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科技 圆园21 年第 23 期

林业科学

黎平县薄壳山核桃发展现状及对策
徐先礼 杨承荣 李振东 *
渊黎平县林业局袁贵州黎平 557300冤
摘要 黎平县薄壳山核桃基地采取野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反包转租冶的经营模式袁以及野以短养长尧长短结
合冶的林上果及林下药的经济循环发展模式已初见成效遥 本文总结了黎平县薄壳山核桃的发展现状袁针对一些遏制产
业高效发展的不利因素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袁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袁以期对实现产业效益最大化起到积极作用袁
通过辐射和带动提升全县经济林产业的发展袁推动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遥
关键词 薄壳山核桃曰发展现状曰问题曰对策曰贵州黎平
中图分类号 S664.1曰F3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渊2021冤23-0120-02
DOI院员园援猿怨远怨/躁援蚤泽泽灶援1007原5739援圆园圆1援23援050
开放科学渊资源服务冤标识码渊OSID冤院

薄壳山核桃又称美国山核桃袁俗称长寿果尧幸运

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袁年平均气温 16 益左右袁年

果尧碧根果袁原产于美国东南部和墨西哥北部 遥 其树

平均降雨量 1 300 mm袁全年无霜期约 288 d袁年均日照

硬袁可作工业用材尧建筑用材遥 果仁可食用尧可榨油袁是

坡位为上部曰土壤类型为红黄壤袁土层厚度约 80 cm[4]遥

薄壳山核桃坚果呈长椭球形袁种皮薄且光滑袁种仁肥

望林场流转土地营建了面积为 350.7 hm2 的薄壳山核

[1]

干高大端直袁枝叶茂盛袁可作绿化树种袁木材质地坚
著名的高档干果尧油料树种和材果兼用的优良树种[2]遥
而不腻袁仁香略带甜味袁含有蛋白质尧亚油酸和钙尧铁尧

时数 1 317.9 h曰平均海拔 730 m袁坡度 25毅袁坡向全向袁
2011 年贵州黎美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中潮镇二
桃基地袁引进肖尼尧卡多尧巧克陶尧绍兴尧金华尧波尼尧特

锌等 30 多种营养成分和微量元素袁 营养价值极高袁是

贾斯等品种进行栽植遥 薄壳山核桃基地现有林分平均

预防心脏病及心脑血管疾病等遥有研究表明袁薄壳山核

平均地径 10 cm袁平均冠幅 3.0 m伊3.5 m袁平均枝下高

一种高档的营养保健品袁长期食用可抗衰老尧健肠胃尧
桃受益期长达 100 年袁产量比普通中国山核桃高 2 倍袁

树龄约 8 年袁平均株行距为 5 m伊5 m[5]袁平均树高 4.5 m袁
60 cm袁树均一级分枝 2 枝遥 基地距离黎平县城 12 km袁

商品价值是普通中国山核桃的 5 倍袁是一个用途广尧

开车 20 min 即可到达曰距离夏蓉高速 7 km袁15 min 车

优良经济树种遥 我国薄壳山核桃的引种栽培可追溯到

交通十分便利遥 该基地毗邻千秋榜尧干凉亭尧六塘冲等

受益期长尧经济效益高尧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明显的

乘可到达曰距离从江站 40 km袁30 min 车乘可到达袁

19 世纪末期袁但整个产业的发展还相对薄弱遥 21 世纪

3 个社区和中潮镇尧德凤镇 2 个乡镇袁劳动力资源十分

浙江尧安徽尧江苏等省份均有大规模的种植 遥 2011 年

基础设施比较齐全袁配有灌溉自来水尧厂房尧停车场尧

以来袁薄壳山核桃受到国家的重视袁迅速发展袁在云南尧
[3]

丰富遥 基地内产业路可循环袁均为水泥硬化路面遥 配套

黎平县开始引种薄壳山核桃袁目前已进入初果期袁整个

公厕尧休闲娱乐设施等遥 该基地依托国家林业和草原

产业初见效益袁但仍然存在一些遏制产业高效发展的

局西南核桃研究中心尧中国林业科学院亚热带林业科

不利因素遥 因此袁分析和探索黎平县薄壳山核桃发展

学研究所尧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尧云南省林业科学

中存在的问题袁有利于实现产业效益最大化袁对辐射和

研究院尧贵州省核桃研究所尧中国碧根果专业委员会

带动提升全县经济林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袁对地

等单位的技术支撑和成果转化遥

方经济发展可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遥

1 薄壳山核桃发展现状
1.1 基地建设现状
黎平县中潮镇二望坡万亩林场薄壳山核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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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发展成效
黎平县薄壳山核桃基地采取野公司+农民专业合
作社+农户反包转租冶的经营模式袁以及野以短养长尧长
短结合冶的林上果及林下药的经济循环发展模式遥 以
薄壳山核桃为核心袁林下套种姜黄尧红托竹荪尧天麻尧
茶叶尧油茶尧杨梅和生态养殖区袁采取野一园带多园袁多
元共发展冶的模式袁形成了树上果尧林下药尧林中菌的
立体产业结构遥 该基地由贵州省黎美农业科技发展有

徐先礼等院黎平县薄壳山核桃发展现状及对策
限公司牵头袁合作社入股来实施袁农户通过土地或资

金入股的方式袁将产品收益的 30%分红给合作社尧合

作社按照收益的 70%分红给农户袁并每月支付农户劳

务基本工资遥 2019 年贵州黎美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通过在薄壳山核桃林下套种有机姜黄尧天麻等中药材

近 66.7 hm 袁辐射带动周边劳动力就业达 1 197 人次袁
2

品种搭配尧栽培技术尧管理技术尧采集加工等方面都还
处于初步摸索和研究阶段袁造成了整个产业的配套技
术水平较低以及信息化管理水平不高的局面遥

3 薄壳山核桃产业发展对策
3.1 建立长效机制袁使薄壳山核桃产业良性循环发展
根据薄壳山核桃产业发展的现状袁迫切需要建立

人均增收 0.5 万元以上遥该基地积极探索集种养殖尧

专门的薄壳山核桃研究机构袁培育薄壳山核桃专业型

发展模式遥 目前袁该基地现有林下养鸡逾 3 万只尧薄壳

核桃品种资源袁根据品种尧地域进行配套栽培技术的

生产尧加工尧销售尧休闲娱乐和森林康养于一体的综合

人才[7]遥 研究机构选育适宜本土栽培和推广的薄壳山

山核桃 350.7 hm 袁套种姜黄 66.7 hm 尧茶叶 6.67 hm 尧

研究和集成袁并建立示范园进行推广[8]遥 将薄壳山核桃

产值可以达到 7 050 万元袁每年可以实现决劳动力就

大对薄壳山核桃产业的扶持和监管力度袁建立长效机

2 薄壳山核桃发展存在的问题

终形成良性的循环发展模式遥

2

2

2

油茶 33.3 hm 尧天麻 133.3 hm 遥 进入盛产期后袁预计年
2

2

业约 1 300 人次袁人均劳务收入将达到 1 万元以上遥
2.1 长期的扶持政策缺乏

产业纳入政府和公司目标绩效考核袁促使有关部门加

制袁保障薄壳山核桃产业的延续性和持久性发展袁最
3.2 收集薄壳山核桃种质资源袁建立良种资源库

薄壳山核桃的幼林期比较长袁实生树结果一般需
要 15 年的时间遥 现阶段薄壳山核桃技术虽然达到了

早实的目标袁但是进入丰产尧稳产普遍需要 8耀10 年 遥
[6]

因此袁不论是对薄壳山核桃相关技术的研究袁还是推

广种植袁都需要长期性的扶持政策和资金投入遥 目前袁
薄壳山核桃科研项目的扶持时间大多是 2耀5 年袁很多

建立林木良种资源库是发展薄壳山核桃产业的
基础袁也是科技兴林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遥 黎平县薄
壳山核桃基地从外国以及我国其他省份引进优良品
种 14 个袁应依托现有的资源条件袁积极收集在本地表
现比较优异的种质资源袁为繁育新的薄壳山核桃品种
打下坚实的种源基础遥 通过分子标记技术进行渐渗杂

科研团队在完成项目后如果没有得到持续性的政策

交袁选育出适合不同气候条件尧不同地理环境的优良

扶持和资助袁就不会继续开展相应的研究遥 薄壳山核

薄壳山核桃品种并建立良种资源库遥 薄壳山核桃良种

桃进入盛产期的时间较长袁种植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

资源库的建立袁不仅能有效促进其产业发展的持久性

收益袁加上每年的抚育管理投入成本比较大袁因而许多

和延续性袁还能为黎平县提供丰富的种源贮备袁在一

林农在薄壳山核桃进入盛产期前就放弃了整个核桃

定程度上还可为黎平县乃至贵州省薄壳山核桃的发

林遥 如果缺乏长期的扶持政策袁不论是从技术理论的

展起到推动作用遥

研究上袁还是从群众的积极性上袁都会导致整个薄壳

3.3 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袁提高配套技术和信息化管

山核桃产业的发展缺乏延续性和持久性遥

理水平

2.2 良种资源短缺

黎平县薄壳山核桃基地周边的劳动力以贫困户

目前袁黎平县推广种植的薄壳山核桃品种大多从

闲置劳动力为主袁他们普遍文化水平不高袁学习能力

国外引进袁在本地的适应性还有待加强遥 目前袁尚未专

也有限袁这不利于专业人才的培养遥 黎平县每年大约

门针对某个特定的气候区域和地理环境研究出适合

有 3 000 名大学生毕业袁其中近 1 000 人无法就业遥 可

推广种植的薄壳山核桃品种遥 为了加快薄壳山核桃产

充分利用大学毕业生这个人才优势袁直接从高校招录

业的发展尧满足市场需求袁迫切需要针对特定的自然

毕业大学生袁重点培养一批野热爱家乡尧热爱林业尧热

环境条件选育适宜的品种袁以弥补本土良种资源短缺

爱薄壳山核桃冶的高素质人才遥 加强与科研院所尧科研

的现象遥

院校的合作袁加强配套技术的应用袁大大提高其科技

2.3 配套技术水平低袁信息化管理滞后
在高科技发展迅速的背景下袁我国各行各业都通

成果转化率和技术熟化率遥 同时袁引进信息化程度较
高的仪器设备袁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袁提高信息化管

过应用各种自动化尧信息化尧智能化技术来促进其行

理水平遥

业的高速发展袁并在相关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遥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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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范围来看袁薄壳山核桃产业起步都比较晚袁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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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黎平县从 2012 年才开始引种试验袁因而许多关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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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春阳等院观赏果树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价值及建议
费的问题遥 从本质层面来说袁每一种观赏树木都有其

特点与生命周期特点等袁 按照艺术原理设计动态构

适宜的生长环境尧生存环境袁应确保观赏果树应用在

图袁考虑绘画与景观营造的基本原理袁遵循统一性尧和

适合的环境中袁最大限度发挥其环境美化价值尧社会

谐性尧均衡性尧韵律性的基本原则袁在科学设计的同时

价值尧生态价值遥 首先袁在应用观赏果树之前袁应分析

彰显观赏果树的环境美化价值[4]遥

树木生长所需的温度尧水分尧土壤尧营养尧光照尧气候等

2.3 完善相关的配置形式

条件袁 明确所引入的树木品种是否与当地条件相符袁

为了彰显出观赏果树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价值袁

完善相关的规划计划袁以免影响树木正常生长遥 其次袁

应完善相应的配置形式袁分析不同果树外形特点袁明

应做好树木品种的分析工作袁阳性的树木品种袁要保

确树木之间的组合优势袁设计不同树木组合形式袁以

证栽植区域具有良好的光照条件袁如枣树尧银杏树尧苹

提升园林景观的美感袁形成独特的植物配置机制袁同

果树尧樱桃树等曰中性的树木品种对光照条件的要求

时将各个单元组合成完整的景观环境遥 在实际的配置

不严格袁如碧桃尧海棠树尧山楂树尧石榴树等曰阴性的树

过程中袁可以采用丛植尧群植尧列植尧林植等方式袁因地

木品种一般不喜光袁如杨梅等遥 防风的树木品种袁需要

制宜袁运用不同类型的配置方式遥 这样可以在营造良

结合当地区域的气候条件选择栽培袁如山桃树尧山杏

好观赏果树景观形态的基础上袁解决配置方式单一的

树尧黑枣树等遥 如果土地较为单薄袁缺少充足的营养成

问题遥

分袁可以选择种植枣树尧黑枣树尧山楂树等遥 在干旱的

3 结语

气候环境中袁应选择山杏树尧山桃树与黑枣树等遥 如果

近年来袁我国在园林景观中已经开始尝试运用观

土壤具有盐碱性袁要种植黑枣树尧桃树尧葡萄树等袁在

赏果树袁其不仅具有一定的景观美化价值袁还具有一

保证观赏果树适应性应用的情况下袁提升苗木成活率袁

定的社会价值尧生态价值遥 因此袁在园林景观领域中应

营造良好的风景园林景观[3]遥
2.2 遵循相应的艺术原理

在营造园林景观过程中袁合理使用观赏果树还应

该重视观赏果树的应用袁因地制宜设计配置形式袁在
保证所选择果树品种与当地区域气候环境相符的同
时袁提高设计尧配置的科学化程度袁提高园林景观的艺

保证其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与合理性袁不仅要全面考虑

术水平遥

植物与当地区域环境的适应情况袁提高苗木成活率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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