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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果业发展迅速,在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果品质量控制方
面,对于栽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通过加强果树栽培技术管理,能够有效提升果品质量。对此,本文首先对
果树栽培技术对果品质量的影响进行介绍,然后对果树栽培技术管控要点进行详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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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Fruit Tree Cultivation Techniques and measures on Fruit
Quality
Hui Zhou
fruit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 in Yunyang County
[Abstract] China's fruit industry is developing rapidly and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stable
growth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terms of fruit quality control, the requirements for cultivation technology
are relatively high.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fruit cultivation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fruit quality.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impact of fruit tree cultivation technology on fruit
quality, and then probes into the key points of fruit tree cultivation technology control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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