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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宁市油茶低产林改造技术及推广应用效果
刘伟强
渊兴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袁广东兴宁 514526冤

摘要 油茶是兴宁市重要的经济林树种之一袁针对当前存在一定比例的油茶低产林现状袁该市实施了油茶低产林改造技术示范袁成效
明显遥本文分析了油茶低产林的形成原因袁介绍了油茶低产林改造技术袁最后对兴宁市推广应用这一技术后的效果进行了分析袁以期为油
茶低产林改造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应用提供参考遥
关键词 油茶低产林曰形成原因曰改造技术曰推广应用曰广东兴宁
中图分类号 S79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渊2019冤11-0141-02

油茶是兴宁市重要的经济林树种之一袁早在 2009 年袁

都是霜降子等普通油茶品种的实生苗遥由于油茶为异花授

兴宁市就被中国经济林协会授予野中国油茶之乡冶称号遥近

粉袁经过多年的自然杂交袁后代品种类型多样袁林间油茶长

些年油茶种植面积逐渐增加袁但是由于存在一些老的低产油

势参差不齐袁不同品种的花期尧成熟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袁

茶林袁加上农户的管理粗放尧经营水平不高袁造成油茶的种

既加大了管理的难度袁同时也会降低油茶籽实的产量及出油

植面积虽然增加但是相应的经济效益却没有大幅增加 遥因

率遥经过对目前兴宁市油茶林的调查发现袁采用实生苗造林

此袁如何对这些油茶低产林进行改造尧提高油茶的产量成为

的林间有很大的差异袁油茶植株的经济性状尧产量低而不稳袁

[1]

兴宁市油茶产业稳定发展面临的迫切问题遥自 2014 年 6 月

开始袁梅州市林科所的专家来到兴宁市组织人员示范推广油
茶低产林的改造技术袁取得了很好的增产提效的效果遥现结

有的甚至只有 75 kg/hm2袁产值不到 3 000 元/hm2袁农民种植
油茶的积极性不高[2]遥
2.2 经营管理粗放

合当地油茶低产林改造实际袁对其低产原因尧低产林改造技

结合目前兴宁市油茶种植实际分析袁油茶多是家庭式种

术及其推广应用后的效果进行了简单的总结袁以供相关人

植袁分散种植于自家的田间或者山间袁规模种植的油茶大户

员参考遥

数量比较少袁加上近些年很多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务

1 油茶的功能价值
一是油茶的营养价值丰富遥其中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超

过 90%袁远远高于大豆油尧花生油中的含量袁有利于提高人
体免疫力袁对心血管疾病的预防等有着很好的作用袁有利于

人类的身体健康袁尤其是中老年人群曰还含有丰富的 VA尧VE袁
VE 的含量比橄榄油还要高袁所以抗氧化功能很好曰此外袁油

茶中还含有一定的生理活性物质袁如山茶甙[2]遥二是油茶的药

工袁留在家里务农的多是老人袁因而油茶的管理比较粗放袁
有的甚至不管护任其自然生长袁几乎处于荒芜状态袁农民只
在油茶果实成熟时去收获袁造成油茶林间土壤越来越贫瘠尧
板结袁林间杂草尧灌木横生袁光照尧肥水等条件不足袁造成油
茶树长势不佳袁林相混乱袁空间过于挤压袁光照不足袁通风不
良袁形成低产林遥此外袁由于油茶多数种植于山坡上袁由于除
草抚育措施不到位袁土壤遭受雨水过多冲刷后高度退化袁对

用价值高遥油茶的根入药袁可用于急性咽喉炎尧胃痛尧扭挫伤

油茶的生长不利遥油茶林间发生病虫害后袁由于日常农户管

等病症的治疗中曰榨油剩余下来的茶籽饼可外用袁将其涂抹

理粗放袁往往不能及时发现袁因而难以及时采取针对性的防

于患处可治疗皮肤瘙痒袁其浸出液可用于杀灭钉螺曰种子中

治措施袁错过最佳防治时间袁造成病虫害重发遥

提取的油茶粗皂甙可以降低胆固醇等遥三是油茶化工尧化妆

2.3 树龄老化现象严重

品方面的用途广泛遥茶油可用于制作人造奶油尧肥皂尧润滑
剂等曰很多化妆品的制作也离不开茶油作为基质原料曰油茶
饼粕尧果实外壳经过深加工后可以作为牲畜的饲料遥四是油

茶的环境价值明显遥油茶开花时间为每年的 10要12 月袁此

时其他多数植物都未开花袁可以弥补少花季节蜜源的空缺曰
油茶还可以作为生物质能源曰油茶具有极强的抗污染能力袁
吸附空气中的氯尧氟及二氧化硫等有很好的作用遥整体来说
油茶具有明显的保持水土尧调节气候尧涵养水源等作用袁生
态效益明显遥
2 油茶低产林的形成原因

2.1 品种更新慢袁综合性状不佳
油茶低产林产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的根本原因在于其

品种低劣袁目前兴宁市低产油茶多是 20 世纪 70 年代时建

园袁当时兴宁市大量种植油茶形成了大片的油茶林袁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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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油茶林长期处于失管状态袁很多油茶林尤其是建园
早的油茶林袁出现了大量油茶树老化的现象袁树体的长势跟
不上袁生理机能逐渐弱化袁未老先衰袁光合作用逐渐减弱袁根
系吸收能力也逐渐降低袁树体的养分供给不足袁枯萎死亡的
枝条越来越多袁油茶的冠幅也逐渐缩小遥有的油茶主枝上还
有地衣尧苔藓等附着袁病虫害发生的频率增加袁出现严重的
落花落果现象袁最终影响产量袁形成低产林[3]遥
2.4 科技及资金投入力度不够

低产油茶林品种的更新以及老林的改造需要较长时间
的资金投入袁普通农户难以承受袁需要地方政府在此方面给
予更多的倾斜袁但是由于资金不足等各种原因袁地方政府对
油茶产业发展的资金投入连续性不够袁造成有的项目刚开始
就因为后续资金跟不上而搁置袁使油茶低产林的改造无法继
续进行曰此外袁未建立起健全的科技支撑体系袁相关的技术
专家缺乏尧对油茶种植户的培训不够袁客观上也造成油茶的
经营管理处于无序状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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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油茶低产林改造技术

高袁因而在实际改造中要结合成本等因素适当选择遥
3.4 病虫害防治

3.1 土壤改良

一是对油茶林地进行坡改梯袁先清理干净林地袁劈蔸的

油茶生产中常发的尧具有较大危害的病虫害主要包括炭

高度不得超过 5 cm袁沿着水平等高线从坡底往坡顶进行梯

疽病尧软腐病尧油茶尺蠖尧油茶毒蛾等袁严重发生时会造成油

宽度不同袁对于 5~15毅的山坡袁畦面的带宽在 1.0~1.5 m 之间袁

而要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遥要选择对病虫害综合抗性能

状垦复渊深度以 25 cm 左右为宜冤袁不同的坡度要求的畦面
坡度为16~25毅时畦面带宽控制在 0.8~1.0 m 之间遥之后在

梯状畦面内挖长尧宽尧深分别为 1 m尧30~40 cm尧20~25 cm 的
竹节沟袁每隔 2 m 左右挖 1 条遥目前垦复技术的成本相对不

茶大量落花落果袁最终导致油茶植株的枯萎袁甚至死亡袁因
力强的油茶品种袁并对林间的卫生条件进行有效改善袁及时
将林间病虫害的枝条修剪带走集中处理袁防治可采取生物
防治尧农业防治尧药剂防治相结合的方法袁尽量减少化学药

高袁但是改良土壤的效果比较好袁因而应用较为广泛遥二是

剂的施用遥

肥料运筹遥油茶低产林内管护不到位袁林间到处都是杂草等袁

4 油茶低产林改造技术在兴宁市推广应用的效果分析

与油茶树争夺养分袁造成土壤养分缺乏袁因而低产林的改造
需要结合土壤情况进行针对性地施肥遥一般每年分别在秋

冬尧春夏季节施肥 1~2 次即可袁施肥量为有机肥 3 kg/株尧复
合肥 0.5 kg/株袁如果是补植的油茶苗袁则复合肥的施肥量适

当降低袁控制在 0.25 kg/株袁采取沟施的方式袁施肥结束后覆

盖 1 层薄土遥三是适当间种遥在油茶林间间隔种植其他植
物袁如豆科类植物等袁对土壤的改善效果明显[4]遥
3.2 改造林分

油茶低产林形成的一个原因即为林间植株密度过大且
分布不均匀袁有的林间空间郁闭度大袁有的林间形成野空窗冶袁
不利于油茶树的生长发育袁导致林间病虫害的严重发生袁最
终影响到油茶的产量袁因而要做好林分的改造工作遥对于林
间密度过大的油茶低产林袁可在收获油茶之前在长势不佳的
油茶树上做好标记袁待到 11 月至翌年 2 月期间进行间伐袁控
制林间的密度为 1 200~1 800 株/hm 袁提高林间的通透性曰对
2

于低产林内的野空窗冶袁可在疏除不结实或者结实少的油茶

植株基础上进行适当补植袁选择营养袋苗为最佳袁要求是通

过省级或者国家审定的尧生长 2~3 年尧高度超过 50 cm 的油
茶品种遥每年冬尧春季节结合不同油茶植株的树形进行修枝

整形袁将发生病虫害尧长势弱或者过旺的枝条修剪掉袁整形修
剪的油茶树在整个林间油茶总数中占比至少要求达到 60%遥
3.3 更新油茶品种

油茶低产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油茶品种多年未更

新袁品种过于老化遥结合这一实际袁在 6要7 月选择大龄的树
木作为砧木进行优良油茶品种的嫁接遥此种无性繁殖的方式

可以保留母本的优良性状袁后代不会发生遗传性状的重组袁
嫁接之后经过精心管理袁油茶生长情况大为改善袁产量逐年
稳中有升遥此种嫁接技术对操作有着较高的要求袁相对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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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兴宁市开始推广应用油茶低产林改造技

术袁采取了印发资料尧专业人员到基层开展油茶改造技术培

训等措施袁并组织召开了现场观摩会遥结合当地油茶低产林

改造的技术要求袁建立了 13.33 hm2 的油茶低产改造样板林尧
66.67 hm2 的油茶低产改造核心示范区袁总共带动了兴宁市

1 580 hm2 的油茶林实施了低产林改造袁在罗岗镇尧罗浮镇尧
黄陂镇尧大坪镇分别示范推广了 424.00尧454.67尧351.33尧
350.00 hm2遥推广应用低产改造技术后袁兴宁市的油茶低产林

得到了有效的复壮袁产量逐渐升高袁罗岗镇尧罗浮镇尧黄陂镇尧
大坪镇 4 个镇在推广油茶低产林改造技术之前的产量分

别为 575.55尧848.40尧625.35尧396.30 kg/hm2袁推广后在 2017 年

测产分别达到了 4 573.50尧5 163.60尧4 718.10尧4 284.45 kg/hm2袁
增产幅度分别达到了 694.63%尧508.63%尧654.47%尧981.11%袁
4 个镇的平均产量较改造前增加 666.27%曰经济效益也比改

造前有了大幅的提升袁罗岗镇尧罗浮镇尧黄陂镇尧大坪镇 4 个

镇油茶的经济效益分别比改造前增加 76 760.70尧82 851.90尧
78 580.80尧74 652.45 元/hm2袁平均增效 78 211.5 元/hm2袁新
增加的经济收入平均为 186 007.95 元/hm2袁总经济收入为

214 476.6 元/hm2遥未来按照低产改造技术继续实施袁油茶

低产林的长势会越来越好袁产量也会提高袁而且该技术简单袁
便于操作袁增产提效作用明显袁在广大农户中广受欢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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