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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县大杏扁树整形修剪技术
赵 斌
渊河北省蔚县气象局袁河北蔚县 075700冤

摘要 杏扁是蔚县重要的特色产业袁杏扁生产中整形修剪技术至关重要袁各个生育阶段修剪技术要求不同袁正确尧合理地修剪有利于
杏扁丰产尧增收遥本文概括了杏扁树整形修剪的作用尧依据和原则袁并总结了幼树期尧盛果期尧衰老期杏扁树及放任杏扁树整形修剪技术袁以
期为杏扁高产高效栽培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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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杏扁又称杏扁袁是甜仁用杏的总称袁是我国特有的干

光腿现象曰杏扁树萌芽力强袁对出现光秃的枝条可回缩或短

果之一袁经济价值高袁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袁既可生食袁

截曰根据杏扁树上尧外部强和易光腿特性袁要控上尧外袁促下尧

也可作为食品工业的原料袁其副产品也有一定的应用价值遥

内曰针对杏扁树两弱的不足袁必须重视剪截与甩放结合袁以

大杏扁树适应性强尧抗旱尧抗寒尧耐瘠薄尧栽培技术简单尧管

剪截为主袁同时还要考虑品种尧树龄尧树势尧结果枝尧花芽量尧

理方便袁而且结果早尧收益快尧经济寿命长遥蔚县是全国杏

自然条件尧栽培技术尧树体结构等遥

扁传统产区袁目前全县杏扁种植面积已达 4 万 hm 袁挂果面
2

积 2.33 万 hm2袁正常年份可产杏仁 5 500 t袁产值 1.98 亿元遥
蔚县先后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野仁用杏之乡冶[1]袁被国家果品

2 整形修剪的原则
依据地力尧栽植密度和方法袁因地因树修剪袁掌握以低
干尧矮冠尧小冠为主曰冬剪与夏剪结合袁以冬剪为主曰幼树多

流通协会评为野中国仁用杏基地重点县冶袁野蔚县杏扁冶通过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家审查遥

疏少截袁成龄树多缩少疏袁促控结合袁生长与结果结合遥修剪

杏扁树生长期整形修剪非常重要袁合理的整形有益于造

树冤遥幼树用剪袁成树用缩袁老树用截袁上缓下剪袁因树而论袁

就坚实的树体骨架袁便于负载更多的果实曰正确的修剪可以

灵活运用遥下附口诀二则院野整形休离原基础袁大剪大割无前

起到早结果尧早丰产尧易管理尧增强树体抗逆性的效果遥整形
修剪的作用和意义概括起来就是 4 个方面袁即两扩渊扩大

途袁符合自然是真理袁强求树形不适宜冶野因树修剪原则里袁

树冠尧扩大叶幕指数冤尧两改渊改变枝尧叶的光路和水路冤尧两
调渊调整树势和产量冤尧两提渊提高杏仁品质和树体寿命冤遥一

中坚持野三去三留冶院去强留弱尧去正留斜尧去外留内渊衰老

脱离原则会失误袁种性发芽有强弱袁栽培山川有差异冶遥
3 杏扁树整形修剪技术
3.1

幼树期杏扁树

是两扩遥要想使杏扁树早结果尧夺高产袁就必须根据杏扁树
的生物学特性进行整形修剪遥不整形修剪袁树就会老化遥剪

盛遥修剪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各类骨干枝袁尽快形成树体坚固尧

截可以刺激其萌发新枝条袁从而达到快速扩大树冠尧扩大叶

丰产尧稳产的树形袁同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辅养枝促其成

幕面积的目的遥扩大叶幕面积袁有利于增强光合作用袁提高
杏扁产量遥二是两改遥通过整形修剪袁可以改变树冠的光照
条件尧改变树体营养液的供给流向袁有利于花芽分化和果实
膨大遥如顺口溜描述野树体养液如水流尧修剪好像调水沟尧截
枝胜似闸水门尧疏果雷同堵水口冶野自然生长不透风尧光照
更是不流畅尧到处见到许多树尧枝头树弱无产量冶遥三是两
调遥整形修剪可以调整树势袁使旺树变野弱冶尧弱树变野旺冶袁达
到中庸态势曰整形修剪可以调整产量袁解决野大小年冶问题袁
确保持续高产尧稳产[2]遥四是两提遥整形修剪后袁树势和产量
得到调整袁可以提高杏仁品质袁增加经济效益曰延长树体寿
命袁使树体茂盛不衰遥
1 整形修剪的依据

主要依据杏扁树生物学方面的 3 个特性袁即两光渊喜

光尧枝易光腿冤尧两强渊萌芽力强袁树冠枝条外尧上部强冤尧两弱
渊成枝力弱袁树冠枝条内尧下部弱冤遥具体就是院杏扁树比其他
树种更喜光袁通过整形修剪疏除过密尧过多枝条袁改善树体
通风尧透光条件曰杏扁树顶端优势强袁上部长出新枝条袁会导
致下部的细小弱枝容易干枯尧下部枝组不萌发新枝袁易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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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树期是树冠形成的重要阶段袁其突出特点是生长旺

花袁为早期丰产打下基础遥各类枝条的修剪原则是院定形扩
冠与促产结合袁以定形为主曰截尧放结合袁以截为主遥

栽植的当年定干袁主干高在 70 cm 以下 [3]遥第 2 年之后

至成形前袁每年对选留的主尧侧枝和中心枝的延长枝进行短
截袁分别剪去新梢长度的 1/3~2/5袁促其发生分枝和继续延

伸遥同时袁采取野里芽外蹬冶和支撑尧拉枝等方法开张主枝角
度袁使其主枝基角达到 50毅~60毅遥对于辅养枝袁根据生长空间
大小袁可以对其进行短截尧摘心尧甩放袁也可采用扭梢尧环剥尧

圈枝尧别枝等方法削弱树势袁促其形成结果枝或结果枝组遥成
形后的幼树袁每年从基部剪掉主尧侧枝延长枝上产生的背
上枝袁抑前促后袁防止结果枝组外移曰同时袁采用先放后缩或
先缩后放的办法培养结果枝组袁延长结果枝寿命袁增加早期
产量遥有的也可采用野一剪截尧二缓放尧三结果尧四回缩冶的修
剪方法遥
3.2 盛果期杏扁树

轻剪与回缩结合袁以回缩为主遥幼树经过 3~4 年的整形

修剪袁树体骨架初步形成袁同时骨干枝上的辅养枝也被促成
各种结果枝组和中短果枝袁开始进入盛果期遥这一阶段的特
点是树体营养生长缓和尧生殖生长量增加遥从局部看袁枝条
渊包括主尧侧枝延长枝冤的生长量减少袁这些生长缓和枝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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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袁使产量迅速增加曰产量的增加削弱了树体新枝萌发和枝

延长头视为背上枝处理遥对树冠内膛长出的徒长枝尧发育枝袁

条的生长遥因此袁调节结果与枝条萌发尧生长的矛盾袁使其维

通过短截或摘心尧拿枝尧拉枝等袁使其尽快成为结果枝组遥对

持既合理结果又正常营养生长的平衡关系袁是这一阶段修

各类结果枝组进行回缩袁选壮枝壮芽带头袁再重新培养各类

剪的主要任务遥各类枝条的处置原则是短截尧复壮尧更新袁轻

结果枝组遥要注意的是袁对过度衰老的树千万不能重截大卸袁

剪与回缩结合袁以回缩为主袁更新复壮袁结果不衰老遥

要先加强土肥水管理袁待树势恢复后袁本着先轻后重尧逐年

每年对主尧侧枝的延长枝进行短截袁剪去新梢长度的

1/3~3/5曰疏除 1/5~1/2 的花束状结果枝曰对短果枝和中果枝
进行短截袁分别剪去新梢长度的 1/2~1/3曰对衰弱枝头袁回缩

到强枝以上 3~5 cm曰对冗长尧开张角度过大的大枝袁回缩到
1/2~2/3 处曰对过密的多年生外围枝进行疏除曰衰弱的结果

枝组和结果枝要回缩到健壮部位曰对树冠内膛发出的徒长
枝和主枝背上抽生的徒长枝进行短截或夏季新梢长出 20~

30 cm 时进行摘心 2~3 次袁促其当年形成花芽袁培养新的结

递增的原则进行科学修剪遥如果野一步到位冶式修剪袁很可能
事与愿违袁适得其反遥另外袁抽伐大枝多会刺激树体萌发一
些茂盛枝条袁前期要及时绑缚支架袁以防风刮折遥
3.4 放任杏扁树
从未修剪过的放任杏扁树袁枝条紊乱尧树冠小尧干枝多尧
结果枝少遥对此类树的修剪袁应该整形与保产结合袁以整形
为主遥
修剪时袁对过多枝尧密挤枝尧交叉枝尧重叠枝尧竞争枝从

果枝组袁使新旧枝轮流更新袁交替结果曰对因结果过多被压

基部疏除曰对要保留的枝条袁开张角度袁以便通风透光曰对中

弯的枝条袁应及时吊枝袁以保持主尧侧枝和大型枝组的角度袁

下部光秃的骨干枝和结果枝组进行重回缩袁促进萌发新枝曰

有利于恢复生长势[4]遥

3.3 衰老期杏扁树

对弱枝群要疏弱留强袁细致修剪曰对刺发新枝的修剪要视具
体情况进行袁对部位适当尧较旺的枝重剪以培养主尧侧枝延

进入衰老期的树体最大特点是枝条生长量变小袁主尧侧

长枝袁对一般新枝通过轻剪尧摘心等手段培养成结果枝组遥

枝先端下垂袁膛内和中下部光秃袁中小型枝组常发生干枯尧

对此类树的修剪袁因去枝多尧伤口大袁修剪不宜太早或太晚曰

死亡现象袁产量明显下降遥上述表现一般是由于树龄较长尧

又因重截枝条多袁新生枝条也会多袁要及时搞好夏剪袁如抹

管理粗放引起的遥为此袁衰老期杏扁树的修剪重点是在加强

芽尧摘心尧拉枝尧拿枝等袁促其成结果枝组和形成饱满花芽袁

土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的同时袁对树冠重截更新复壮袁兼

以便尽早恢复高产遥

顾维持一定的产量遥
对骨干枝按照主从关系尧先主后侧袁依次适度重截回缩
到五至六年生或皮部较厚且有一健壮枝条或枝组的部位袁

可锯去原枝的 1/3 或 1/2遥骨干枝背上有徒长枝和发育枝袁可
用其作主尧侧枝的延长枝袁以恢复骨干枝优势袁而原主尧侧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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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对措施

4.1 加强枸杞生长发育期气象灾害预警预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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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健康发展袁保障农民利益遥
4.3 掌握气候规律袁选择优良枸杞品种
气象部门可邀请农业专家讲授枸杞种植知识袁组织枸

气象部门要充分做好气象为农服务工作袁提高气象预

杞种植户进行学习遥同时袁应选择品质优良和适应性较强的

警预报准确性袁关注各项不利于枸杞生长发育的气象要素袁

品种袁增加枸杞自身对气象灾害的抵御能力袁提高枸杞产量

进行持续不间断监测遥充分利用电视尧广播尧报纸尧网络等各

和质量遥

种媒介袁多渠道发布灾害天气预警信息袁给农民群众做好气

5

象灾害防御提供参考遥
4.2 强化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加大地方财政对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投入袁提高人工影
响天气的科技水平尧作业能力和服务效益袁建设人工影响天
气综合监测网袁提高动态监测能力遥根据枸杞生长发育期内
的气候条件袁适时开展人工降雨和人工消雹作业袁保证枸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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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推广遥
4 结论
蜜瓜是额济纳旗的主要特色农业产业之一遥额济纳旗
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宜种植蜜瓜袁但是每年也会出现不同程
度的冰雹尧低温冷害尧大风等灾害性天气遥为减轻气象灾害
给额济纳旗蜜瓜造成的危害袁气象部门应加强气候监测工
作袁为蜜瓜种植提供科学指导袁不断提高气象为蜜瓜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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