺钉贯穿通孔和螺纹孔将支撑柱固定在滑套的内腔中；

[0009] 外套管和内套管朝向圆弧中心的一侧外壁上设置柔性衬垫；

[0010] 底座下端设置支脚，支脚通过固定板竖直设置在底座的下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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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底座内腔中设置加强环，加强环与底座同轴设置，加强环通过筋板与底座内壁连

接，筋板上铺设钢丝网；

[0012] 夹紧装置、底座以及加强环均沿直径方向一分为二呈两部分设置。

[0013] 采用本发明提供的树体培养用支架，由于该支架设置了夹紧装置和支撑装置，夹

紧装置至少设置呈上下两个，也可以根据树苗高度设置多个。支撑装置包括支撑杆，夹紧装

置包括夹紧环，树苗的躯干置于夹紧环内腔中，通过夹紧环将树苗夹持住，使树苗保持挺

拔。夹紧环包括弧形内套管，弧形内套管之间通过弹簧一首尾连接呈环形，随着树苗的生

长，躯干变粗，夹紧环的内径通过弹簧一的张力而增大，可以适应树苗的生长。由于夹紧装

置只夹持了树苗躯干的一小段，未被夹持的躯干部分可以接受较为充足的日照。而且除了

最下端的夹紧装置外，其他夹紧装置均可以沿支撑杆上下调整，当树苗较矮时，夹紧装置向

下移动，当树苗生长到较高时，夹紧装置向上移动，该发明可以适应树苗的不同生长时期。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树体培养用支架主视图剖视图示意图；

[0015] 图2为A-A剖视图示意图；

[0016] 图3为图1中滑环的俯视图剖视图示意图。

[0017] 附图标记说明

[0018] 10-夹紧装置一；11-内套管；111-弹簧一；112-端板；12-外套管；13-衬垫一；14-滑

环；141-螺栓三；15-衬垫二；16-衬垫三；17-连接板三；171-长孔；20-夹紧装置二；21-支撑

杆；22-底板；23-沉头螺钉；24-滑套；31-伸缩杆；32-固定管；33-底座；34-钢丝网；35-固定

板；36-支脚；37-筋板；38-加强环；39-弹簧二；341-螺栓四；41-连接板一；411-螺栓一；42-

连接板二；421-螺栓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地描述：

[0020] 如图1至图2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树体培养用支架，该支架包括支撑装置和设置

在支撑装置上的夹紧装置。夹紧装置至少设置呈上、下两个，两个夹紧装置自上而下分别为

夹紧装置一10和夹紧装置二20，夹紧装置一10包括夹紧环和滑环14，夹紧装置二20包括夹

紧环和滑套24，夹紧环包括外套管12和内套管11，外套管和内套管分别为管体，外套管12和

内套管11的管体均呈圆弧形，圆弧的弧度均小于1/2圆弧。两个内套管11等高设置、组成一

组，二者之间设置有弹簧一111，两个内套管通过弹簧一111首尾连接呈环形，内套管11的两

端端口外分别固定设置端板112，弹簧一111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在相邻的端板112上。在每

组内套管的连接处外有外套管，两个内套管11的连接端分别位于对应的外套管12的管体中

通过弹簧一连接，也就是弹簧一111和内套管11的一端位于外套管12的管体内腔中，内套管

11位于外套管12管体内腔中的长度以保证夹紧环的直径扩张到最大时不会滑出外套管12

为准。可以设置多组内套管11和外套管12，本发明的实施例中设置两组内套管11，两组内套

管同轴设置，在两个内套管11的相交处的外部相应地分别套设了一个外套管12，内套管11

的外径略小于外套管12的内径，以保证内套管11可以在外套管12内腔中自由滑动，内套管

与外套管可以是滑动连接，也可以是间隙连接。在内套管11和外套管12的圆弧内侧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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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设置衬垫，衬垫采用橡胶、塑料或无纺布等柔性材质，避免树苗躯干直接接触夹紧环会

受到伤害。橡胶、塑料等材质可以通过粘结剂粘结在夹紧环的管壁上，无纺布则可以直接缠

绕在管壁上。由于内套管11和外套管12的外径不同，所以，设置在内套管11和外套管12上的

衬垫厚度也不同，设置在内套管11外壁上的衬垫一13的厚度要大于设置在外套管12外壁上

的衬垫二15的厚度，这样才可以保证衬垫完全与树苗躯干接触。在内套管11和外套管12圆

弧凸出的一侧设置滑套24/滑环14，滑套24/滑环14的轴线与夹紧环的轴线平行，每个内套

管11或外套管12上可以设置一个滑套24/滑环14。如图3所示，滑环14的一端设置开口，开口

的两端对应设置两个连接板三17，连接板三17上对应设置长孔171，，螺栓三141可以穿透该

长孔171，再用螺母将螺栓拧紧从而将滑环固定。螺栓三141可以沿长孔171左右移动。

[0021] 支撑装置包括底座33和支撑杆21，底座33呈圆环形，底座33内径大于夹紧装置的

最大外径，夹紧装置位于底座内，与底座同轴设置。底座33的内腔中还设置有加强环38，加

强环38与底座33同轴设置，加强环38的内径要大于树苗直径，并为树苗的成长预留出足够

的空间，以免影响树苗的生长。加强环38通过筋板37连接在底座33上，筋板37的一端设置在

加强环38的外壁上，另一端设置在底座33的内壁上，筋板37沿底座33圆周均匀设置多个。筋

板37上表面铺设钢丝网34。滑套24置于钢丝网34上，滑套24的下端与钢丝网34接触，此时，

夹紧装置二20与加强环38同轴。底座33环形内腔中设置有伸缩装置，伸缩装置包括固定管

32和伸缩杆31，伸缩杆31的外径小于固定管32的内径。固定管32的一端沿底座33的半径方

向固定在底座33的内壁上，固定管32的另一端为自由端，伸缩杆的一端由固定管32的自由

端插入到固定管32内腔中，并通过弹簧二39与底座33的内壁连接，伸缩杆31的另一端设置

在固定管32之外。伸缩装置与滑套对应设置，每一个伸缩装置对应一个滑套。本发明中每个

夹紧装置上设置了四个滑套，所以需要对应设置四个伸缩装置。伸缩装置中伸缩杆的外部

端头与对应的滑套24的外壁连接，连接后，弹簧二39呈压缩状态，弹簧二39通过伸缩杆31给

滑套24一个朝向圆心的径向推力，该力与树苗给压紧环向外的张力平衡，这样可以保持夹

紧装置的稳定。支撑杆21的下端插入到滑套24的内腔中，每个滑套24中插入一个支撑杆21，

滑套24与支撑杆21下端最好为过盈配合，这样可以保持支撑杆21的稳固。支撑杆21插入到

滑套24内的部分设置呈圆柱形，由圆柱形向上设置呈锥体，锥体自下而上逐渐变细，这样可

以防止滑环14向下滑落。为保证支撑杆21的稳定性，最好在支撑杆21的下端设置螺纹孔，在

滑套24的下端固定设置底板22，底板22上设置与该螺纹孔相对应的通孔，沉头螺钉23穿过

该通孔和螺纹孔将支撑杆21固定在滑套24内。支撑杆21固定后，将滑环14与支撑杆21相对

应，松开螺栓三141，稍微用力使滑环开口略微张开，然后由支撑杆21的顶端套入，滑环14的

内径大于支撑杆21的直径，滑环14内壁上设置橡胶、无纺布等柔性材质的衬垫三16，以填充

滑环内壁与支撑柱21之间的间隙，保证滑环可以锁紧。当夹紧环滑动到适当位置时，拧紧螺

栓三14将滑环固定，从而将夹紧装置固定。需要上、下调整滑环14位置时，由于支撑柱21的

外径变化，可以沿长孔171移动螺栓三141来调整滑环14的锁紧度。夹紧装置夹紧装置固定

好后，钢丝网34对夹紧装置和支撑杆21起到了支撑作用，同时不影响树木的浇水和施肥。为

使整个支架牢固，在底座33下方设置了支脚36，支脚36上端连接有固定板35，固定板35固定

在底座33的下表面，支脚36呈小尖的锥形，便于插入泥土中。

[0022] 本发明中，夹紧装置二20用来夹持树苗的根部，夹紧装置一10用来加持树苗的上

端，夹紧装置一10和夹紧装置二20之间具有一定的距离。可以根据树苗的高度在夹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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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和夹紧装置二20之间设置多个夹紧装置，其结构与夹紧装置一10结构相同，相邻夹紧

装置之间均保持一定距离，这样既可以保持树苗挺拔又不影响树苗接受日照。

[0023] 进一步地，该支架整体呈一分为二设置，夹紧环、加强环38、底座33、钢丝网34均沿

同一直径方向一分为二呈两部分。底座33的两部分相交处的外壁上分别对应设置连接板一

41，连接板一41通过螺栓一411连接固定，夹紧环的两部分相交处的外壁上分别对应设置连

接板二42，连接板二42通过螺栓二421连接固定，钢丝网34两部分设置连接板并通过螺栓四

341连接固定，同理，加强环38的两部分外壁也设置连接板并通过螺栓连接固定(图中未标

出)。

[0024] 使用时，将该支架的两部分打开分别对应设置在树苗的两侧，使树苗置于夹紧环

的内腔中，再将两部分支架通过螺栓一411、螺栓二421等连接呈一体，将树苗夹持住，最后

将支脚36插入到泥土中固定。在树苗的生长过程中，躯干逐渐变粗，上、下夹紧装置的内径

随之扩大，滑套随之向外侧移动。夹紧装置二20中的滑套24向外侧移动的同时将伸缩杆向

固定管32内腔压缩，在保持支撑杆21稳固的同时不会影响树苗的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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