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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葡萄由于本身口感和味道都比较好,并且还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因此深受我国大部分地区人
民的喜爱,也是我国需求较高的水果之一,而想要让葡萄的收成更高、质量更好,就应该重视葡萄种植过
程中的病虫害防治,学会运用科学、合理的管理方式来进行葡萄种植,尽量避免病虫害对葡萄生长造成影
响。基于此本文就葡萄常见病虫害的防治技术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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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good taste and rich nutruents, grapes, one of the high demand fruit in China, is deeply
loved by people in most areas of China. In order to make the grape harvest higher and quality better,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pest control in the process of grape planting, learn to us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anagement
way to grape planting, and try to avoid the impact of pests on grape growth.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control techniques of common grape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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