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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莓修剪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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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修剪是蓝莓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之一袁科学合理地修剪有利于提高蓝莓产量和品质遥本文介绍了蓝莓修剪的原则和主要方
法袁并总结了蓝莓修剪技术袁包括幼树修剪尧成年树修剪尧果实采收后修剪尧移栽大树修剪尧老树更新等袁以期为蓝莓高产高效栽培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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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蓝莓栽培过程中袁片面地追求早期结果和产量袁会导
致过量结果尧树势衰弱尧品质下降尧丰产期后不能达到预期
的产量与品质遥蓝莓修剪可以缓解植株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
之间的矛盾袁使之达到协调统一袁解决树体通风透光问题袁
增强树势袁改善果实品质袁增大果个袁提高商品果率袁延长结
果年限和树体寿命 遥蓝莓为灌木袁与乔木果树修剪不同遥如

主要目的是扩大树冠尧增加枝量尧促进根系发育遥第 3~4 年袁

疏剪所有细弱枝尧下垂枝尧交叉枝和病虫枝袁三年生以上枝
条回缩到具有强壮枝条部位袁留 3~5 个强壮的基生枝曰可适
量结果袁产量控制在 1 kg/株左右[3]遥
3.2 成年树修剪

[1]

蓝莓成年树较高大尧内膛易郁闭袁此时修剪的主要目的

果套用桃树修剪方法袁对生长中庸或稍强壮的一年生枝条短

是控制树高尧改善树体光照条件[4]遥修剪以疏枝为主袁疏除过

截袁就会剪掉大部分高质量花芽袁剪口下还会萌发很多细弱

密枝尧斜生枝尧细弱枝尧病虫枝及根蘖枝遥开张型品种去弱枝

的新梢袁导致树体生长紊乱尧营养供应分散和通风透光不良遥

留强枝袁直立型品种去中心干尧开天窗袁并留中庸枝[5]遥三年

新梢不正确地摘心后袁同样会萌发很多细弱的枝条遥另外袁
品种不同尧树型不同及果品用途不同袁修剪的轻重和方法
也应不同袁如高丛尧半高丛和矮丛蓝莓的修剪方法不同袁直
立型和开张型蓝莓的修剪也不一样袁要做到野因树修剪袁
随势修剪冶袁达到最佳的枝果比和叶果比以及最佳的产量和
品质 遥值得注意的是袁蓝莓修剪还须与当地的气候条件相
[2]

结合袁并以土肥水管理为基础袁才能达到预期目的遥
1 修剪原则
蓝莓修剪的主要原则是维持壮枝尧壮芽和壮树结果袁达
到最好的品质而不是最高的产量袁防止过量结果遥修剪后袁
蓝莓单果增大尧果实品质提高尧成熟期提早尧商品价值增加遥
修剪程度应根据果实的用途来确定袁如果作为加工用袁蓝莓
果实大小均可袁修剪宜轻袁以提高果实产量曰如果是作为鲜
果销售袁则修剪宜重袁以增大果个尧提高果实的商品价值遥
2 主要修剪方法
一是短截袁即剪去一年生枝条的一部分遥短截分为轻剪

渊留顶部芽冤尧中剪渊留中部芽冤和重剪渊留基部 1~2 个芽冤袁其
作用为刺激剪口下的芽萌发袁多发枝条曰加大树枝角度曰调

生以上枝条遵循野6 疏 1冶原则袁从基部疏除大的结果枝曰超
过 5~6 年的回缩更新曰弱小枝抹花芽使其转壮遥一般情况下袁

从基部算起袁成年树应有 12~18 个一尧二尧三尧四尧五年生枝
条曰修剪完成后袁保证整个树体有 300~400 个健壮的花芽遥
3.3 果实采收后修剪

怀宁县位于东经 116毅28忆~117毅03忆尧北纬 30毅20忆~30毅50忆袁

气候温暖遥蓝莓于 5 月底至 6 月初成熟采收后袁会经历炎热
的夏季和温暖的秋季袁至冬季休眠还有一段较长的生长过

程遥为了控制树体旺长尧增加花芽量袁生产上采取采后修剪

的方式袁即在果实采收后 15 d 左右进行修剪遥对于二至五年
生大枝条上生长健壮的新梢袁短截到 1/2~2/3 处曰对于生长

健壮的基生枝袁短截到 1/2~1/3 处曰对于生长中庸的大枝袁回
缩到生长健壮的新梢处袁再对新梢进行短截曰对于长势衰弱

的大枝袁直接短截到 1/2 处曰疏除细弱枝和病虫枝遥修剪后施
入复合肥渊15-15-15冤250 g/株袁配合有机肥 5~10 kg/株遥采收
后 30 d袁对于采后修剪萌发的直立新梢摘心遥采收后 45 d袁
再对新梢进行适当调整遥
3.4

移栽大树修剪

整生长势遥二是疏剪袁即从枝条基部剪去遥注意不要留野对口

蓝莓大树移栽后袁缓根时间较长袁不合理的修剪往往造

伤冶袁伤口下的隐芽易发生徒长枝袁需要及时清除遥其作用为

成地上部枝条发育不良尧生长衰弱遥尤其是定植当年追求早

减少枝量袁改善树体通风透光条件曰节约营养袁调节营养分

期产量袁修剪不到位袁当年结果过多袁会导致根系和树体发

配曰处理病虫枝尧枯死枝遥三是缩剪袁亦称野回缩冶袁即对多年

育不良尧果品达不到市场要求袁而且对以后产量的提高造成

生枝条短截遥其作用为更新复壮枝条袁使结果部位内移曰调
整树体枝条拥挤现象袁培养结果枝组曰处理病虫枝遥四是摘

心袁即摘掉枝条顶部的 1~2 个芽遥其作用为控制枝条生长袁促
进分枝曰改变养分运输方向袁促进花芽分化袁提高坐果率遥
3 修剪技术

3.1 幼树修剪

幼树定植后第 1~2 年就有花芽袁此时修剪以去花芽为主袁

疏剪下垂枝和所有交叉枝袁选留 2~3 个生长强壮的基生枝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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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遥大树移栽后修剪有 2 种方式袁即当年结果修剪和当年
不结果修剪遥当年结果修剪院定植后袁选留一年生健壮基生
枝 2~3 个尧二至三年生大结果枝 2~3 个袁回缩到具有健壮结
果枝部位袁其余枝条全部疏除袁产量控制在 1 kg/株即可遥当
年不结果修剪院采取平茬方式袁即定植后袁于离地面 1~2 cm
处将枝条全部锯掉遥
3.5 老树更新

半高丛蓝莓和高丛蓝莓在植株定植 15~25 年后袁地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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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信院和田管花肉苁蓉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
地区深受欢迎曰但就全国而言袁宣传力度不足尧认知度不高袁

导和发展管花肉苁蓉种植尧深加工研究等工作[8]遥
3.6 加大宣传力度

无法与和田的大枣尧核桃等产品相提并论遥
3 发展建议

积极开展绿色尧有机认证及原产地保护认证尧地理标志

3.1 加快推进药食同源认证进度

产品认证等工作曰通过展会尧电子商务平台等方式推介一批

积极协调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尧卫生部门袁进一步加快

和田管花肉苁蓉产业品牌袁努力形成和田管花肉苁蓉的区

将管花肉苁蓉列入药食同源目录的步伐袁开展管花肉苁蓉

域公用品牌袁进一步扩大市场认知度和占有率遥

新食品原料申报工作袁推动产业向纵深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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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吸引一批大型龙头企业进驻
通过招商引资方式袁吸引一批大型企业进入和田管花
肉苁蓉产业领域曰研究给予种植基地尧税收减免尧贷款贴息
等优惠政策袁培育和扶持企业做大做强遥
3.3 多渠道筹措资金袁形成产业发展合力
积极争取国家尧援疆省市尧社会资金袁加大对管花肉苁
蓉种植渊接种尧滴灌冤尧人员培训以及产品精深加工等环节的
支持力度[7]遥

3.4 建立新型市场主体
鼓励和支持成立管花肉苁蓉农民专业合作社袁实行订单
生产尧保护价收购袁确保种植户利益以及在市场上的话语权遥
3.5 加强与国内外的交流合作
给予优惠政策袁从国内外引进专业技术团队袁帮助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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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袁连平县东北部上坪一带最适宜种植柠檬曰东南部

哉i寅哉 的评价模型遥

三角尧大湖及西南部溪山尧田源等镇较适宜种植柠檬曰其他

使用专家打分法能够获取柠檬生态气候适宜度评价因

子的各级权重分配袁如表 1 所示遥

地区生态气候环境一般袁不适宜种植柠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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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连平县柠檬种植生态气候适宜度区划
柠檬生态气候适宜度等级划分袁即以柠檬生态气候适
宜度评价模型为依据袁并使用隶属函数与评价模型计算实
际发生值袁得出 V 值袁V 沂[0.00袁10.00]袁进而得出较明确的柠
檬生态气候适宜度等级范围遥

利用上述评价模型求出连平县各镇生态气候适宜度值
V 袁根据 V 值对连平县柠檬种植生态气候适宜度进行区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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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好尧规模大尧发展劲头足袁具体表现在农业产业以工业

2 蔬菜标准园区创建成效

企业的形式体现袁将工业的理念渗透到农业发展的各个角

标准园创建以来袁县农业局注重示范带动作用和效果 袁
[4]

组织乡镇分管领导尧龙头企业负责人尧种植大户及村民技术
员到标准园实地参观学习 110 批次袁吸引各类社会团体和

个人到园区参观学习达 3 000 人次遥标准园的创建发挥了示
范尧培训尧引导与带动等功能袁对全县蔬菜产业发展起到了
良好的带动作用遥
截至 2018 年底袁企业化运作蔬菜标准化生产园区发展

到 8 个袁全县蔬标准园区达到 19 个遥蔬菜标准园区数目多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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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袁此时可全树更新袁即紧贴地面用圆盘锯将地上部枝条
全部锯掉遥一般不留桩曰若留桩袁应将桩高控制在 2 cm 以
内袁留桩过高会达不到更新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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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袁有效破解了土地产出效益低的难题遥随着示范效益的凸
显袁产业将继续壮大袁农业增效尧农民增收前景广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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