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科技 圆园19 年第 9 期

林业科学

果用红锥林培育技术及推广应用效果
刘伟强
渊广东省兴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袁广东兴宁 514526冤

摘要 红锥用途广泛袁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遥兴宁市近些年来积极推广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资金项目野果用红锥林培育技术推
广冶袁项目推广后成效显著遥本文结合兴宁市红锥林培育的实际袁对红锥的特征特性尧价值等进行简单的阐述袁并总结了兴宁市示范推广的
果用红锥林培育技术以及相关的保障措施袁分析了该技术实施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袁以期为培育优质红锥林尧促进兴宁市林业发展提
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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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锥为壳斗科栲属常绿乔木袁主要在我国的广东省尧广
西省尧台湾省尧云南省等地分布袁是华南地区地带性植被顶
极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遥红锥是优良的林果兼用树种袁种仁
属优质的干果袁既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袁又是十分优良的大
径级用材树种[1]遥红锥生长旺盛袁一般一次造林可采伐 10 次
以上袁经营百年经久不衰且枝叶浓密袁混生性能好袁推广应
用的前景非常广阔遥近些年来兴宁市在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
广示范资金项目野果用红锥林培育技术推广冶的支持下以及
广东省林科院等单位协助下袁在永和镇建立了果用红锥示范
基地袁积极推广先进的果用红锥培育技术袁对加速兴宁市优
良乡土阔叶树种的开发利用尧促进木本粮食作物及珍贵用材
树种的培育尧山区林农增收尧改善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遥
1

红锥的特征特性及价值

1.1 生态习性
红锥喜光照尧温暖尧湿润的气候渊生长区域年均温在 18耀

24 益冤袁不耐寒冷袁温度低于 0 益时生长会受到不利的影响袁
稍耐干旱袁幼龄较耐阴袁对土壤肥力要求较高袁适生于由花岗
岩尧砂页岩等发育而成的酸性红壤尧黄壤或赤红壤袁而不适
生于石灰岩地区遥幼树在土层深厚尧土质疏松尧土壤肥力较
好尧土壤湿度条件适宜尧pH 值呈酸性的土壤中生长良好[2]遥

1.2 形态特征
红锥树体长势旺盛袁一般树高平均可达 30 m袁胸径可达

1 m 以上遥木材坚硬袁呈红色袁具有不开裂尧不变形尧易加工尧
耐腐蚀能力强等特点遥当年生枝条为紫褐色袁长势纤细袁与
叶柄及花序轴相同袁均被或疏或密微柔毛及黄棕色细片状蜡
鳞曰二年生枝条为暗褐黑色袁无或几无毛及蜡鳞袁密生着一
些皮孔袁与小枝颜色相同遥叶为纸质或薄革质尧披针形袁有时
兼有倒卵状尧椭圆形袁长 4耀9 cm尧宽 1.5耀4.0 cm袁稀较小或更
大袁顶部短至长尖袁基部甚短尖至近圆袁一侧略短且稍偏斜袁
全缘或有少数浅裂齿袁嫩叶背面沿中脉被脱落性的短柔毛袁
兼有颇松散而厚尧或较紧实而薄的红棕色或棕黄色细片状蜡
鳞层遥果序长达 15 cm曰壳斗有坚果 1 个袁连刺径 25耀40 mm袁

稀较小或更大袁整齐的 4 瓣开裂袁刺长 6耀10 mm袁数条在基
部合生成刺束袁间有单生袁将壳壁完全遮蔽袁被稀疏微柔毛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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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果呈宽圆锥形袁高 10耀15 mm袁横径 8耀13 mm袁无毛袁果脐位
于坚果底部遥花期 4要6 月袁果实在翌年的 8要11 月成熟遥
1.3 价值

1.3.1

营养价值遥红锥果的营养丰富袁淀粉含量高袁被人体

吸收率高达 95%以上遥红锥果还含有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尧胡
萝卜素尧VB 尧VB 尧VC尧钙尧磷尧铁等物质袁营养价值高于面粉尧大
1

2

米和薯类遥红锥果可炒食尧菜食或清炖袁也可磨粉制作糕点尧
代乳粉袁还可加工成罐头尧糕点等副食品遥
1.3.2

经济价值遥红锥实生苗种植 10耀15 年开始开花结实袁

20 年进入盛果期渊嫁接苗栽后 2耀3 年可结果袁5耀8 年进入盛
产期冤袁且盛果期长达 50耀80 年袁是一种高产的木本粮食植
物遥木材坚硬耐腐袁心材大袁褐红色袁边材淡红色袁色泽纹理

美观袁少变形袁干燥后开裂小袁属高质量材种袁切面光滑袁色
泽红润美观袁胶黏和油漆性能良好袁是高级家具尧造船尧车
辆尧工艺雕刻尧建筑装修等优质用材遥枝桠尧边皮尧碎材尧刨花
等是人造纤维尧纸浆尧纤维板尧刨花板等的好材料袁也是培养
食用菌的优质原料[3]遥
1.3.3

生态价值遥红锥林的凋落物量大袁具有很好的改良土

壤和涵养水源的作用袁是优良的水源林尧风景林树种袁与其
他树种营建混交林具有更好的生态效益遥
2 红锥林培育技术

2.1 选地整地袁施好基肥
红锥造林地的科学选择是首要环节袁应尽可能选在海拔

高度 500 m 以下尧日照时间较短尧湿度大尧土层厚的阴坡或
半阴坡下部袁如果条件允许袁也可选在山冲山谷尧丘陵中下

部或疏林地当中遥通常红锥栽培不炼山袁可借助周围的杂草
灌木丛作为侧方遮阴曰如果造林地为坡地袁整地需要选择带

状整地的方式袁以尽量减少水土流失遥兴宁市于 2012 年 10
月初选择在永和镇营建食用红锥示范林袁通过清山尧开作业
道袁12 月底完成挖穴尧施放基肥并回土备耕遥2013 年 3 月完

成 53.33 hm2 红锥示范林的种植袁具体操作如下院严禁炼山尧
全垦袁采用垂直带状渊宽 1 m尧带距 2.5 m冤割杂的方式清理林
地袁将杂草就地堆沤袁增加土壤肥力曰开设横直生产作业道
宽 1.2 m曰按行株距 2.5 m伊3.0 m 定点打穴袁植穴规格 50 cm伊

50 cm伊40 cm袁清除穴的两旁杂草袁以改善土壤的物理性状和

灭除土壤中的病虫害尧提高土壤肥力曰铲表土回穴施基肥袁
要求采用芭田复合肥总含量 45%袁N尧P尧K 各占 15%复合肥
0.25 kg/穴袁与穴土充分混匀袁之后将挖起的表土打碎回填至
149

现代农业科技 圆园19 年第 9 期

林业科学
穴深度的 1/2袁再将之前拌合均匀的肥和土回填至满穴袁继

推广服务体系建设袁加大对果用红锥的新品种尧培育新技术

续回土至平穴备栽遥

的推广力度曰充分发挥培训农民技术的作用袁加强对农户的

2.2

选择苗木袁适时栽植

培训袁提高农户的林业技术水平袁培育出高产稳产的果用红

采用适宜于粤东山地种植的果用红椎优质种苗袁一般

锥林遥此外袁要建立科技兴农尧科技带动农户的生产模式袁坚
持样板示范要技术培训要普及推广相结合的模式袁引导企

最佳遥选择早春透雨后的阴天或小雨天栽植袁先在穴的中央

业与农户通过签订产销合同尧实行保护价收购尧按农户交售

以长势健壮尧无病虫害尧高超过 50 cm 的二年生营养袋苗为
开 1 个比苗木营养袋稍大的栽植孔袁然后去除苗木的容器或

农产品的数量返回利润尧建立风险基金尧吸引农户入股等方

袋袁将带有营养土的苗木置于植孔中袁适当深栽袁接着在苗

式袁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袁结成风险共担尧利益共享的经济

木周围回填细土袁回填至比植穴水平面稍高时袁用力将穴土

利益共同体袁建立健全的利益分配机制和运转约束机制袁提

压实到平穴袁最后在苗木周围用松土培成馒头状袁以减少水

高广大农户培育果用红锥林的积极性遥

分的蒸发袁并可以防止穴内积水袁以免影响到苗木的成活遥

4 推广应用的效果

2.3

通过示范推广果用红锥林的培育技术袁永和镇红锥基地
内红锥苗木的造林成活率超过了 95%袁目前林木长势情况良

栽植后 1 个月检查成活情况袁发现死株及时补植遥
林间抚育

苗木成活后做好林间抚育工作袁一般于造林当年的 7要

11 月和 2耀3 年的 4要5 月尧7要11 月分别进行松土尧扩穴尧施

肥尧除草等抚育工作遥红锥为喜肥树种袁追肥可显著促进幼
林的生长袁因而要及时追肥袁一般每次中耕除草之后在清除

好遥2016 年 11 月测量红锥林木的平均胸径达 2.75 cm尧冠幅
121 cm尧树高 2.97 m遥
4.1 经济效益

营建的红锥示范林预计约十年生时开始产果袁至盛产期

干净的苗木左右两侧各挖 1 个小坑袁小坑位于苗木树冠垂直

时袁平均产果可达 1 200~1 500 kg/hm2袁按单价 10 元/kg 计算袁

1/2袁并与表土拌匀袁回填土至地平遥追肥以复合肥为主袁如果

材尧单价 3 000 元/m3 计算袁平均每年可增加木材约 640 m3袁可

投影渊滴水线冤附近袁深约 20 cm袁然后每个坑各放施肥量的
土壤较为贫瘠袁则可适当增加 1耀2 次追肥袁以满足红锥苗木

年收益可达到 80 万元曰同时袁至主伐时袁按 12 m3/年窑hm2 出
新增收入约 192 万元袁经济效益十分显著遥

生长需要的营养条件袁保证苗木快速良好生长遥永和镇营建

4.2 社会效益

食用红锥示范在完成造林任务后袁于 7要11 月实施林间抚育
管理工作袁在松土尧扩穴尧除草尧整形修枝的基础上袁将长势

新成果尧幅射带动周边地区尧加速良种良法推广应用袁对于

歪斜的苗木扶正袁并插竹进行固定袁以促进苗木干形的生长曰

增加就业尧提高山区农民收入尧推动山区经济的发展等有着

秋尧冬季对老弱病枝和霸王枝尧并生枝等进行修剪袁避免其
过旺生长袁保证主干的生长优势遥红锥耐涝性较弱袁因而要
做好林间的排涝工作袁可在林地上缘提前挖好截水沟遥
2.4

虫害防治
红锥的培育中要注意做好地下害虫的防治工作袁常见的

地下害虫主要有地老虎尧蟋蟀尧蝼蛄尧白蚁和金龟子等幼虫袁

通过建立红锥良种良法果用示范林袁展现红锥研究的最

重要的作用袁有很好的社会效益袁成为指导兴宁市果用红锥
林经营的示范样板遥
5 结语
兴宁市永和镇果用红锥林示范基地经过近几年的发
展袁在培育技术及推广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遥为了更好地实
施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资金项目野果用红锥林培育

可选择 52%的马拉松乳剂 500耀600 倍液袁或者 90%的敌百

技术推广冶袁政府需加大资金投入袁充分利用现有的红锥遗

虫的危害袁可对准发病部位喷施 90%敌百虫 1 000~1 200 倍

理工作袁促进苗木快速生长成林挂果遥

虫等药剂进行防治遥此外袁红锥林还容易遭到卷叶虫尧竹节
液等进行防治[4]遥

3 推广果用红锥林培育技术的保障措施
开展果用红锥优良种苗的示范推广工作袁发挥出优良种
苗的高产优势曰进一步加强对优质良种苗木生产能力的建设袁
满足苗木市场上对优质种苗越来越高的需求曰完善林业技术

传改良研究成果袁加大技术研究力度袁重视造林后的抚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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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倍液袁每天喷 2~3 次袁连续喷 7 d遥无患子常发生的虫害

2.6 整形修剪

2 000 倍液+2%阿维菌素 2 000 倍液混合喷雾的方法进行
防治遥

撒施复合肥 375 kg/hm2遥
根据培育的无患子树的用途确定定干高度遥在幼树生长
过程中及时修剪掉生长过密而造成树冠透光性差的枝条袁
修剪掉从根部或修剪愈口处新萌发的枝条曰及时扶正或者
立杆绑扎因受外力影响而造成歪斜或者树干弯曲的树木遥
2.7 病虫害防治

无患子容易发生的病害有立枯病和灰霉病[4]遥通常在病

害发生的早期进行防治袁即整株幼苗喷施 70%甲基托布津
150

有臭椿皮蛾尧天牛尧一点蝙蝠蛾袁可采用 2豫联苯菊酯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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