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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猕猴桃栽培技术领域，提供了一

种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该

栽培方法包括：在9月初到10月20日期间，在每棵

红阳猕猴桃施生物有机肥和第一复合肥；3月初，

每棵红阳猕猴桃施第二复合肥；4月初和5月初，

每棵红阳猕猴桃树施第三复合肥；并在清明前

后，在每两棵红阳猕猴桃之间根系没交织的空地

带种植黄豆；6月初，每棵红阳猕猴桃施第四复合

肥；7月初，每棵红阳猕猴桃施第五复合肥；7月上

旬将黄豆全部截断成3-6cm的碎块，覆盖于根系

周围。该栽培方法具有土壤改造精准施肥的特

点，根据红阳猕猴的不同时节的需肥特性，进行

精准高效地施肥，能够栽培得到高产高品质的猕

猴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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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1)红阳猕猴桃果实采收后落叶前，在9月初到10月20日期间，按照重量份数计，在每棵

所述红阳猕猴桃根系范围内撒施8-12份生物有机肥和0.6-1.1份第一复合肥，并将所述根

系周围的土壤刨松后灌水；按重量份数计，所述第一复合肥包括1-2份氮、2-4份磷和3-5份

钾；

(2)3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所述红阳猕猴桃施0.3-0.5份第二复合肥，溶解所述

第二复合肥得到第二复合肥溶液，将所述第二复合肥溶液喷洒于所述根系周围；按重量份

数计，所述第二复合肥包括1-3份氮、1份磷和2-5份钾；

(3)4月初和和5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所述红阳猕猴桃树施0.1-0.3份第三复合

肥；按重量份数计，所述第三复合肥包括1-2份氮、2-4份磷和3-5份钾；溶解所述第三复合肥

得到第三复合肥溶液，将所述第三复合肥溶液喷洒于所述根系周围；并在清明前后，在每两

棵所述红阳猕猴桃之间根系没交织的空地带种植黄豆；

(4)6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所述红阳猕猴桃施0.3-0.5份第四复合肥，溶解所述

第四复合肥得到第四复合肥溶液，将所述第四复合肥溶液喷洒于所述根系周围；按重量份

数计，所述第四复合肥包括1-3份氮、1份磷和2-5份钾；

(5)7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所述红阳猕猴桃施0.1-0.3份第五复合肥；按重量份

数计，所述第五复合肥包括1-2份氮、2-4份磷和3-5份钾；溶解所述第五复合肥得到第五复

合肥溶液，将所述第五复合肥溶液喷洒于所述根系周围；7月上旬将所述黄豆全部截断成3-

6cm的碎块，覆盖于所述根系周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1)中，将所述根系周围深度为20-50cm的土壤进行刨松。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2)中，将所述第二复合肥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200-400进行溶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2)中，所述第二复合肥溶液的浇水深度达到土层的20-35cm，水分自然渗透到土层的30-

50c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3)中，将所述第三复合肥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200-400进行溶解。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4)中，将所述第四复合肥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100-200进行溶解。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5)中，将所述第五复合肥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100-200进行溶解。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3)中，将所述第三复合肥溶液喷洒于所述根系周围，至所述根系周围的土壤深度35-45cm

处的第三复合肥的养分浓度达到2.5-3.5‰。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4)中，将所述第四复合肥溶液喷洒于所述根系周围，至所述根系周围的土壤深度35-45cm

处的第四复合肥的养分浓度达到2.5-3.5‰。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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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5)中，将所述第五复合肥溶液喷洒于所述根系周围，至所述根系周围的土壤深度35-

45cm处的第五复合肥的养分浓度达到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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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猕猴桃栽培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涉及一种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

高产的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包括丰富的钙、磷、铁，还含有胡萝卜素和多种维生素，

对保持人体健康具有重要的作用，每100克果肉含维C是苹果的100倍，因而称“维C之王”。其

丰富的维生素C可以作为一种饮料治疗坏血病，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猕猴桃中

所含纤维，有三分之一是果胶，果胶可降低血中胆固醇浓度，预防心血管疾病；猕猴桃含有

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消化，防止便秘，清除体内有害代谢物；猕猴桃的质地柔软，口感酸甜，

味道被描述为草莓、香蕉、菠萝三者的混合，因此猕猴桃被誉为“水果之王”，猕猴桃具有广

阔的市场前景，但其根系属于肉质根对养分消耗大，其浅根系易受灾害，加上各种粗放管

理，易患病害等问题使其产量难以提高，品质也不断下降。

[0003] 红阳猕猴桃是全球公认的中国珍稀猕猴桃品种，发源于四川省苍溪县，品质好，但

多数情况下红阳猕猴桃树势生长弱且产量逐年降低，国内种植平均亩产量不足1000斤，最

高亩单产量不到2000斤。然而，市场目前需求潜力巨大，供不应求，如何在当前红阳猕猴桃

现代化栽培的基础上获得增产是红阳猕猴桃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0004] 红阳猕猴桃施肥过程中往往出现如下问题：(1)施肥前养分配制合理，使用时用量

充足，但因为土壤质量相对较差，普遍存在养分转化能力低的问题，因此，不能保障红阳猕

猴桃吸收充足的养分；(2)多数情况下没有按猕猴桃不同生长时期需肥不同的特性进行合

理精准施肥；(3)普遍存在猕猴桃秋肥施用时间偏晚，造成低温状态下根系对肥料的吸收急

剧降低，致使肥料利用率低，而且树体在秋肥中得不到合理的供给严重影响树体来年的生

长发育，从而对后期红阳猕猴桃生长产生一系列恶性循环；(4)在红阳猕猴桃种植过程中，

农户过度追求经济效益，过量施用化肥，导致土壤养分结构失调和物理性状变差，破坏土微

生态环境，造成成本提高的同时，产品质量和产量不断下降。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上述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

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该栽培方法具有土壤改造精准施肥的特点，根据红阳猕猴的不同时

节的需肥特性，进行精准高效地施肥，能够栽培得到高产高品质的猕猴桃。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解决方案是：

[0007] 一种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包括：(1)红阳猕猴桃果实采收后

落叶前，在9月初到10月20日期间，按照重量份数计，在每棵红阳猕猴桃根系范围内撒施8-

12份生物有机肥和0.6-1 .1份第一复合肥，并将根系周围的土壤刨松后灌水；按重量份数

计，第一复合肥包括1-2份氮、2-4份磷和3-5份钾；(2)3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

猴桃施0.3-0.5份第二复合肥，溶解第二复合肥得到第二复合肥溶液，将第二复合肥溶液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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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于根系周围；按重量份数计，第二复合肥包括1-3份氮、1份磷和2-5份钾；(3)4月初和5月

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猴桃树施0.1-0.3份第三复合肥；按重量份数计，第三复合

肥包括1-2份氮、2-4份磷和3-5份钾；溶解第三复合肥得到第三复合肥溶液，将第三复合肥

溶液喷洒于根系周围；并在清明前后，在每两棵红阳猕猴桃之间根系没交织的空地带种植

黄豆；(4)6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猴桃施0.3-0.5份第四复合肥，溶解第四复合

肥得到第四复合肥溶液，将第四复合肥溶液喷洒于根系周围；按重量份数计，第四复合肥包

括1-3份氮、1份磷和2-5份钾；(5)7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猴桃施0.1-0.3份第

五复合肥；按重量份数计，第五复合肥包括1-2份氮、2-4份磷和3-5份钾；溶解第五复合肥得

到第五复合肥溶液，将第五复合肥溶液喷洒于根系周围；7月上旬将黄豆全部截断成3-6cm

的碎块，覆盖于根系周围。

[0008]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的有益效果是：

[0009] 本发明提供的该种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包括：

[0010] (1)早施秋肥可使红阳猕猴桃在适宜的温度里最大量地吸收养分，为来年树体萌

发做好充足准备；仅在秋肥中进行翻土，而不在其他时节翻土，可避免对根系的伤害，同时

秋肥进行翻土施肥不仅不会伤害根系，反而会促进根系的第二次生长；合理使用生物有机

肥作为秋肥，持续改善土壤品质，提供土壤的转化率，对红阳猕猴桃持续生长更具优势；

[0011] (2)3月施肥中多施氮肥和钾肥，能够促进纤维素、木质素生成，使得新生的叶芽快

速适应环境，增强抗逆性；

[0012] (3)在清明前后种植黄豆，7月中旬进行截断覆盖在根系表面，能够增施绿肥的同

时达到夏季保水的目的；

[0013] (4)根据不同时期猕猴桃的生长特性，对猕猴桃施加不同重量份数以及不同剂型

的复合肥，且对不同时期采用的复合肥的原料配比进行调整，以满足猕猴桃的生长特性所

需，各个时期相互协同配合，最终能够栽培得到高产高品质的猕猴桃。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

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条件者，按照常规条件或制造商建

议的条件进行。所用试剂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可以通过市售购买获得的常规产

品。

[0015] 下面对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进行

具体说明。

[0016] 一种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包括：

[0017] (1)红阳猕猴桃果实采收后落叶前，在9月初到10月20日期间，按照重量份数计，在

每棵红阳猕猴桃根系范围内撒施8-12份生物有机肥和0.6-1.1份第一复合肥，并将根系周

围深度为20-50cm的土壤进行刨松；按重量份数计，第一复合肥包括1-2份氮、2-4份磷和3-5

份钾。

[0018] (2)3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猴桃施0.3-0.5份第二复合肥；按重量份

数计，第二复合肥包括1-3份氮、1份磷和2-5份钾；将第二复合肥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200-

400进行溶解得到第二复合肥溶液，将第二复合肥溶液采用滴灌系统喷洒于根系周围，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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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系一般能够深入土层30-50cm之间，因此使第二复合肥溶液的浇水深度达到土层的20-

35cm，水分自然渗透到土层的30-50cm，能够达到最佳的促根系生长效果。

[0019] (3)4月初和5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猴桃树施0.1-0.3份第三复合肥；

按重量份数计，第三复合肥包括1-2份氮、2-4份磷和3-5份钾；将第三复合肥与水按照质量

比为1:200-400进行溶解得到第三复合肥溶液，将第三复合肥采用滴灌系统溶液喷洒于根

系周围，使得根系周围的土壤深度35-45cm的第三复合肥养分浓度达到2.5-3.5‰，发明人

创造性地发现，此时土壤和根系中浓度可以达到一个平衡，避免出现第三复合肥浓度过高

导致的土壤中的水发生反渗透，以及避免出现第三复合肥浓度过低导致的植物吸收不充

分；并在清明前后，在每两棵红阳猕猴桃之间根系没交织的空地带种植黄豆。

[0020] (4)6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猴桃施0.3-0.5份第四复合肥，将第四复

合肥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100-200进行溶解得到第四复合肥溶液，将第四复合肥溶液采用

滴灌系统喷洒于根系周围，使得根系周围的土壤深度35-45cm的第四复合肥养分浓度达到

2.5-3.5‰；按重量份数计，第四复合肥包括1-3份氮、1份磷和2-5份钾。

[0021] (5)7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猴桃施0.1-0.3份第五复合肥；按重量份

数计，第五复合肥包括1-2份氮、2-4份磷和3-5份钾；将第五复合肥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

100-200进行溶解得到第五复合肥溶液，将第五复合肥溶液采用滴灌系统喷洒于根系周围，

使得根系周围的土壤深度35-45cm的第五复合肥养分浓度达到2.5-3.5‰；7月上旬将黄豆

全部截断成3-6cm的碎块，覆盖于根系周围。

[0022] 需要说明的是，第二复合肥溶液和第三复合肥溶液的浓度较第四复合肥溶液和第

五复合肥溶液的浓度越小，发明人考虑到由于夏天气温较高，土壤吸收水分的速度较春天

更快，如果水分过多，会造成土壤浓度低，导致土壤浓度与根系中浓度不相平衡，不利于根

系对复合肥中营养物质的吸收。

[0023]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特征和性能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24] 实施例1

[0025]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包括：

[0026] (1)红阳猕猴桃果实采收后落叶前，在9月初到10月20日期间，按照重量份数计，在

每棵红阳猕猴桃根系范围内撒施8份生物有机肥和0.6份第一复合肥，并将根系周围深度为

20cm的土壤进行刨松；按重量份数计，第一复合肥包括1份氮、2份磷和3份钾。

[0027] (2)3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猴桃施0.3份第二复合肥；按重量份数计，

第二复合肥包括1份氮、1份磷和2份钾；将第二复合肥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200进行溶解得

到第二复合肥溶液，将第二复合肥溶液采用滴灌系统喷洒于根系周围，使第二复合肥溶液

的浇水深度达到土层的20cm，水分自然渗透到土层的30cm，能够达到最佳的促根系生长效

果。

[0028] (3)4月初和5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猴桃树施0.1份第三复合肥；按重

量份数计，第三复合肥包括1份氮、2份磷和3份钾；将第三复合肥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200进

行溶解得到第三复合肥溶液，将第三复合肥采用滴灌系统溶液喷洒于根系周围，使得根系

周围的土壤深度35cm的第三复合肥养分浓度达到2.5‰；并在清明前后，在每两棵红阳猕猴

桃之间根系没交织的空地带种植黄豆。

[0029] (4)6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猴桃施0.3份第四复合肥，将第四复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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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100进行溶解得到第四复合肥溶液，将第四复合肥溶液采用滴灌系统

喷洒于根系周围，使得根系周围的土壤深度35-45cm的第四复合肥养分浓度达到2.5‰；按

重量份数计，第四复合肥包括1份氮、1份磷和2份钾。

[0030] (5)7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猴桃施0.1份第五复合肥；按重量份数计，

第五复合肥包括1份氮、2份磷和3份钾；将第五复合肥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100进行溶解得

到第五复合肥溶液，将第五复合肥溶液采用滴灌系统喷洒于根系周围，使得根系周围的土

壤深度35cm的第五复合肥养分浓度达到2.5‰；7月上旬将黄豆全部截断成3cm的碎块，覆盖

于根系周围。

[0031] 实施例2

[0032]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包括：

[0033] (1)红阳猕猴桃果实采收后落叶前，在9月初到10月20日期间，按照重量份数计，在

每棵红阳猕猴桃根系范围内撒施12份生物有机肥和1.1份第一复合肥，并将根系周围深度

为50cm的土壤进行刨松；按重量份数计，第一复合肥包括2份氮、4份磷和5份钾。

[0034] (2)3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猴桃施0.5份第二复合肥；按重量份数计，

第二复合肥包括3份氮、1份磷和5份钾；将第二复合肥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400进行溶解得

到第二复合肥溶液，将第二复合肥溶液采用滴灌系统喷洒于根系周围，使第二复合肥溶液

的浇水深度达到土层的35cm，水分自然渗透到土层的50cm，能够达到最佳的促根系生长效

果。

[0035] (3)4月初和5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猴桃树施0.3份第三复合肥；按重

量份数计，第三复合肥包括2份氮、4份磷和5份钾；将第三复合肥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400进

行溶解得到第三复合肥溶液，将第三复合肥采用滴灌系统溶液喷洒于根系周围，使得根系

周围的土壤深度45cm的第三复合肥养分浓度达到3.5‰；并在清明前后，在每两棵红阳猕猴

桃之间根系没交织的空地带种植黄豆。

[0036] (4)6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猴桃施0.5份第四复合肥，将第四复合肥

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200进行溶解得到第四复合肥溶液，将第四复合肥溶液采用滴灌系统

喷洒于根系周围，使得根系周围的土壤深度45cm的第四复合肥养分浓度达到3.5‰；按重量

份数计，第四复合肥包括3份氮、1份磷和5份钾。

[0037] (5)7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猴桃施0.3份第五复合肥；按重量份数计，

第五复合肥包括2份氮、4份磷和5份钾；将第五复合肥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200进行溶解得

到第五复合肥溶液，将第五复合肥溶液采用滴灌系统喷洒于根系周围，使得根系周围的土

壤深度45cm的第五复合肥养分浓度达到3.5‰；7月上旬将黄豆全部截断成6cm的碎块，覆盖

于根系周围。

[0038] 实施例3

[0039]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包括：

[0040] (1)红阳猕猴桃果实采收后落叶前，在9月初到10月20日期间，按照重量份数计，在

每棵红阳猕猴桃根系范围内撒施10份生物有机肥和0.8份第一复合肥，并将根系周围深度

为35cm的土壤进行刨松；按重量份数计，第一复合肥包括1份氮、3份磷和4份钾。

[0041] (2)3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猴桃施0.4份第二复合肥；按重量份数计，

第二复合肥包括2份氮、1份磷和3份钾；将第二复合肥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300进行溶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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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二复合肥溶液，将第二复合肥溶液采用滴灌系统喷洒于根系周围，使第二复合肥溶液

的浇水深度达到土层的25cm，水分自然渗透到土层的40cm，能够达到最佳的促根系生长效

果。

[0042] (3)4月初和5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猴桃树施0.2份第三复合肥；按重

量份数计，第三复合肥包括1份氮、3份磷和4份钾；将第三复合肥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300进

行溶解得到第三复合肥溶液，将第三复合肥采用滴灌系统溶液喷洒于根系周围，使得根系

周围的土壤深度40cm的第三复合肥养分浓度达到3‰；并在清明前后，在每两棵红阳猕猴桃

之间根系没交织的空地带种植黄豆。

[0043] (4)6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猴桃施0.4份第四复合肥，将第四复合肥

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150进行溶解得到第四复合肥溶液，将第四复合肥溶液采用滴灌系统

喷洒于根系周围，使得根系周围的土壤深度40cm的第四复合肥养分浓度达到3‰；按重量份

数计，第四复合肥包括2份氮、1份磷和3份钾。

[0044] (5)7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猴桃施0.2份第五复合肥；按重量份数计，

第五复合肥包括1份氮、3份磷和4份钾；将第五复合肥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100进行溶解得

到第五复合肥溶液，将第五复合肥溶液采用滴灌系统喷洒于根系周围，使得根系周围的土

壤深度40cm的第五复合肥养分浓度达到3‰；7月上旬将黄豆全部截断成4cm的碎块，覆盖于

根系周围。

[0045] 实施例4

[0046]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包括：

[0047] (1)红阳猕猴桃果实采收后落叶前，在9月初到10月20日期间，按照重量份数计，在

每棵红阳猕猴桃根系范围内撒施12份生物有机肥和0.7份第一复合肥，并将根系周围深度

为35cm的土壤进行刨松；按重量份数计，第一复合肥包括1份氮、3份磷和3份钾。

[0048] (2)3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猴桃施0.5份第二复合肥；按重量份数计，

第二复合肥包括3份氮、1份磷和4份钾；将第二复合肥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300进行溶解得

到第二复合肥溶液，将第二复合肥溶液采用滴灌系统喷洒于根系周围，使第二复合肥溶液

的浇水深度达到土层的20cm，水分自然渗透到土层的35cm，能够达到最佳的促根系生长效

果。

[0049] (3)4月初和5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猴桃树施0.15份第三复合肥；按

重量份数计，第三复合肥包括1份氮、3份磷和3份钾；将第三复合肥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250

进行溶解得到第三复合肥溶液，将第三复合肥采用滴灌系统溶液喷洒于根系周围，使得根

系周围的土壤深度35cm的第三复合肥养分浓度达到3‰；并在清明前后，在每两棵红阳猕猴

桃之间根系没交织的空地带种植黄豆。

[0050] (4)6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猴桃施0.5份第四复合肥，将第四复合肥

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180进行溶解得到第四复合肥溶液，将第四复合肥溶液采用滴灌系统

喷洒于根系周围，使得根系周围的土壤深度35cm的第四复合肥养分浓度达到3‰；按重量份

数计，第四复合肥包括3份氮、1份磷和4份钾。

[0051] (5)7月初，按照重量份数计，每棵红阳猕猴桃施0.15份第五复合肥；按重量份数

计，第五复合肥包括1份氮、3份磷和3份钾；将第五复合肥与水按照质量比为1:120进行溶解

得到第五复合肥溶液，将第五复合肥溶液采用滴灌系统喷洒于根系周围，使得根系周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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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深度35cm的第五复合肥养分浓度达到3‰；7月上旬将黄豆全部截断成3.5cm的碎块，覆

盖于根系周围。

[0052] 实验例1

[0053] 实验方法：检测采用实施例1-4提供的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

连续五年栽培得到的红阳猕猴桃的理化指标，设置为实验组1-4，检测采用常规红阳猕猴桃

栽培模式(采用农户常规连续五年的施肥后)栽培得到的红阳猕猴桃的理化指标，设置为实

验组5；实验组1-5的理化指标见表1所示：

[0054] 表1实验组1-5的理化指标

[0055]

[0056] 由表1数据可知，采用实施例1-4提供的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

栽培得到的红阳猕猴桃的理化指标明显优于采用常规红阳猕猴桃栽培模式栽培得到的红

阳猕猴桃的理化指标，亩产量高品质好。

[0057] 综上所述，采用本发明提供的红阳猕猴桃精准施肥优质高产的栽培方法；该栽培

方法具有土壤改造精准施肥的特点，根据红阳猕猴的不同时节的需肥特性，进行精准高效

地施肥，能够栽培得到高产高品质的猕猴桃。

[005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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