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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原产伊朗尧阿富汗等中亚地带袁汉代传入我

壤与根系或土球密接冤曰 最后沿穴边封高 15 cm 的土

国遥 石榴树具有寿命长尧易繁殖尧易管理尧花期长尧果实

堰袁以便浇透水遥 栽植过程中袁做到起苗尧包装尧运输尧

营养价值高尧集绿化美化于一体等优点袁一直以来深

栽植尧浇水形成流水作业袁有利于树苗栽植成活遥

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袁特别是随着乡村振兴步伐的加

3 栽植后管理

快和宜居环境的改善袁石榴树已进入乡村和庭院 遥 为
[1]

了提高石榴果实产量和品质袁 有效延长经济结果年

限袁现将石榴栽培技术介绍如下遥

1 良种选择
坚持因地制宜尧适地适树原则袁选择适合当地发

3.1 浇水与保墒
栽后及时浇透水袁能够使土壤充分吸水下沉与根
系或土球密接袁待穴内表土发硬或露白时撒土与地面
齐平曰隔 3~5 d 浇第 2 遍水袁待穴内表土发硬或露白时

将穴封平袁以树干为中心封长宽各 30~40 cm尧高 15 cm

展的优良品种袁如泰山红尧三白甜尧河阴软籽尧江石榴尧

的土堆遥 以后浇水应根据天气情况尧土壤含水量和树

铜皮石榴尧珍珠红石榴等遥

体表现来确定遥 大树移植或不适宜季节栽植的树苗袁

2 栽植

石榴树喜光尧 耐旱袁 对土壤要求不严袁 在 pH 值

6.5~7.5 的各类土壤上均能正常生长遥 石榴适宜栽植时

在无有效降雨的情况下袁每隔 10~15 d 浇 1 次水袁浇水
后注意封土保墒遥
3.2 涂白

间是春季和秋季遥 春季栽植在土壤解冻后至发芽前越

涂白剂具有杀卵尧杀菌尧保温防冻尧光线反射防日

早越好曰秋季栽植在落叶后至土壤封冻前进行遥 石榴

灼等作用袁配方为生石灰 2 kg尧净水 5 kg尧食盐和植物

主根不发达袁须根多袁起苗时宜带土袁裸根栽植成活率
高[2]遥 米径 4 cm 以上的大苗和不适宜季节栽植时袁为
确保树苗成活袁起苗时须带土球袁土球直径是胸径的

8 倍袁土球以栽植时入栽植穴不散为合格遥 栽植穴应大

于根幅或土球 15~20 cm袁深度大于根幅高或土球高度
15 cm袁保持根系舒展和回填土的空间袁有利于土壤与

油少许遥 将生石灰加少量水粉化袁把石灰粉调成糊状袁
将水尧石灰乳尧食盐和植物油一起注入容器中充分搅
拌即可遥 为了提高杀虫尧杀菌效果袁可加入石硫合剂原
液 0.25 kg 或硫黄乳 0.5 kg遥 涂白要求高度一致尧细致
均匀袁可兼具美化环境的作用遥
3.3 抹芽袁除萌蘖

根系或土球紧密结合尧蓄水保墒尧新根伸长生长尧树苗

石榴树萌芽力和成枝力较强袁生长季节个别树干

成活和缩短缓苗期遥 栽植时袁先在穴底回填一层细湿

和根际多次萌发不定芽袁为了减少养分尧水分消耗和

土渊即上层熟土冤袁将树苗轻轻放入穴中央袁查看穴的

修剪留下的伤口袁要不定期抹芽和除萌蘖遥

大小是否适中袁 不适中时将树苗提出穴外进行修复袁

3.4 施肥

栽植深度是树苗原土痕印以上 3 cm曰第 1 次封熟土至
根幅或土球高度 1/3 时踩实袁 第 2 次封熟土至根幅或
土球高度 1/2 时踩实袁 第 3 次封土将根幅或土球全部
覆盖不踩渊以防土壤上实下虚浇水下沉不力袁影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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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树幼年期生长旺盛袁 结合休眠期翻树盘断
根袁沟渊沿树冠边沿向外挖宽 30~50 cm尧深 60~70 cm

的沟冤施腐熟有机肥 50~150 kg/株曰土壤瘠薄地和生长

势弱的石榴树袁于 6 月上中旬结合浇水追施尿素 0.1~

0.3 kg/株遥 盛果期每年沟施腐熟有机肥 150~200 kg/株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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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花期尧幼果膨大期分别追施尿素 0.5~1.5 kg/株遥 衰老

剪遥 主要抹除多余的萌芽袁利用摘心促发副梢袁控制生

期果树在休眠期沟施腐 熟有机肥袁5要6 月以 氮 肥

长量袁调节主从关系袁利用拿枝尧扭伤枝等方法培养新

为主袁7 月氮尧磷尧钾结合袁施肥量视树势而定遥 根外追肥袁

结果枝组或结果枝遥 衰老期保护和利用萌芽尧新枝尤

选择无风晴天袁 上午露水干后至 10院00 或下午 16院00

其重要遥

至下露水前进行遥 叶面喷洒 0.1%~0.2%磷酸二氢钾或

3.6 保花保果

时段袁否则易产生肥害导致脱叶 遥

切尧环扎尧断根尧环剥尧叶面喷洒矮壮素等措施削弱生

尿素时袁应先试验后应用袁避开气温高和太阳光直射
[3]

3.5 整形修剪

3.6.1

生长旺盛的幼树和不结果的旺长树遥 采取环

长势袁增加营养物质积累袁促进花芽分化遥 淤环切遥 早

坚持因树做形尧维持主从关系尧因势利导尧因枝修

春树液流动前袁用快刀或小钢锯在大枝基部切透树皮

剪的原则遥 充分利用生长空间袁不断改善通风透光条

1~3 圈袁深达木质部遥于环扎遥早春树液流动前袁用铁丝

件袁不断调节生长与结果的关系遥 石榴树发芽力和成

或细绳在大枝基部扎紧系牢袁待铁丝或细绳缢入树皮

枝力较强袁一般不会出现单轴延伸生长现象遥 自然生

后取出遥 盂环剥遥 早春树液流动前袁在大枝基部剥掉枝

长的树形袁进入盛果期后袁在果实的重力作用下会形
成自然开心形遥 但是袁自然生长会导致树形紊乱袁主从
不分袁内膛枝条过密尧拥挤尧交叉生长尧枯死袁结果部位
外移等生长不良现象遥
3.5.1 整形遥 石榴树形一般有多主干开心形尧单主干
自然开心形尧多主枝自然圆头形和双主干野V冶形等遥 不
论哪种树形袁都要注重主从关系袁主干上培养侧枝 3~
4 个袁 第一侧枝距主干 60 cm袁 第二侧枝距第一侧枝

50~60 cm袁第三侧枝距第二侧枝 40~50 cm遥 随着主枝

直径 1/10 的树皮遥榆断根遥发芽前袁在冠幅中部将土壤
翻起露出根系袁用快刀或快铲截断 2~3 条尧粗 3~5 cm

的中型根遥 虞喷洒矮壮素遥 于 5 月下旬和 6 月中旬叶
面喷洒 0.1%~0.2%比久或 0.1%多效唑溶液遥

3.6.2 生长势弱的树遥 加强肥水管理袁增施氮肥袁及时
防治病虫害袁叶面喷洒 0.05%赤霉素溶液等遥

3.6.3 提高坐果率的措施遥 一是昆虫传粉袁石榴园人
工放蜜蜂袁保护自然界有益昆虫曰二是人工授粉袁把雄
花套在雌花上曰三是疏花疏果袁摘除三类花尧退化小喇

延长袁树冠不断扩大袁但是主枝间距逐步缩小袁可避免

叭花尧双花以及多余的花尧过密的圆筒形果尧畸形果尧

发生外强内弱或上强下弱的现象遥 石榴树干性不强袁

病虫果以及长枝上的果曰 四是盛花期叶面喷洒 0.1%~

主枝夹角 45毅~50毅遥 侧枝上培养结果枝组或结果枝袁结
果枝组间距 25~30 cm袁树高控制在 4 m 以下袁能够充

分利用空间袁尽量扩大有效光合作用面积袁培养承载
产量的牢固骨架袁为盛果期获得连年丰产丰收培养出
合理树形遥
3.5.2 修剪遥 修剪可分为休眠期修剪和生长期修剪袁

即冬季修剪和夏季修剪遥 淤冬季修剪遥 幼年期渊一至三
年生冤修剪院一般情况下袁干高 60~80 cm袁枝条进行轻
度修剪袁剪去枝条长度的 1/4袁促进分枝袁利用甩放和

控制生长量等方法选留主枝和培养结果枝组遥 初结果
期修剪院延长枝剪留长度 40~50 cm袁利用撑尧拉尧剪等

方法开张角度 45毅~50毅袁疏除病虫枝尧过弱枝尧密枝尧交

0.2%硼砂溶液遥

3.6.4 套袋遥 于疏果尧定果后进行袁即果实颜色由黄色

变为绿色呈葫芦状时袁用 17 cm伊18 cm 的纸袋套袋遥套

袋前叶面和果面均匀喷洒 20%氰戊菊酯 2 000 倍液+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袁药后 5 d 内套

完袁否则重喷药遥 套袋时袁左手拿袋袁右手将纸袋撑开
或吹起使其膨胀袁将果实装入袋内袁手不能触摸果面袁
使果实在袋内悬空袁 双手将纸袋口向内折紧至果柄
处袁在袋口下 2 cm 处绑牢袁不紧不松袁过紧影响果柄加

粗生长袁过松虫尧病菌尧水易进入袋内遥

于采收前 25 d 左右去袋袁 摘除覆盖果面的叶片袁

采取拉枝尧别枝尧撑枝以及冠下地面铺反光膜等措施袁

叉枝尧背上竞争枝或徒长枝袁有生长空间的采用刻伤尧

使果面能充分采光着色袁提高果实品质遥

拉枝尧扭曲等方法改变其生长方向袁疏除无利用价值

4 病虫害防治

的枝袁其余枝条进行缓放结果遥 盛果期修剪院去弱留

坚持以预防为主尧化学药剂防治为辅的综合防治

强袁疏除过密枝尧交叉枝和病虫危害枝袁利用竞争枝更

原则遥 淤清园遥 及时清除病虫果尧病虫枝尧枯枝落叶和

新复壮袁疏除背上徒长枝遥 衰老期修剪院回缩主枝至结

杂草曰冬季刮老树皮集中处理袁结合施腐熟有机肥翻

果枝组或生长健壮的新枝处渊如果主枝角度过大下

树盘尧树干涂白等遥 于营林措施遥 加强土肥水管理袁保

垂袁利用背上枝抬高角度曰如果主枝角度过小袁利用背

护性预防病虫害袁加强夏季修剪袁改善通风透光条件袁

下枝开张角度冤袁利用新生枝培养主枝尧侧枝以及结果

提高树体抗逆性遥 盂化学药剂防治遥 蚜虫尧飞虱尧网蝽

枝组袁最大限度延长有效经济结果年限 [4]遥 于夏季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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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继鑫等院蓝莓采摘运输流程及其质量控制
害尧感官要求对不同等级或品牌果制订不同的检验评

植园采摘运送至消费者手中需要层层把控遥 蓝莓鲜果

判标准袁其中农药残留尧重金属含量及包装一定要符

属呼吸跃变型水果袁成熟采摘后品质会随着时间的推

合国家相应标准袁 处理结果只有合格与不合格袁不

移而下降袁通过关键节点关键环节的控制袁如温度的

存在可容忍度 遥 蓝莓鲜果质量缺陷检验标准划分成

控制袁可以降低新鲜蓝莓的活性速率袁可最大程度减

[13]

3 个等级袁即次要缺陷渊色泽不正尧表皮损伤尧畸形尧尺

少质量恶化尧失水尧坚硬度损失等袁尽可能延长蓝莓鲜

寸不足尧斑疤等冤尧主要缺陷渊软果尧皱缩冤尧严重缺陷

果的货架期遥 只有这样袁才能保障消费端蓝莓鲜果的

渊发霉尧水烂尧果肉损伤冤袁并据此制订不同的容忍度袁

新鲜和质量袁才能树立产品的品牌形象遥

如对于主要缺陷袁第一等级尧第二等级尧第三等级容忍
度分别设为 2%~4%尧4%~6%尧6%~8%遥 感官标准可以

作为辅助验收标准袁主要针对果粉尧糖度尧口感尧质感
等项目进行评判遥 蓝莓鲜果虫害验收标准应注重果蝇
检验袁如每批次是否允许检出果蝇蛆虫或允许检出多
少条果蝇蛆虫[1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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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莓属于浆果袁不耐贮存袁加之蓝莓成熟期不集
中袁采摘期长袁增加了蓝莓鲜果的质量控制难度袁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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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刺吸害虫防治药剂有 3%尧10%尧20%啶虫脒乳油袁或
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袁 或 10%吡虫啉乳剂等遥 黄刺
蛾尧步曲尧钻心虫等食叶钻果害虫防治药剂有 5%尧10%

氯氰菊酯乳油袁或 50%辛硫磷乳油袁或氰戊菊酯等遥 保
护剂有 40%代森锰锌溶液袁或倍量式波尔多液 200 倍

液等遥 叶斑病尧 果实腐烂病等病害防治药剂有 40%尧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袁 或 50%多菌灵可湿性粉

剂袁或 4%多菌灵胶悬剂等遥 使用方法咨询植保人员或

究[J].现代园艺袁2012渊19冤院3-4.

的影响[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袁2014袁41渊5冤院871-874.

化活性的影响[J].宁夏大学学报渊自然科学版冤袁2011袁32
渊2冤院172-175.

[13]高继鑫袁冯中磊袁姜惠铁.蓝莓鲜果采后标准化质量控制
方法[J].中国果菜袁2019袁39渊4冤院23-26.

按商品标示配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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