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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虽然阳光玫瑰葡萄在水果市场中占据很大的竞争优势,但是分析植株的生长过程发现存在很
多问题,比如穗过大、幼苗生长势弱、生产标准不统一等。所以需要重视标准化栽培技术的应用,通过合
理选择产地环境、明确定植方法、做好整形及修剪、落实果穗整理工作等方式,强化葡萄栽培的实效性,
进一步达到提高产量的目的,创造更多经济价值,获得更高的社会效益,充分体现阳光玫瑰葡萄的栽培优
势,提升此种葡萄在水果市场中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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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Standardize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of Sunshine Rose Grape
Mingkui Tang
Tongxiang Heshan Tangrong orchard family farm
[Abstract] Although sunshine rose grape occupies a great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fruit market,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by analyzing the plant growth process, such as too large panicles, weak seedling
growth potential, inconsistent production standards and so on.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standardize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of grape cultivation by reasonably selecting the
production environment, clarifying the planting methods, shaping and prun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ear
finishing work, so as to further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ncreasing yield, create more economic value, obtain
higher social benefits, fully reflect the cultivation advantages of sunshine rose grape and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is grape in the fruit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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