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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地区大枣产业发展现状及展望
李 丹
渊国有喀左县十二德堡林场袁辽宁喀左 122300冤

摘要 简要介绍了朝阳地区大枣产业发展现状袁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袁对当地大枣产业的前景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袁以期为实现
当地大枣产业良性发展提供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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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朝阳地区气候条件特殊袁适宜枣树栽培袁当地各

2.2 管理技术落后
在当前的枣树栽培管理中袁靠天养的方法模式仍然存

级政府和种植户非常重视大枣的种植和产业发展遥截至
2017 年袁朝阳地区枣树种植面积已经近 2 万 hm2袁每年鲜枣

在袁由于土壤养分的缺失和理化性质的改变袁导致枣树能获

产量可达 7.56 万 t遥但是传统栽培技术仍然存在于当地大枣

得的养分越来越少袁严重影响了大枣的品质和产量遥而常规

生产中袁由其带来的枣苗成活率低尧产量提高慢等问题逐

使用的氮尧磷尧钾肥袁仍然以尿素尧磷酸二氢铵尧氯化钾等为

渐成为朝阳地区大枣产业良性发展的阻碍遥因此袁大枣栽培

主袁肥料的单一化和重复使用导致土壤板结和土壤微生物

技术的完善和调整仍然是朝阳地区大枣生产的研究方向和

含量下降遥因此袁使用枣树专用肥料养护枣树根系应得到足

任务遥

够的重视遥

1 发展现状
朝阳地区大枣的主要种植区包括双塔区孙家湾乡袁龙
城区大平房镇袁朝阳县杨树湾镇尧波罗赤镇等袁凌源市乌兰
白乡袁北票市上园镇尧三宝营乡袁喀左县水泉镇尧六官营子

2.3

枣树优良品种单一

在朝阳地区现有的枣树品种中袁大平顶枣产量占 50%~

70%袁而其他优良品种如三星大枣尧大铃铛枣尧金丝蜜枣等产

量均较低遥因此袁为了追求最大效益袁造成当地大平顶枣种

镇袁建平县万寿镇等袁年均创产值逾 8 亿元袁是朝阳地区农

植面积和规模最大袁其他品种的种植面积均远远小于大平

由于大枣种植在朝阳地区的特殊地位袁当地农户对其

不仅由于长期的近亲繁殖导致鲜枣品质下降袁而且由于品

种植的认知程度非常高袁尤其在山枣上嫁接鲜食大枣的技

种单一导致其对病虫害的抗性降低袁从而丧失了对自然灾

术人员数量庞大袁具不完全统计袁熟练掌握嫁接技术的人员

害尧病虫害的抵抗能力袁如果遇到病虫害的大流行袁则会对

业重点支柱产业之一袁也是农民的重要经济来源遥

达到六七千人袁为朝阳地区大枣种植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
础遥在政策支持上袁当地政府加大大枣种植鼓励扶持政策袁
积极引导农户提高种植质量袁建造精品枣园遥
2 存在的问题

2.1 枣苗栽植成活率较低

顶枣遥这种单一品种种植对当地的大枣产业发展非常不利袁

当地的大枣产量造成较大的影响[3]遥
3 产业前景及发展趋势

大枣属于抗旱植物袁是朝阳地区经济林的首选袁在当地
政府的支持下袁农户减少了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袁改为种植大
枣创收遥2011 年袁朝阳大枣正式被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当地传统栽培是采用自然休眠的越冬裸根枣苗进行造

局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袁这说明朝阳大枣在朝阳地区的

林袁在低温休眠过程中袁低温冻害尧干旱缺水容易导致苗木

产业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袁而大枣产业的良性发展也是

在起苗尧运苗尧栽植过程中扩大损伤袁导致成活率急剧下降

决定朝阳市经济走向的重要影响因素袁发展大枣产业不仅能

至 30%~50%袁降低了大枣栽培的工作效率袁提高了种植成

够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袁同样可以提高枣农的收入袁为社会

旱尧夏季干旱遥其中袁冻害主要是由于晚秋霜冻提前引起袁枣

虽然朝阳地区的大枣种植已经逐渐规模化尧产业化袁但

苗的木质化程度无法适应冬季的昼夜温差和地表温度袁当

随着大枣品质和产量需求的不断提高袁仅维持当前的大枣种

本[1]遥导致枣苗栽植成活率低的原因主要包括冻害尧早春干

稳定和谐发展尧保障生态效益提供助力遥

枣苗距嫁接点上方 10 cm 处遭受较大面积冻伤时袁使主干

植方法和管理技术袁已经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袁尤其是土地

干旱同样容易导致死苗袁主要原因是随着早春气温的升高袁

源和气候条件的局限下袁稳定并提高大枣种植袁并使产业呈

和枝叶所需的营养成分无法顺利到达袁进而造成死苗曰早春
枣苗内的水分等液体开始恢复流动袁加快了苗木枝干的水分

蒸发袁如果土壤中水分不足袁则导致枣苗根系无法吸收到足
够的水分和养分来供给苗木枝干的消耗袁从而引起枝干干
枯死亡[2]曰夏季持续干旱对枣树生长和营养储备造成了巨大
威胁袁是降低枣树造林成活率的重要因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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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日益匮乏和极端气候频繁出现的今天袁如何在土地资
上升趋势发展是当前必须考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在品种选择上袁朝阳地区林业管理部门已经开始引进
不同地区的优良品种并进行驯化袁虽然目前与大平顶枣这种
优势品种相比袁引进的优良品种在种植面积和产量上都处
于较小的比例袁优良品种的抗性尧在当地的生长特性等还需
要进一步研究袁但整体趋势正在朝品种多样化和高级化方向
发展曰朝阳地区的大枣矮化种植也已经进行了比较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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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尧70%甲基托布津

9%敌百虫晶体或 40%乐果乳油 800耀1 000 倍液防治蚜虫遥

喷防曰如生长期间发生霜霉病袁可用 20%烯酰吗啉悬浮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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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尧25%施保功乳油 600~800 倍液等
800~1 200 倍液尧40%乙磷铝可湿性粉剂 200~300 倍液或
58%瑞毒霉渊甲霜灵冤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等喷防遥

4.3.2 虫害防治遥阳光玫瑰主要害虫为蓟马遥完成疏果当天

和套袋前袁可结合病害防治喷施防治蓟马的药剂遥同时袁可用
渊上接第 68 页冤

花前再喷 1 次药袁花落后喷药频率为 10 d 喷 1 次袁喷药次数
3~4 次遥可用药剂有 70豫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
液尧80豫炭疽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尧50豫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尧50豫克菌丹可湿性粉剂 400~500 倍液尧50豫
抗菌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袁上述药剂可交替使用遥
7 果品采收

桃果实要及时采收袁收获时间应结合品种尧用途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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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考文献

距离等确定袁同时避免收获时出现撕裂尧碰撞尧摔破和刺伤
果皮的现象遥采收后应进行分级袁首先在桃园的阴凉处进行
初选袁然后按果实质量进行分级和包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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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临绝迹遥建议加强行政干预袁进行宣传教育袁增强人们的

多遥如油茶为江南重要的实用油料树种曰华东野核桃为我国

环保意识袁设立正规的药材收购站袁禁止乱收乱采袁罕见品

特产袁是我国著名的干果和木本油料树种曰紫苏是我国重

种应严禁采挖[3]遥

要的草本油料树种曰中华猕猴桃尧枇杷为优良的水果资源曰

3.2

桂花为著名的中国传统花木之一遥

加强对野生药材的抚育袁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
对野生重楼进行人工抚育袁帮助其扩大繁殖及生长区域遥

2.4 特色类群分布

同时袁积极响应国家林业局大力倡导的林下中药材种植袁比

百合科药用植物对环境要求较宽袁分布较广泛曰百合尧麦冬

4

调查发现袁百合科药用植物最多袁有 16 种袁且均为草本遥

等分布于山脚曰黄精尧玉竹等主要分布于山腰曰重楼分布于
山顶遥因此袁山脚尧山腰尧山顶的植物分布垂直区域性明显遥
3 中药资源保护和利用建议

3.1 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

近年来袁当地药农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袁对杜仲尧金银
花尧断血流尧桑树等进行掠夺式采集袁致使部分物种在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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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数目对出耳效果的影响

耳芽形成时间
d
22
21
21
21

单片及双片耳
利率/%
13.4
19.6
36.5
52.0

绝对生物学
效率/%
9.8 a
9.8 a
9.7 a
9.5 a

比率显著提高袁提高了黑木耳的商品价值袁其中 140 孔/棒效
果最好遥

5 单片耳生产

小孔单片黑木耳栽培袁孔径要控制在 4~6 mm袁孔过大

易连片成朵袁过小易憋芽袁造成减产甚至绝产遥袋料分离是
造成小孔栽培憋芽的主要原因遥解决袋料分离问题必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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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袁并初步建立了技术体系袁经过矮化种植培育袁大枣树
体矮小但抗逆性较高袁便于管理和密植栽培袁方便病虫害防
治和修剪采摘袁对大枣种植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方
向[4]曰新技术的推广也是大枣产业比较重视的问题袁例如新
式修剪法尧新枝摘心尧适时环割等新技术袁如何将新技术广
泛推广袁使枣农掌握并正确使用袁是未来林业管理部门的工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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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合适的菌袋袁改进工艺袁提高装袋尧窝口的标准袁严格控温

表5

开口数目
孔窑棒-1
80
100
120
140

如在油茶林下栽培结香袁在桂花林下栽培黄精尧玉竹等[4]遥

发菌遥另外袁小孔栽培刺孔时间与常规划口时间相比应略晚
几天袁出耳床摆袋前要浇 1 遍透水袁将刺孔的菌袋按袋间距
离 3~4 cm野品冶字形摆放遥摆好后覆盖塑料袋尧草帘保湿催
芽袁保湿 7~10 d袁打孔处即可全部形成耳基袁当耳基长成耳
芽时袁去掉草帘育耳遥大孔朵状木耳栽培一般只采 1~2 潮耳袁
而小孔栽培可采 3~4 潮耳[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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