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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桐子栽培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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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山桐子是重要的经济树种与观赏树种袁单株产果量高袁全果含油遥山桐子油可作食用油袁油脂品质高袁兼具多种保健功能袁市场
前景广阔遥本文介绍了山桐子栽培管理技术袁包括苗圃整地尧苗木培育尧苗期管理尧造林技术尧林地抚育管护等方面内容袁以供种植户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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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桐子渊Idesia polycarpa冤袁又名油萄葡[1]袁属大风子科山
桐子属高大落叶乔木袁树形优美袁秋日果实深红色袁圆锥状
下垂袁是优良的园艺观赏树种遥山桐子适应性强袁耐旱袁耐贫
瘠袁广泛分布于我国秦岭尧淮河流域以南地区 遥山桐子单株
[2]

产果量高袁全果含油袁油脂品质高袁兼具多种保健功能袁是重
要的木本油料物种[3-4]袁被誉为树上野油仓冶遥因其诸多优点袁
近年来袁山桐子产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相关法律政策的
支持下袁种植范围日益扩大袁在全国各地正迅猛发展袁市场
前景十分广阔 遥现就山桐子栽培管理技术总结如下遥
[5]

1 苗木培育

1.1 苗圃整地

选择背风向阳尧地面平整尧土层厚度 40 cm 以上尧砂壤

土或壤土尧微碱性至微酸性尧地下水位 1.5 m 以下尧排灌设
备齐全尧交通便利的地方作苗圃地遥冬季前袁施农家肥 3.0~

沟浇小水袁水浸下后袁及时将种子均匀撒入沟中袁覆盖过筛

细土 0.2~0.4 cm袁随即搭拱棚覆盖薄膜或稻草遥幼苗出土后
及时揭去覆盖物袁并进行常规土壤水肥管理和除草遥
1.2.2

扦插育苗遥3 月初至 3 月中旬袁选择无病虫害尧无机械

损伤尧芽饱满尧直径 1~2 cm 的枝条袁插穗剪成 10~15 cm 长袁

上部离芽 1 cm 处平剪袁下部剪成平口遥可利用硬枝或嫩枝
进行扦插袁硬枝扦插可于春季进行袁嫩枝扦插可于 6要8 月
半木质化较好的时期进行扦插遥扦插前袁用 ABT 1 号生根粉
渊浓度 100 mg/蕴冤浸泡插穗下端 5 h遥插穗呈 80毅斜插袁插入基
质 4/5袁最上面的芽要外露袁扦插株行距以 10 cm伊10 cm 为宜遥

插好后喷水 1 次袁浇透水袁不在温室内的应搭棚盖膜袁床面
干时注意喷水袁气温超过 30 益时要遮荫遥发芽展叶后叶面
喷施 0.2%尿素垣0.1%磷酸二氢钾遥
1.2.3

嫁接苗培育遥3 月初至 3 月中旬袁选择一至二年生山

4.5 t/hm2 和必要的杀虫消毒剂硫磺粉尧草木灰等袁深翻耙平遥

桐子实生苗作砧木袁砧木粗 0.7 cm 以上袁留高 6~12 cm袁随剪

的苗床袁苗床长度视实际情况而定袁建成等高带状为宜遥做

病枝条作接穗遥每穗保留 2~3 个芽袁采用劈接尧形成层对接

次年 2 月整好苗床袁做成宽 120 cm尧高 25 cm尧步道宽 30 cm
到床土细碎尧床面平整尧水沟畅通遥下种前 3 d 用硫酸亚铁或
福尔马林消毒土壤遥

1.2 苗木培育
1.2.1

随接遥选取品质优良尧健壮的成年树上一至二年生健壮尧无
等方式进行嫁接遥嫁接后及时除萌袁易发生冻害的地区袁对
嫩梢进行摘心遥
1.3

实生苗培育遥10 月上中旬山桐子浆果呈红色或橘黄

苗期管理

3要4 月生长初期[7]袁要加强松土尧除草尧间苗和病虫害防

色时袁采集山桐子浆果遥选择树龄 10 年以上的母树袁用高枝

治等工作曰5要7 月速生期袁苗木生长加快袁要及时追肥尧灌

青川等优良种源地高含油率母树[6]遥将果实置于通风尧避光

肥后要及时浇水曰8 月袁不施肥少浇水袁防止苗木徒长袁促进

剪采取果穗袁采种母株应生长健壮尧无病虫害袁尽可能采集

处熟化一段时间袁用水浸泡后擦破果皮筛出种子袁将种子进

水曰6 月袁施用尿素液肥 1 次曰7 月追施复合肥 90 kg/hm2袁追
苗木木质化遥山桐子适应性较强袁新圃地一般没有病虫害袁

行沙藏渊层积处理冤或干藏袁待翌年播种时用遥沙藏温度 3耀

如偶尔发生病虫害袁可根据情况进行防治遥如管理得当袁当

藏时将种子堆放在地势高燥尧排水良好的地方袁或阴凉尧干

接用于造林遥

7 益袁即将阴干的种子湿沙层积袁注意沙内含水不可过多遥干

年平均苗高可达 1.5 m 左右袁平均地径可达 1.5~2.0 cm袁可直

燥尧通风的室内袁堆积高度以 50耀60 cm 为宜袁每隔 1 m 左右

2 栽培技术

竖立一束稻草袁便于堆内空气流通尧散热遥定期检查种子状
况袁一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遥

3 月中旬取出山桐子种子袁由于其种皮坚硬袁表面有蜡

质袁自然发芽率极低遥因此袁播种前先用草木灰或洗衣粉稀

溶液浸泡 2~4 h袁搓去种子蜡层遥播种量为风干种子 4~6 g/m2遥
苗床开沟袁行距 25 cm袁沟深 3 cm袁宽 5 cm遥然后用烧水壶顺

基金项目 野十二五冶国家科技计划课题野山桐子高产尧高含油良种选育
与栽培示范冶渊2015BAD15B02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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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造林技术
山桐子造林春尧秋季皆可进行袁秋季造林在落叶后渊11要

12 月冤进行袁春季造林于 2 月中旬至 3 月中旬渊新叶萌动前冤

进行遥选用地径 2 cm 以上尧苗高 0.8 m 以上尧根系保留较好的
健壮苗遥选择阳坡地块进行造林袁挖穴规格为 40 cm伊40 cm伊

40 cm渊长伊宽伊高冤袁呈倒锅底状袁种植前可用腐熟圈肥 2~3 kg尧
磷肥 0.5 kg 作基肥袁将基肥与表面壤土拌匀袁填入穴内袁秋尧
冬季开穴填土遥

山桐子由于枝条过于开张袁种植株行距以 4 m伊4 m 或

5 m伊4 m 为宜袁即种植密度约为 450 株/hm2遥山桐子为雌雄

异株植物袁因而需配置授粉树袁一般 6~8 株雌树环绕 1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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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树栽植遥造林时可按此比例选择无性系苗木造林袁也可先
用优良种源实生苗造林袁成年后再对多余的雄株进行嫁接
改造遥

山桐子苗种植前用 50~100 mg/L ABT 溶液蘸根袁栽植时

目的遥依照山桐子分枝习性[4]袁采用疏散分层型树体为宜袁即
每个单株为 7~9 个主枝袁分 2~3 层轮盘排布遥种植后第 3 年
冬袁在主干距地面 150~170 cm 处进行短截曰第 4 年冬袁每层
主枝的每个枝条上袁多年生枝条疏除直立旺长枝条袁短截或

剪去过长的须根袁使根系舒展放入种植坑内袁深浅适宜袁回土

缓放平斜枝遥6~7 年后袁树体进入盛果期袁应及时疏除过密

覆盖袁并夯紧土壤袁使根系与土壤紧密结合遥土壤覆盖至树

枝尧病虫枝尧下垂枝尧平行枝尧轮生枝尧徒长枝尧竞争枝等袁促

颈上方 1~2 cm 即可袁种植后应及时浇定根水遥

2.2 林地抚育管护
2.2.1

除草遥造林后袁每年均应实施除草等抚育管理措施遥

每年除草 1~2 次袁可在 5要6 月或 8要9 月进行袁以树冠下局

进果实良好发育遥
2.2.4

病虫害防治遥坚持野预防为主袁综合治理冶的方针袁通

过加强培育尧可持续经营等措施袁增强山桐子对有害生物的
抵御能力遥改善山桐子林地生态环境袁根据有害生物和环境

部除草方式为主袁范围以不影响幼树生长为原则遥梯田埂上

之间的相互关系袁充分发挥自然控制因素的作用袁因地制宜

着生的植被在不影响山桐子生长的情况下尽量保留袁以提高

地协调应用必要措施袁保持生物多样性袁构建复杂稳定的生

林地生物多样性和有利于水土保持遥

态系统袁将有害生物控制在经济损害水平以下袁以获取最佳

2.2.2 水肥管理遥造林后袁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每年应在旱季

灌溉 2~3 次袁同时需注意雨季及时排水遥

实行平衡施肥袁鼓励测土配方施肥袁因土因树制宜袁施

足基肥袁减少施肥次数遥以有机肥为主袁尽量控制化肥施用
量遥严禁施用未腐熟的人粪尿与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工业尧城
市垃圾尧磁化肥料和来自医院的粪便尧废弃物等遥基肥在果
实采收后至休眠之前施入袁提倡应用腐熟的农家肥料袁成年

树可施栏肥 80~100 kg/株或饼肥 5~8 kg/株尧人粪尿 30 kg/株遥
催芽肥于叶萌动前施入袁以氮肥为主袁适量配以磷钾肥渊N颐P颐

K=3颐1颐1冤袁以恢复树势袁有利于加快植株的营养生长袁防止植
株徒长袁根据树体大小施肥量为 1~5 kg/株不等遥5要9 月
为山桐子速生期袁此时应施用保果肥袁以磷钾肥渊N颐P颐K=0.5颐

1颐1冤为主袁施肥量以 2~7 kg/株为宜遥另外袁采后还阳肥可结
合基肥一并施用袁可以不单独施用遥如遇干旱天气袁应适当
调整施肥的频率和时间袁以不烧根为原则袁并在施肥后及时
浇水遥
2.2.3

整形修剪遥对山桐子进行整形修剪袁在保障山桐子结

实量的基础上袁进行树体矮化控制袁以达到降低采收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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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效益尧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遥
山桐子病害较少袁主要有锈病和炭疽病袁发病初期及时

喷施 75%甲基托布基可湿性粉剂 1 500 倍液或 50%多菌灵

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遥未发病的植株可用 29%石硫合剂水
剂 6~11 倍液袁或 1颐0.5颐240 波尔多液进行防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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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低和植株需水情况遥待植株完全恢复袁可以正常生长后袁

水状态也会干枯死亡遥

5.7.4

输液遥输液可为树体提供足够的水分和养分袁能大大

提高移栽树木的成活率遥输液一般在 4要9 月进行遥输液前
需提供深至髓心的 3~5 个输液孔袁一般位于大树基部袁由
上向下呈 45毅角遥将 0.1 g ABT 6 号生根粉和 0.5 g 磷酸二氢

钾溶于 1 mL 水配制成药液袁将药液以类似人体输液的方式
缓慢输入树干体内袁结束后务必用棉花团堵塞输液孔袁防止

药液流出遥具体输液频率以及间隔时间取决于干旱程度尧温
122

用波尔多液封好输液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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