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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简易架密植葡萄树形及其构建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葡萄树建园及整形修剪技术领

域，具体说，涉及一种简易架密植葡萄树形及其

构建方法，其中，架材为简易水泥柱和铅丝，篱架

栽培；该树形包括一个1.6～1.7m的主干，在主干

距地面60cm和120厘米处分别有两个结果枝组，

每个结果枝组有2个结果母枝，结果枝组分别朝

行间生长；每株树结果母枝数量为8个；新梢朝向

行间自然生长，不绑缚，依靠果实的重量拉开新

梢与主干的角度，新梢长度控制在1m～1.1m；叶

幕分成上下两层，间距60cm，便于更好的通风透

光；冬季采用短梢修剪。本发明降低了建园成本，

提高了成花率和早期产量，是一种适合密植栽培

的新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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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简易架密植葡萄树形，其特征在于，简易架由水泥柱和铅丝构建；密植树形包括

一个1.6～1.7m的直立主干和4个结果枝组，8个结果母枝；叶幕层分上下两层；新梢长度控

制在1m～1.1m不绑缚；冬季采用短梢修剪；

所述简易架密植葡萄树形的构建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每亩由56根水泥柱和两道铅丝构成简易架；

2)选用一级脱毒葡萄苗木，按株行距(0.5～0.75)m×2m每亩445～667株的密度定植；

3)培养主干，萌芽后保留一个健壮新梢直立生长，当新梢长度达到1.7m～1.8m时摘心，

培养成主干；

4)培养结果母枝，第二年，每新梢留1穗果，通过果实的重量拉伸新梢与主干成80°～

110°角，不绑缚；秋后选择主干上60cm和120厘米高处的一年生枝短梢修剪，作为来年的结

果母枝；

5)第三年，重点培养主干60cm和120厘米高处的新梢，其余新梢在完成当年的结果任务

后全部疏除，省力密植树形成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简易架密植葡萄树形，其特征在于，简易架水泥柱以56根

每亩设置，在距地面上80cm和150cm高处拉两道12号铅丝，组成简易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简易架密植葡萄树形，其特征在于，所述4个结果枝组两

两位于主干60cm和120cm高处，形成两个相距60cm的叶幕层，新梢向两侧行间自然伸展，依

靠果实重量与主干成80°～110°角，自然下垂，不绑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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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简易架密植葡萄树形及其构建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葡萄树整形修剪技术领域，具体说，涉及一种简易架密植葡萄树形及

其构建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架形和整形方式是葡萄重要的栽培管理技术措施之一，它能构建树体的空间结

构，提高树体对空间的利用率，增加通风透光，平衡树体的营养供应，促进花芽分化，抑制过

度营养生长，有效提升果实的产量和品质。

[0003] 葡萄是藤本植物，要实现商品化栽培必须依靠架材来支撑构建树形。目前生产上

常用的树形主要有篱架多主蔓扇形和水平龙干形，棚架的独龙干树形。这些树形都需要完

善的架材来支撑树形的生长，没有架材的支持，葡萄的商品化生产很难实现。生产上应用的

架材多为纯钢架、钢混和少量的木质材料。一般露地建园的架材投入为3000～8000元不等，

前期建园投入较高成为葡萄产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减少架材投入是降低成本投入的一项重

要内容。

[0004] 对于人口密集地区，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值一直是果农追求的目标；

同时尽早获得收益也是葡萄商品化生产的重要指标之一。简易架密植栽培，不仅可以减少

建园成本投入还可以提早获得收益，适宜人口密集地区农业的发展趋势。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简易架密植葡萄树形及其构建方法，通过培养适宜的

主干高度、构建合理的结果枝组，来达到空间利用的最大化，提高光能利用率，调整一年生

枝的生长角度，促进花芽分化，以达到节省架材和人工投入，提高树体早期产量和品质，增

加收益的目的。

[0006]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简易架密植葡萄树形。

[0007] 简易架由水泥柱和铅丝构建；密植树形包括一个1.6～1.7m的直立主干和4个结果

枝组，8个结果母枝；叶幕层分上下两层；新梢长度控制在1m～1.1m不绑缚；冬季采用短梢修

剪。

[0008] 进一步，简易架水泥柱以56根每亩设置，在距地面上80cm和150cm高处拉两道12号

铅丝，组成简易架。

[0009] 进一步，4个结果枝组两两位于主干60cm和120cm高处，形成两个相距60cm的叶幕

层，新梢向两侧行间自然伸展，依靠果实重量与主干成80°～110°角，自然下垂，不绑缚。

[0010] 本发明的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上述简易架密植葡萄树形的构建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11] 1)每亩由56根水泥柱和两道铅丝构成简易架；

[0012] 2)选用一级脱毒葡萄苗木，按株行距(0.5～0.75)m×2m每亩445～667株的密度定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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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3)培养主干，萌芽后保留一个健壮新梢直立生长，当新梢长度达到1.7m～1.8m时

摘心，培养成主干；

[0014] 4)培养结果母枝，第二年，每新梢留1穗果，通过果实的重量拉伸新梢与主干成80°

～110°角，不绑缚；秋后选择主干上60cm和120厘米高处的一年生枝短梢修剪，作为来年的

结果母枝；

[0015] 5)第三年，重点培养主干60cm和120厘米高处的新梢，其余新梢在完成当年的结果

任务后全部疏除，省力密植树形成形。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简易架减少了建园成本投入；本树形只绑

缚主干，不绑缚新梢，免除了新梢绑缚环节的用工投入；同时新梢靠果穗重力与主干拉开角

度，不仅抑制了营养生长，而且促进了花芽分化，更好的解决了部分品种不易成花的难题；

双层叶幕不仅增加了新梢量，同时也增加了园区的通风透光，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是一种适

宜人口稠密地区的密枝栽培新树形。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一种简易架密植葡萄树形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所示的各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但应当说明的是，这些

实施方式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根据这些实施方式所作的功能、方法、

或者结构上的等效变换或替代，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19] 参图1所示，图1是本发明一种简易架密植葡萄树形的结构示意图。

[0020]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简易架密植葡萄树形，包括简易架构造和密植树形两部分。

架材为预制钢筋水泥柱(210cm×10cm×10cm)，相邻水泥柱间距6m，每亩56根，距地面上

80cm和150cm高处拉两道12号铅丝。

[0021] 树形包括一个1.6～1.7m的主干1，主干基部可倾斜，上部直立；在主干距地面60cm

和120厘米处分别有两个结果枝组2，每个结果枝组有2个结果母枝，结果枝组分别朝行间生

长；每株树结果母枝数量为8个；新梢3朝向行间自然生长，不绑缚，生长季新梢长度控制在

1.0m左右(1m～1.1m)，冬季采用短梢修剪；只有主干绑缚在两道铅丝上，新梢不绑缚，自然

向行间伸展，依靠果实的重量拉开新梢与主干的角度(80°～110°角)；叶幕分成上下两层，

间距60cm，便于更好的通风透光。该树形适宜的株行距为(0.5～0.75)m×2m每亩445～667

株的密度定植，适宜的平均果枝比为1:1.3，适宜的平均亩产量为2000kg～3000kg。

[0022] 本实施例提供的简易架密植葡萄树形相比其它树形更好的解决了花芽分化困难

的问题，自然下垂的新梢促进了花芽分化，使成花更容易，可实现连年丰产。该发明是一种

简易架密植栽培新树形，建园成本低、便于操作、免除了绑梢环节、节省劳动力；同时可提升

单位面积土地利用率，有效增加葡萄园的早期收益，有利于尽早收回成本。

[0023]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简易架密植葡萄树形及构建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4] 1)预制规格为210cm×10cm×10cm的钢筋水泥柱，按2m的行距，6m的相邻柱间距埋

水泥柱，埋入地下深度为40cm～50m。在距地面80cm和150cm高处拉两道12号铅丝，以备绑缚

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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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2)选用一级脱毒葡萄苗木，按株行距0.75m×2m每亩445株的密度定植，埋土防寒

区可与地面倾斜45°角定植。

[0026] 3)培养主干，萌芽后保留一个健壮新梢直立生长，绑缚在铁丝上，当新梢长度达到

1.7m～1.8m时摘心，培养成主干；强树势品种副梢保留4～5片叶摘心，弱树势副梢2～3片叶

摘心，不绑缚。秋季修剪定主干高度1.6m～1.7m，副梢直径达到0.8cm的保留1～2芽修剪，弱

小的从基部去除。

[0027] 4)培养结果母枝，第二年，从主干萌发的枝条和第一年预留副梢上萌发的部分枝

条成花结果，每梢留1穗果，通过果实的重量拉伸新梢与主干成80°～110°角，不绑缚。秋后

选择主干上60cm和120厘米高处的一年生枝短梢修剪，作为来年的结果母枝，其余新梢适当

疏除。

[0028] 5)第三年，重点培养主干60cm和120厘米高处的新梢，其余新梢在完成当年的结果

任务后全部疏除，省力密植树形成形。

[0029] 下面根据上述简易架密植葡萄树形构建方法，选取生长势强、成花较差的欧美种

夏黑葡萄，在华北地区露地栽培模式下进行简易架密植葡萄树形的构建(修剪)，具体步骤

包括：

[0030] 1、简易架建园

[0031] 按2m的行距，6m的相邻柱间距埋水泥柱，埋入地下深度为40cm～50m。在距地面

80cm和150cm高处拉两道12号铅丝，以备绑缚主干。同时铺设灌溉设施。

[0032] 2、苗木选择及定植

[0033] 采用一级脱毒葡萄苗木，要求苗木纯度98％以上；根系发达，侧根数量多于5根，侧

根长度大于20cm；枝干粗度大于0.8cm；芽眼饱满健壮；嫁接苗砧木高度为10～15cm，嫁接口

完全愈合；苗木无机械损伤，无病虫害；按预设的株行距定植。

[0034] 3、主干的培养

[0035] 华北地区3月中下旬定植优质苗木，萌芽后保留一个健壮新梢直立生长，绑缚在铁

丝上，当新梢长度达到1.7m～1.8m时摘心，培养成主干；强树势品种副梢保留4～5片叶摘

心，弱树势副梢2～3片叶摘心，不绑缚。秋季修剪定主干高度1.6m～1 .7m，副梢直径达到

0.8cm的保留1～2芽修剪，弱小的从基部去除。

[0036] 4、结果枝组培养

[0037] 第二年，从主干萌发的枝条和第一年预留副梢上萌发的部分枝条成花结果，每梢

留1穗果，通过果实的重量拉伸新梢与主干成一定角度，不绑缚。秋后选择主干上60cm和120

厘米高处的一年生枝短梢修剪，作为来年的结果母枝，其余新梢适当疏除。第三年，重点培

养主干60cm和120cm高处的新梢，冬季修剪时新梢保留1～2个芽短梢修剪，作为下一年的结

果母枝，其余新梢在完成当年的结果任务后全部疏除，这样就在主干60cm和120cm高处形成

两组结果枝组，省力密植树形成形，至此完成树形培养。

[0038] 应用该树形，在河北晋州、新乐、满城等多地对巨峰、夏黑、阳光玫瑰等多个品种进

行了试验，选用一级壮苗，一年形成主干树形，第二年即开始结果，花芽分化好，第二年亩产

量可达1500kg以上，优果率达90％以上，远高于现有密植树形。本发明的优势在于建园成本

低、花芽分化好、便于操作、免除了绑梢环节、节省劳动力；同时可提升单位面积土地利用

率，有效增加葡萄园的早期收益，有利于尽早收回成本。适宜人口稠密地区和设施内发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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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葡萄栽培。

[0039] 本发明通过提供了一种简易架密植葡萄树形及其构建方法，具有如下技术效果：

[0040] 1、本发明提供的简易架密植葡萄树形是一种适用于密植果园的新树形，架材要求

简单，建园成本低；整个树形由1个主干和4个结果枝组组成。成形后的主干高1.6m～1.7m，4

个结果枝组两两分布在主干60cm和120cm高处，形成两个相距60cm的叶幕层，便于通风透

光，且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利用率。

[0041] 2、本发明提供的简易架密植葡萄树形是密植树形，每亩栽植445～667株，株行距

为(0.5m～0.75m)×2m，篱架、密植栽培，新梢无需绑缚自然下垂，与主干形成80°～110°角，

抑制营养生长，更有利于花芽分化且省工省时。

[0042] 3、本发明提供的简易架密植葡萄树形第二年亩产量可达1500kg以上，成形树亩产

量可达2000kg～3000kg，是高产稳产树形；而且该树形的修剪方法简单，便于操作。本树形

冬季修剪全部采用短芽修剪，每个结果母枝留1～2个芽；夏季新梢长到1m后摘心，副梢全部

去除。

[0043] 4、本发明提供的简易架密植葡萄树形既可应用于适宜密植的露地、塑料大棚、温

室，也可应用于南方的简易避雨栽培，应用范围广。

[0044] 上文所列出的一系列的详细说明仅仅是针对本发明的可行性实施方式的具体说

明，它们并非用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未脱离本发明技艺精神所作的等效实施方式

或变更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45]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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