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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县阳光玫瑰葡萄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
钱华文
渊芜湖县湾沚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袁安徽芜湖 241100冤
摘要 介绍了阳光玫瑰葡萄的品种特性袁总结了芜湖县阳光玫瑰葡萄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袁包括选址建园尧施肥尧
病虫害防治尧整形尧修花保果尧无核葡萄处理措施尧大棚温湿度管理尧水肥一体化关键技术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当地阳光
玫瑰葡萄种植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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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袁芜湖县红珊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在温室

大棚内种植 1.6 hm 阳光玫瑰葡萄袁通过水肥一体化技
2

术尧大棚温室技术尧葡萄优质绿色栽培集成技术等的
应用袁取得良好收益袁均产 33 301.5 kg/hm 袁通过自驾
2

游采摘尧亲子采摘尧电话销售尧微信网络销售等方式销

熟袁定植当年成形遥 幼果期易发生日灼病袁较抗褐斑病尧
霜霉病尧白粉病袁容易大小粒袁采摘迟袁易发生果锈病遥
1.3 经济性状

单株结果枝数 17~22 个袁 单株果穗数 19.2 个袁平

均果穗数 47 520 穗/hm2袁单穗果粒数 58.4 粒袁单果粒

售袁销售均价 27.2 元/kg袁平均收益 905 800.8 元/hm2袁

重 12 g袁单穗重 700.8 g袁产量达 33 301.5 kg/hm2遥 果穗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实践经验总结袁在肥料尧农药的选

熟时呈黄绿色袁果粉少袁果皮色泽光亮袁不易去皮袁果

用上突出绿色尧环保尧高效尧无公害的特色袁在栽培技

肉硬脆袁有玫瑰香味袁成熟后可在树上挂果到 10 月袁

扣除成本袁累计利润 87.9 万元遥 本文为芜湖县红珊瑚

术上精选最新科技成果袁特别是集成化技术和水肥一
体化技术袁成为当地阳光玫瑰葡萄栽培成效显著的典
范袁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遥 现将芜湖县阳光
玫瑰葡萄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介绍如下袁以供种植户
参考遥

1 阳光玫瑰葡萄品种特性
1.1 物候期

2 月中旬大棚封棚条件下袁3 月 15 日左右开始萌

芽袁3 月 20 日至 4 月 20 日为枝条生长期袁4 月 15 日

圆锥形袁果粒着生紧密袁大小较整齐袁果粒椭圆形袁成

不落粒袁采收后不易挤压破裂袁耐储运遥

2 栽培技术
2.1 选址建园

园址位于芜湖县湾沚镇新竹村 G329 国道旁袁交

通便利袁适合采摘遥 土地为圩田袁水稻土袁肥力中等遥 温

室大棚为 10 连栋标准棚 3 栋袁规格 10 m伊68 m伊8 m伊4 m遥

品种选择目前效益最好的阳光玫瑰遥

春季袁定植前施足基肥袁如羊粪 9 t/hm2袁先期深施

左右始花袁4 月 24 日盛花期袁4 月 27 日末花期袁5 月

于定植沟内袁灌跑马水袁让其充分发酵袁待土壤含水量

7 月 25 日果实软化袁8 月中旬至 9 月初成熟袁 从萌芽

450 kg/hm2袁旋耕入土遥 起高垄定植袁行距 2.7 m袁株距

1.2 生物学特性

管道袁覆盖地膜遥 当新梢长达 20 cm 左右时袁选择 1 条

1要4 日生理落果期袁5 月 5 日至 7 月 15 日膨果期袁
到果实成熟需 152 d 左右袁11 月下旬落叶遥

两年生植株主蔓高度 1.3 m袁 主蔓直径 3.5 cm袁支

达到 20%时袁全园撒施油饼 7 500 kg/hm2尧三元复合肥

1.5 m袁密度 2 475 株/hm2遥 幼苗定植后袁两侧布置滴灌

发育良好的优势新梢作为主蔓袁 其他侧生新梢保留

蔓长度 1.2 m袁支蔓直径 2.7 cm袁单株结果枝 18.6 个袁

2 片叶摘心渊目的是保持均匀长势袁防止节间距过大冤袁

节上袁成年叶片大小 20 cm伊25 cm遥 幼苗期长势中庸袁

时袁高约 1.4 m袁摘心定干袁定干高度 1.3 m曰选择 2 条长

结果枝叶片数 13~15 片袁果穗着生部位在第 3~4 片叶
生长中后期逐渐变强袁长势旺盛袁树势健壮袁枝条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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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绳索连接支架与幼苗牵引新梢上架袁新梢到达架面
势均匀的副梢作支蔓袁其他副梢留 2~3 叶摘心遥 2 根支
蔓对向牵引袁绑扎在钢丝上袁到达 1 m 长时摘心袁摘心

后顶部新梢留 2 片叶摘心袁 再生梢再留 2 片叶摘心遥

野T冶字树形袁野V冶形架袁支蔓上的副蔓保持同向节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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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20 cm袁长至 5 叶时摘心袁以后按 3~4 片叶摘心遥 这
样培养后袁树势稳健袁主茎直径达到 2 cm 左右袁支蔓直
径 1.0~1.3 cm袁第 2 年就进入挂果期管理 遥
[1]

2.2 丰产期管理

2.2.2 病虫害防治遥 以预防为主袁防治并重遥 核心是围

绕 7 个农艺期袁针对不同时期的防治对象袁科学喷药遥

淤清园消毒剂遥 修剪后袁萌芽前期袁各种病害即将萌

动袁虫卵孵化袁是全园杀菌尧杀虫卵的最佳时期遥 宜在

2.2.1 施肥遥 抓住秋肥尧芽前肥尧催条肥尧催花肥尧保果
肥尧膨果肥等关键期袁对照物候期尧农艺期袁依据葡萄
生长规律袁及时科学施肥遥 淤秋肥遥 这个时期属于秋季

萌芽前 10 d 左右渊约 3 月 5 日冤实施袁使用 45%石硫合
剂 15 倍液全园喷施遥 于抹芽后保护剂遥 进入萌芽期

后袁萌生的新芽需要及时抹去袁伤口易引起病菌侵染袁

生长期袁是奠定葡萄来年长势和产量的关键期袁以有

导致病害袁特别是霜霉病遥 同时袁蚜虫尧飞虱开始吸食

机肥为主遥 根据实践袁芜湖县适宜在 9 月 25 日前后施

叶片造成虫害遥 因此袁抹芽后 5 d 内渊3 月 23 日冤必须

入秋肥袁选用菜籽饼 3 750 kg/hm 尧含有活性菌的有机
2

肥 7 500 kg/hm 尧三元复合肥渊15-15-15冤450 kg/hm 尧钙
2

2

镁磷肥 375 kg/hm 渊累计总 N 量 264 kg/hm 尧总 P2O5 量
2

2

135 kg/hm 尧总 K2O 量 114 kg/hm 冤袁混合后袁撒施在定
2

2

喷药保护和防治害虫袁用嘧菌酯+70%甲基硫菌灵+吡
蚜酮喷雾遥 嘧菌酯是新型高效尧广谱尧内吸性杀菌剂袁
可用于茎叶喷雾尧种子处理袁也可进行土壤处理袁对几
乎所有真菌纲病害渊如白粉病尧锈病尧颖枯病尧网斑病尧

植行单侧 35 cm 处袁通过微耕机旋入土壤袁达到肥料深

霜霉病等冤均有良好的防治效果遥 盂摘心前保护剂遥 五

的基肥施入对侧袁如此反复遥 春季萌芽前覆盖地膜遥

防和治疗灰霉病尧菌核病尧灰星病尧炭疽病尧白腐病尧疫

施和断老根促新根的效果袁然后还原滴灌管道袁第 2 年

至六叶期袁7 叶摘心前喷 1 次保护剂+营养液袁 主要预

于芽前肥遥 为了促进出芽整齐尧健壮袁芽前 15 d渊2 月

病袁补充花芽发育所需的硼尧锌微量元素袁用药选择腐

照 800 倍液滴灌遥 海藻精含有大量微量元素尧18 种氨

喷雾遥 榆摘心后保护剂遥 7 叶摘心后造成伤口袁易侵染

进肥料吸收尧根系生长尧出芽整齐尧花芽分化等功效遥

液补充伤流带来的养分损耗遥 嘧霉胺具有保护尧治疗尧

劲雷为多肽蛋白液袁能促进生根袁抑制土壤表层青苔

内吸尧熏蒸等特性袁对灰霉病有特效遥 因此袁保护剂选

生长袁改善土壤团粒和根际微生物生长环境 遥 盂催条

用 40%嘧霉胺+70%代森锰锌+海藻精袁兑水稀释 800 倍

求袁调节植物体内生长素的平衡袁促进新梢健壮生长袁

核病尧疫病尧炭疽病为主袁辅以营养液遥 可用腐霉利+福

施肥期为五至六叶期渊4 月 2 日左右冤遥 施肥种类为水

美双+噻虫胺+海藻精兑水稀释 1 000 倍喷雾袁 时间为

27 日左右冤袁选用海藻精 15 kg/hm +劲雷 75 kg/hm 袁按
2

2

基酸尧3 种生长素尧维生素尧腐植酸等抗逆因子袁具有促

[2]

肥遥 目的是满足新梢对 N尧P尧K 元素和微量元素的需

霉利+福美双+保倍硼+硼锌氨基酸袁兑水稀释 1 000 倍

病菌袁需要喷药保护袁主要预防灰霉病袁同时喷施营养

喷雾遥 虞疏花后保护剂遥 这个时期仍以防治灰霉病尧菌

溶肥 60 kg/hm +海藻精 15 kg/hm +锌硼氨基酸袁折合纯

4 月 29 日遥 愚疏果后保护剂遥 仍以防治灰霉病尧菌核

液滴灌遥榆催花肥遥7 叶摘心后 7 d渊4 月 20 日冤袁以磷钾

防治袁 用药选择 40%噻虫胺+福美双+20%阿维螺旋

2

2

N 6 kg/hm 尧P2O5 12 kg/hm 尧K2O 13 kg/hm 袁按照 1 000 倍
2

2

2

病尧疫病尧炭疽病为主袁需观察螨虫尧青虫的危害袁及时

肥为主袁选用水溶肥渊10-30-20冤75 kg/hm 袁按照 800 倍

酯+海藻精遥 舆套袋前保护剂遥 果实开始膨大渊手感果

保花蕾发育成果实所需的养分袁不受疏花的影响遥 时

果实喷施保护剂袁防止霜霉病尧疫病尧黑痘病的危害袁

间为 5 月 9 日袁疏花前 2 d袁补充 N尧P尧K 要素肥料袁增

可以选用具有保护尧治疗尧内吸功能的杀菌剂袁如 40%

2

液滴灌遥 虞保果肥遥 目的是储存疏花所消耗的养分袁确

实变软冤渊7 月 10 日左右冤为套袋最佳时期遥 套袋前袁对

加花期和果实需要的蛋白质营养液及钙镁肥遥 选用

苯醚甲环唑+25%吡唑醚菌酯+20%抑霉唑遥

水溶肥渊20-20-20冤75 kg/hm +劲雷 75 kg/hm +钙镁肥

2.2.3 整形遥 在第 1 年成形的基础上进行冬季修剪袁

2

2

15 kg/hm 袁按照 800 倍液滴灌遥 愚膨果肥遥 目的是保障
2

剪除主干上的所有枝蔓袁支蔓上的副蔓留基部 1~2 个

因疏果产生的营养消耗袁 促进果实迅速进入正常生

芽作为结果母枝袁以上部分剪除袁并清理出果园遥 生长

长遥 时间为 5 月 26 日袁疏果前 7 d袁补充 N尧P尧K 要素肥

期整形袁待结果母枝上新梢长出 7 片叶时摘心袁摘心

料袁 增加花期和果实需要的蛋白质营养液及钙镁肥遥
选用水溶肥 渊10-20-30冤75 kg/hm +劲雷 75 kg/hm +钙
2

2

镁肥 15 kg/hm 袁按照 800 倍液滴灌遥 舆增甜肥遥 浆果膨
2

大期间袁根据树势滴灌增甜肥遥树势中庸的袁施磷酸二氢
钾 75 kg/hm 曰树势过旺的袁施磷酸二氢钾 105 kg/hm 袁
2

2

同时加劲雷多肽蛋白液 45 kg/hm 袁提升浆果光泽度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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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每长出 3 片叶再次摘心袁保持树势稳健袁防止新梢

过旺生长遥

2.2.4 修花保果遥 果穗选留在第三或第四片叶节上袁

根据树势最多留 2 穗袁一般只保留 1 穗遥 花穗未展开

之前修花袁保留穗前端 8 节渊4~5 cm冤袁其余花穗全部
剪除遥 用 0.1%氯吡脲药液 10 mL 兑水 8 kg渊即浓度为

钱华文院芜湖县阳光玫瑰葡萄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
5 mg/L冤袁用矿泉水瓶装好袁将修好的花插入瓶内袁在药

液中蘸一下就可遥 在谢花后 10~15 d 浸渍幼果穗袁可膨
大果实袁提高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遥

2.2.5 无核葡萄处理措施遥花前 3 d 使用 50 mg/L 赤霉
素浸花穗袁 花后 10 d 用 50 mg/L 赤霉素+ 100 mg/L 吡
效隆浸幼果 2 次袁能显著增加单粒重和单穗重遥 花后

10 d袁用 10~20 mg/L 吡效隆浸幼果袁能明显增大果粒袁

要包括水源尧加压水泵尧叠片过滤器尧沙石过滤器尧流
量计尧压力表尧水肥机智能控制平台尧混肥桶尧控制阀尧
田间滴灌管等遥 技术关键是充分利用滴灌肥水直达根
系尧控湿尧省工等优势袁选用优质水溶性肥料袁严格按
照浓度进行滴灌袁设定好滴灌时长尧滴灌速度尧流量袁
达到省工尧节水尧节肥尧增效尧改善品质的效果遥 滴灌前
需清水滴灌 2 h袁提高土壤含水量袁改善根际微环境袁

处理后葡萄无核[3]遥

提高养分吸收效率遥肥液滴灌结束后袁清水滴灌 10 min袁

600 倍液喷施袁促进出芽整齐遥 2 月 12 日封棚升温遥 封

3 致谢

2.2.6 大棚温湿度管理遥 2 月 4 日渊萌芽前冤用优芽美
棚前 1 周滴灌充足的水量袁然后覆盖黑色地膜防草及

清洗管道遥

本文得到了芜湖县红珊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提高地温遥 生长期间应适时通风袁气温稳定通过 20 益

家芝女士的大力支持袁在此致意感谢遥

28 益左右袁 夜间温度保持在 12 益左右袁 湿度控制在

[1] 王博袁白扬袁白先进袁等.阳光玫瑰葡萄在广西南宁的引种

时除裙围遥 萌芽后至新梢生长期袁白天温度应保持在
60豫左右遥花期白天温度应保持在 28 益左右袁不能高于
30 益遥 为防落花落果袁夜间温度保持在 18 益左右袁湿

度控制在 60豫左右遥 果实膨大期温度宜控制在 30 益

左右袁打开大棚顶部通风口袁利于空气流动降温遥 果实
成熟期温度宜控制在 30 益左右袁6 月进入梅雨季节袁

易形成高温高湿条件袁造成烧果袁因而要根据天气情

况袁雨期关闭顶部通风口防雨袁雨后及时打开通风[4]遥

2.2.7 水肥一体化关键技术遥 水肥一体化技术系统主

渊上接第 30 页冤
处理
1
2
3
4
5

产量/
kg窑hm-2
23 475
23 890
24 405
23 580
22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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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处理效益分析
产值/
元窑hm-2
704 250
716 700
732 150
707 400
689 700

成本/元窑hm-2
农资
劳动力
38 400
45 000
38 400
45 000
51 900
45 000
65 400
45 000
24 900
45 000

注院蚯蚓粪有机肥 900 元/t袁常规有机肥 450 元/t袁草莓单价 30 元/kg遥

效益/
元窑hm-2
620 850
633 300
635 250
597 000
619 800

较处理 1依
增产/kg窑hm-2
增效/元窑hm-2
415
930
105
-485

12
14
-23
-1

450
400
850
050

一定程度上减轻虫害的发生袁有利于提高果品质量与

工艺袁具有较好的商品性袁可以促进草莓植株生长袁包

产量遥 在灰霉病方面袁施用蚯蚓粪肥并没有明显的改

括株高尧叶片数尧叶面积等袁在一定程度上可减轻虫害

善效果遥

的发生袁提高草莓品质和口感遥 综合考虑产量尧品质尧

3.2 蚯蚓粪肥对草莓产量和效益的影响

成本等因素袁建议按实际情况酌情使用遥

本试验结果显示袁施用蚯蚓粪有机肥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草莓的产量和效益遥施用蚯蚓粪有机肥 30 t/hm

2

增产效果最明显袁产量达到 24 405 kg/hm2袁略高于常规

施肥+蚯蚓粪有机肥 15 t/hm2 的处理袁 但综合考虑成

本尧劳力等因素袁两者效益相差不大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
施蚯蚓粪肥 45 t/hm2 的前期生长表现较好袁 若后期灰

霉病处置更及时尧科学袁可能产量及效益会有所提升遥
综合考虑蚯蚓粪有机肥成本较高尧产量及收益的优势
不显著等因素袁 故建议施蚯蚓粪有机肥 15~30 t/hm2袁
以实现效益最优遥

综上所述袁蚯蚓粪有机肥因其特殊的肥源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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