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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甜樱桃属温带落叶果树袁喜干燥凉爽气候遥 在南方地区袁因需冷量不足尧花期温度较原产地高以及经常遭遇
连续阴雨天气等袁甜樱桃产量低尧品质差遥 本文从建园尧品种选择尧肥水管理尧整形修剪尧花果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等方面
总结了南方地区甜樱桃优质高效栽培管理技术袁以期为南方地区甜樱桃优质高效栽培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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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樱桃渊Prunus avium L.冤是蔷薇科李属樱桃亚属

壤 pH 值为 6~7尧 土质肥沃尧 透气性良好的沙壤土地

植物袁原产于亚洲西部和欧洲黑海沿岸袁属温带落叶

块袁园内挖排水沟袁做到排水通畅遥 若在地势较高的山

果树袁19 世纪 70 年代引入中国遥 甜樱桃具有果实发育

坡地建园袁应注意避开风口袁并在主风方向建防风林遥

期短尧成熟期早尧色泽鲜艳尧耐贮性好尧营养丰富等特

为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及通透性袁改善土壤的理化性

点袁是我国春季上市最早的果品袁具有十分广阔的市

状袁建议果园行间生草或覆草遥 采用深沟高垄栽培袁如

场前景遥 因栽培经济效益高袁近年来甜樱桃栽培面积

在水稻田建园袁垄高应大于 0.5 m遥 不封冻地区秋季落

迅速增长袁栽培区域逐渐向南方暖湿地区扩展遥
我国是世界上甜樱桃栽培面积最大的国家 袁截
[1]

至 2018 年袁全国甜樱桃栽培面积达 20 万 hm 遥 甜樱桃
2

叶后至春季萌芽前均可定植袁以秋季定植最好遥 定植
前袁施充分腐熟的有机肥 52.5~75.0 t/hm2遥 甜樱桃根系

对肥料敏感袁定植时袁应避免根系与有机肥直接接触遥

喜干燥凉爽气候袁国内主产区在山东尧辽宁等北方地

选用优质壮苗建园袁定植前对根系进行修剪袁去除霉

区遥 浙江尧上海等南方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袁栽培

根及伤根遥 根据不同树形袁以行距逸4 m尧株距 2~4 m

的甜樱桃因需冷量不足袁再加上生殖生长时期温湿度

为宜遥

较原产地高袁影响花芽分化及花器官发育袁导致坐果

2 品种选择

率低尧畸形果多遥 如何通过栽培管理措施提高南方地

南方地区冬季和甜樱桃花期温度均较原产地偏

区甜樱桃的产量和品质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遥 本文结

高袁不利于甜樱桃打破自然休眠和生殖器官发育遥 一

合南方地区环境和气候特征袁从建园尧品种选择尧肥水

般甜樱桃早熟品种较晚熟品种需冷量低遥 南方地区栽

管理尧整形修剪尧花果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入手袁

培甜樱桃时应选择花期耐高温能力强尧 自花结实率

总结出甜樱桃优质高效栽培管理技术袁以期为南方地

高尧需冷量低尧抗病性好的品种袁如皇家李尧皇家明妮尧

区甜樱桃栽培提供借鉴和参考遥

布鲁克斯尧红宝石尧先锋尧桑提娜尧拉宾斯尧佐藤锦尧红

1 建园
甜樱桃属浅根系果树袁 对土壤条件要求较高袁需
透气性良好的土壤袁对涝害也比较敏感遥 南方地区地
下水位高袁土壤透水透气性差袁因而建园时应特别注
意预防涝害发生遥 园址宜选在土层较厚尧地势较高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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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尧萨米脱等[2-4]曰并合理选择砧木和授粉树袁砧木可选
择吉塞拉系列等袁授粉树须选择 S 等位基因不完全相

同尧花期相遇的品种[5]遥

3 环境调控

甜樱桃开花期对温度要求较严格袁温度不适宜会
严重影响授粉尧受精和坐果等遥 开花期白天适宜温度
为 12~18 益袁最高不超过 20 益袁夜间温度应高于 5 益袁
以保证花粉的正常萌发遥 否则袁即便开花袁坐果率也很
低遥 为避免或减轻花期前后高温对开花坐果的影响袁
可建防风林带遥 防风林不仅可明显降低风速袁在降低

朱 瑜等院南方地区甜樱桃优质高效栽培关键技术
夏季气温尧提高春季地温方面也有明显效果遥 在高温

量多次地灌水袁保持土壤湿润遥 每次施肥后也应灌水遥

时节袁采用遮阳网遮阴袁当气温跃25 益时结合喷灌等措

采果后袁适当控制灌水袁以水湿地皮为好袁以防止枝条

施降温袁减轻或防止由高温引起的胚囊和胚珠发育不

徒长袁促进花芽分化遥 整个生长期要注意排水防涝袁否

良尧花粉败育等问题遥 另外袁降雨量过大也严重影响南

则土壤长时间积水会导致根系窒息袁 引起叶片黄化尧

方温暖地区甜樱桃栽培袁在甜樱桃进入结果期后建议

树势变弱袁甚至造成树体死亡[7]遥

搭建避雨棚渊拱高不低于 3.5 m冤[6]遥

4 整形修剪

甜樱桃是喜光性植物 袁 全年日照时间要求在

2 600~2 800 h袁因而其树形要以通风透光为主遥 南方夏

7 花果管理

盛花期是南方甜樱桃栽培管理的关键时期遥 在南
方地区袁甜樱桃开花盛期会遭遇野倒春寒冶尧高温及连
续阴雨等恶劣天气袁严重影响散粉和有效授粉遥 为解

季高温多雨袁特别在梅雨季节袁光照变差袁枝量控制应

决以上问题袁需合理配置授粉树袁并结合放蜂和避雨

比北方适栽区稀疏遥 甜樱桃栽培要选择合理的树形袁

栽培遥 另外袁盛花期喷 50 mg/L GA 或稀土微肥 300 倍

一般可采用纺锤形或野再冶形袁高干低冠袁定干高度不低
于 0.8 m袁树冠高度控制在 2.5 m 以下遥 南方枝梢抽生

量大袁夏剪工作量大袁要经常不定期进行修剪遥 6 月中

液袁有利于提高坐果率[8]遥 注意疏花疏果袁防止负载量

过大造成早衰遥 为减少裂果发生袁采前应尽量保持土
壤含水量稳定遥 避雨栽培或施用钙肥是预防甜樱桃采

旬甜樱桃花芽开始形态分化袁9 月底至 10 月初雌蕊原

前裂果的重要手段[9]遥 喷施 10~20 mg/L GA+1 mL/L 湿

做到不冒条袁同时注意增加花束状果枝比例遥 8 月中下

左右遥 采收前 10 d袁施用 2 次 1%壳聚糖加黏合剂也可

旺尧过密及直立枝遥 冬季修剪重短截一年生枝袁促发枝

干两旁铺银色反光膜遥 对不耐贮运的品种袁应适时采

基分化基本完成遥 此阶段应控制枝条长势袁防止旺长袁
旬修剪以改善树体内部光照为主袁 适时疏除背上过
条袁增加长果枝和营养枝比例曰第二年长出的强旺枝
再次重短截袁中尧短枝即可形成结果枝组[3]遥

5 合理施肥

润剂袁可增加果实硬度尧有效防止裂果尧延迟采收 7 d

防止裂果[10]遥 为促进果实着色尧增加果实甜度袁可在树
收袁并尽量避免果皮损伤[11]遥

8 病虫害防治

在南方地区袁 甜樱桃病虫害发生较北方严重袁应

肥料管理跟不上极易造成树体衰弱遥 施足底肥尧

加大病虫害防治力度遥 注意保证果园环境整洁袁及时

花前和采后追肥是保证甜樱桃正常花芽分化和开花

清理枯枝落叶及田间杂草袁 落叶后及早进行树干涂

坐果尧提高产量及品质的重要手段遥 秋后落叶前施足

白遥 休园时袁深翻土壤消灭病虫源遥 为消灭越冬的病

基肥袁以有机肥为主曰春季萌芽前追施氮肥袁以满足甜

原菌及害虫袁 对冬季剪下的病虫枝集中深埋或烧毁袁

樱桃生殖生长期间对养分的需求袁同时注意补充钙肥

修剪后喷施 1 次 5 毅B佴 石硫合剂遥 花前和花后各喷施

及硼肥等微量元素肥曰花期追肥以氮肥为主袁盛花期
喷施 0.2%~0.3%硼砂可提高坐果率曰 果实膨大期以

1 次退菌特尧多菌灵尧代森锰锌等杀菌剂袁幼果期再喷

施 1 次杀菌剂预防褐腐病遥 南方地区雨水偏多袁土壤

氮尧钾肥为主袁施肥量依树体生长状况而定曰采果后

黏性重袁除了常见的褐斑病尧细菌性穿孔病尧叶斑病尧

15~30 d 树体进入花芽分化期袁此时追施氮尧磷尧钾复

根颈腐烂病等病害外袁还要重视流胶病尧根癌病的防

合肥袁有助于提高来年成花率袁减少畸形花的发生袁提
高产量曰采果后至 11 月底袁采取喷施氨基酸叶面肥等
综合措施保叶遥

6 水分管理

甜樱桃根系多分布在 15~40 cm 土层中袁 树体表

治遥 流胶病发生后袁需刮除胶液并涂 5 毅B佴 石硫合剂和

多菌灵 500 倍液遥 为预防根癌病发生袁可在定植前用

K84 蘸根遥 甜樱桃主要虫害有梨小食心虫尧 桃红颈天

牛尧刺蛾及介壳虫等袁可用灭幼脲尧高效氯氰菊酯尧联
苯菊酯尧哒螨灵等进行防治遥

现出既不耐旱也不耐涝的特点遥 春季萌芽前尧谢花后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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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莉莉院京郊地区厚皮甜瓜品种筛选试验
13SF007 和 13SF018袁分别为 16.5%尧14.9%和 12.8%曰边

700

缘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表现其次的是 13SF007尧13SF006尧

600

13SF018袁分别为 12.5%尧12.2%和 8.8%遥 单瓜重尧坐果

500
400
300

率和平均产量表现最好的是 13SF005袁分别达到 1.65 kg尧
1.60%尧58 924.8 kg/hm2袁与 CK 差异显著遥 其他 3 个品

13SF006
13SF007

200

种 13SF006尧13SF007尧13SF018 产量分别为 42 363.3尧

13SF018渊CK冤
13SF005

100

0
团棵期 伸蔓期 开花期 坐果期 膨大期 成熟期
生育期

42 129.0尧29 529.3 kg/hm2遥

2.3.2 果实商品性遥 从表 3 可以看出袁4 个品种外观均

有浅棱袁果肉颜色均为白色遥13SF006 果皮颜色为乳白

色袁没有网纹袁口感为硬曰13SF007 果皮颜色为白色袁果

图 3 不同厚皮甜瓜品种不同生育期叶面积

皮外观有不规则网纹袁口感绵且有香味曰13SF018 果皮

品种中表现最好袁分别为 17.3%和 14.2%袁与 CK 差异

显著遥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表现其次的是 13SF006尧

颜色为白色袁果皮外观有不规则网纹袁口感比 13SF006

和 13SF005 要硬袁没有特殊香味曰13SF005 果皮颜色为

表 2 不同厚皮甜瓜品种果实品质和产量性状比较

品种
13SF005
13SF006
13SF007
13SF018渊CK冤

肉厚/cm
4.7 a
4.3 b
3.3 c
4.7 a

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7.3 a
16.5 a
14.9 b
12.8 c

注院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遥

边缘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4.2 a
12.2 b
12.5 b
8.8 c

单瓜重/kg
1.65
1.46
1.51
1.05

坐果率/%
1.60
1.30
1.25
1.26

产量/渊kg窑hm-2冤
58 924.8 a
42 363.3 b
42 129.0 b
29 529.3 c

表 3 不同厚皮甜瓜品种果实外观及口感比较
品种
13SF005
13SF006
13SF007
13SF018渊CK冤

果皮颜色
白色
乳白色
白色
白色

棱沟
浅棱
浅棱
浅棱
浅棱

网纹
无
无
不规则浅网纹
不规则浅网纹

白色袁果皮外观没有网纹袁口感硬但是有香味遥

广价值遥

3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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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较优袁抗病性强袁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边缘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分别达到 17.3%和 14.2%袁 坐果率达

肉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口感
硬尧有香味
硬
绵尧有香味
更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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