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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措施对昆明市漾濞核桃生长和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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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昆明市种植 12 年的漾濞核桃低产园为研究对象袁设置林下作物种植尧不同修剪强度尧修剪强度+施肥状况等管理措施袁参照
未采取措施的核桃园袁对比研究了不同管理措施对昆明市漾濞核桃生长和产量的影响遥结果表明袁淤辣椒+花菜尧玉米+烟草的林下间作对
核桃的生长和产量有促进作用曰于中尧重度修剪对促进核桃生长尧平衡树势尧提早结实尧调节产量具有明显效果曰盂施肥和修剪单项措施处
理均对核桃生长和产量有促进作用袁修剪尧施肥综合措施处理的效果最明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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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是云南特色经济林果袁核桃产业已成为云南省重
要的林业支柱和地方特色经济产业袁是农民的重要收入来
源之一遥昆明市山区和半山区面积占昆明市国土面积的
86%袁山区尧半山区农户靠山尧吃山尧养山袁将核桃作为增收

致富的朝阳产业袁是广大山区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遥按
照叶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核桃产业发展的意见曳渊云政
发也2008页129 号冤中野加快核桃产业发展袁促进林业增效尧山
区发展袁促进资源优势真正变成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冶的要
求袁昆明市核桃种植快速发展袁面积已经突破 6.67 万 hm2遥

但截至 2012 年 10 月袁投产面积仅为 7 000 hm2袁盛果期面积

为 4 533.33 hm 袁产量 5 695.3 t袁产值 17 085.9 万元遥加之昆
2

明市核桃产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经营管理粗放尧重栽轻
管曰随意套间种尧密植高杆农作物曰栽培品种混杂尧良莠不

经测产袁2011要2012 年平均产量675 kg/hm2遥
1.2 试验设计

1.2.1

林下间作遥在林下开展间作农作物对核桃树体生长

和结实影响的试验袁间作作物包括烟草尧玉米尧辣椒尧花菜
等袁设不间作任何农作物为对照遥
1.2.2

修剪遥修剪设计分重度修剪尧中度修剪尧轻度修剪

3 组袁每组固定样株 5 株袁设 5 株不修剪作对照遥重度修剪即
根据主干分层形或开心形树形特点疏除全部重叠枝及交叉
枝袁增强树体通风透光性曰中度修剪以疏除小的重叠枝及
交叉枝为主袁对大的枝组控制修剪量曰轻度修剪以适当疏除
小的重叠枝及交叉枝尧回缩生长枝为主袁修剪量较小遥每组
固定树体大小接近的调查样株 5 株袁设 5 株不修剪作对照遥
1.2.3

修剪尧抚育施肥遥试验设计为中度修剪+施肥尧中度修

齐曰科技支撑不足袁产业技术含量低等问题袁严重制约了核

剪+不施肥尧施肥+不修剪尧对照渊不修剪+不施肥冤4 组袁各组

桃产业的发展袁不利于山区农民增收致富遥漾濞核桃主产

核桃林下正常翻耕土壤袁间作玉米遥试验区及对照区固定样

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袁具有抗逆性强尧
寿命长尧高产尧丰产性状好尧坚果质量佳等特点袁是果油兼优
的优良品种袁也是目前云南等南方地区商品核桃生产最主
要的栽培品种[1-2]遥本研究以昆明市种植的漾濞核桃为研究
对象袁就不同管理措施对核桃生长和产量的影响进行研究袁
以期为昆明市漾濞核桃种植园的经营和管理提供技术支
持袁促进山区农民增收致富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株 10 株每年调查产量袁试验面积 0.67 hm2遥

1.3 试验方法
1.3.1

土壤水肥管理遥淤园地清理院清除划定为示范区域内

的杂草尧烤烟杆尧苞谷秆等袁保证园地清洁袁秸秆收集后用于
覆盖树盘遥于土壤深翻院园地清理后袁对土壤进行全面深翻
或沿树冠外缘范围内深翻袁深度为 30~40 cm袁以达到熟化土

壤尧增加土壤通透性尧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尧杀死土壤越冬病
虫害的目的遥盂树盘覆盖院用秸秆沿树冠下覆盖树盘袁以达

试验地概况

到增温保湿尧增加土壤有机质的效果遥榆施基肥院全园撒施

试验地位于五华区西翥街道办事处陡普鲁社区袁距昆

或沿树冠外缘开环状沟施肥袁基肥以农家肥为主袁结果期大

明市区 31 km袁海拔在 2 100~2 200 m 之间袁属北亚热带半湿
润季风高原气候袁立体气候明显遥年平均气温 14.5 益袁年均
降雨量 800~1 100 mm袁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 200 h袁无霜期
220 d曰土壤为山地红壤遥

陡 普 鲁 社 区 于 1999要2000 年 间 种 植 漾 濞 核 桃 逾

133.33 hm2袁种植株行距为 8 m伊8 m袁密度为 165 株/hm2遥示范
点水利尧交通设施完善袁立地条件较好袁树木生长势一般遥由
于栽培管理方面的原因袁种植 10 余年从未进行树体修剪

树施农家肥 50~100 kg/株+核桃专用肥渊生物菌肥冤10 kg/株曰

幼树施农家肥 30 kg/株+核桃专用肥渊生物菌肥冤2~5 kg/株遥
虞春季灌水院春季在核桃树发芽前和核桃花期各灌水 1 次袁

每次灌水 50~100 kg/株遥愚生长期追肥院4要6 月以叶面施肥

为主袁每月叶面喷施 0.2%~0.3%氮肥尧磷酸二氢钾 2 次遥雨
季追施复合肥 1 次袁施肥量为结果大树施 1~2 kg/株曰幼树施
0.5 kg/株[3-4]遥
1.3.2

树体管理遥淤树体修剪整形院种植 12 年的结果大树袁

整形尧抚育施肥尧病虫害防治等管理措施袁树形杂乱袁弱枝尧

因长期放任生长袁重叠枝尧过密树较多袁树体通风透光较差袁

徒长枝尧病虫枝尧重叠枝及交叉枝多袁产量尧经济效益较低袁

修剪时注重选留各级骨干枝袁对影响通风透光尧妨碍主侧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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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白院采用专用树干涂白剂或自配涂白剂渊水颐生石灰颐盐颐硫
磺粉颐油脂=100颐30颐10颐8颐5冤于冬季涂白树干袁以预防病虫害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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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修剪强度核桃树生长及结实情况

防日灼尧霜冻等[5-6]遥

1.3.3

病虫害综合防治遥结合土壤翻耕尧树体修剪等去除病

虫卵枝并烧毁曰用黑光灯诱杀天牛尧金龟子成虫曰采用生物
药剂防治病虫害遥
1.3.4

合理间作遥开展农林复合经营尧科学合理间作袁通过

间作农作物达到以耕促抚的效果袁同时提高土地利用率袁增
加经济收入遥核桃幼林期禁止种植玉米等高秆农作物曰间作
农作物时留出核桃树盘袁农作物以矮杆尧浅根作物为主遥
1.4 调查方法

渊个窑m-2冤
修剪强度 树冠投影面积核桃个数 内膛投影面积核桃个数 平均
重度
16.5
9.4
12.95
中度
14.2
6.8
10.50
轻度
13.6
5.1
9.35
对照
12.6
4.8
8.70
注院每株树按 4 个方向各取 1 枝袁测算冠幅面积及核桃个数袁求得
1 m2 核桃个数袁取 5 株树的平均值曰内膛单位面积结果数测定方
法相同遥

行翻耕尧间作玉米袁然后按试验设计袁分别开展树体中度修
剪+施肥尧中度修剪+不施肥尧施肥+不修剪试验袁并设置不修

采用实测法对核桃产量进行调查袁在样地除去边行株

后随机从第 2 行或第 3 行顺序抽取 10 株核桃并编号袁于每
年 7 月下旬果实采收前调查样株全株坚果数袁去青皮烘干
后测得单果重量袁以此计算全株产量及全部样株平均单株

剪+不施肥作对照遥施肥量为每株施农家肥 50 kg尧核桃专用
肥渊生物菌肥冤5 kg袁4要6 月叶面喷 0.2%尿素+磷酸二氢钾叶
面肥 2 次遥2015 年 7 月测产袁结果见表 3遥可以看出袁施肥和

修剪单项措施使结果期的漾濞核桃园平均产量较对照高

量方法为以样株树冠表面积及树冠内层面积实测产果量袁

38.5%和 24.6%曰而修剪+施肥综合处理的平均产量分别较

测得单果重袁计算单位面积产量遥

施肥尧修剪单项处理高 24.4%和 38.3%袁比对照高 72.3%袁表

2 结果与分析

明修剪+施肥综合处理有助于提升核桃低产园产量袁增加经
济效益遥

产量袁按每公顷实际株数求得公顷产量遥核桃修剪树产量测

2.1 林下间作不同农作物对核桃生长及结实的影响

连续 2 年分别在云新系列早实核桃林下轮作烟草+玉

米尧辣椒+花菜等袁2015 年 7 月下旬调查间作不同农作物对
核桃生长和结实的影响袁结果见表 1遥可以看出袁在核桃林下
合理间作农作物对促进核桃树生长尧提高核桃产量有明显
作用袁实施间作的核桃产量分别较对照增产 9.7%和 13.8%遥

其中间作玉米+烟草袁由于种植烟草施肥较多袁核桃树也吸
收了较多烟草肥袁因而产量较对照更高遥
表 1 林下间作不同农作物核桃生长及产量
间作作物

间作时间

辣椒+花菜
玉米+烟草
对照

2014 年
2014 年

树径
cm
15.2
14.5
14.1

冠幅
m伊m
6伊6
7伊6
6伊6

2.2 修剪强度对核桃生长及结实的影响

平均产量
kg窑hm-2
1 344.0
1 395.0
1 225.5

较对照依
%
9.7
13.8

表 3 修剪尧抚育施肥不同处理核桃生长及结实情况
抚育措施
中度修剪+施肥
不修剪+施肥
中度修剪+不施肥
对照
注院调查株数为 10 株遥

单株产量/kg
11.2
9.0
8.1
6.5

折合产量/kg窑hm-2
1 848.0
1 485.0
1 336.5
1 072.5

3 结论

渊1冤该研究采取的各项措施对漾濞核桃的生长和产量

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袁但各项措施的效果存在差异遥在具体
管理中袁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袁根据漾濞核桃的现状特征袁
确定适宜的管理措施遥
渊2冤不同管理措施对核桃园丰产的影响和作用不同袁但
是联系紧密袁相互促进遥如修剪降密为核桃园提供了良好

2013 年 12 月选择树体大小相近尧树形近似开心形的核

的通风透光条件袁有利于林下间种作物的生长袁又能防治病

修剪 2 年后于 2015 年 7 月调查树冠外围和内膛枝梢单位

的管理措施亟待整合为完善的管理系统袁这对昆明市漾濞

桃树开展重修尧中修尧轻修试验袁修剪后正常抚育施肥管理袁

面积结实情况袁结果见表 2遥可以看出袁重度修剪单位投影面

积产量较中度尧轻度修剪分别高 23.3%和 38.5%袁较对照高
48.9%曰中度修剪单位投影面积产量分别较轻度修剪和对照
高 12.3%和 20.7%曰轻度修剪较对照高 7.5%遥而重度修剪
2 年后内膛结果数明显高于轻度修剪和不修剪的核桃树遥结

果表明袁中尧重度修剪对促进核桃生长尧平衡树势尧提早结
实尧调节产量具有明显效果遥
2.3 修剪尧抚育施肥对核桃生长及结实的影响

核桃落叶后连续 2 年对结果期的漾濞核桃林地全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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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袁提高果实品质和产量袁促进丰产树冠的形成遥因此袁不同
核桃的种植具有重要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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