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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苹果产业是通渭县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尧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的支柱产业袁有独特的发展资源优势遥 本文
介绍了通渭县苹果产业发展现状袁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发展优势袁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建议袁以期为促进当地苹果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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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产业是甘肃省确定的农业重点产业之一遥
近年来袁通渭县紧紧 围绕 甘肃大 力培育 牛尧羊尧菜尧

达到 4.8 亿元袁 果农人均纯收入达到了 5 000 元以
上遥 苹果产业已成为农民增收尧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

果尧薯尧药六大特色产业战略布局袁立足县情袁充分发

振兴的着力点尧支撑点遥

挥地域尧土地资源尧气候条件的优势袁从山东尧静宁尧

1.4 技术支撑能力进一步提高

天水 等省内 外地 区调运龙 富一号 尧龙富短 枝尧烟 富

当地始终把提高苹果产业科技管理水平和综合

3 号尧成纪一号等新优品种袁建设了一批优质高产尧

效益作为苹果基地建设的重点和突破口袁 良种使用

无公害栽培的苹果产业基地遥 截至目前袁苹果种植

率普遍提高袁品种高接换优尧平衡配方施肥尧轻简化

面 积达 1.03 万 hm2袁挂果面 积 3 466.67 hm 2袁年 产量

整形修剪等先进适用技术不断推广应用遥

户户均增收 0.5 万元以上遥

2.1 产业基础薄弱袁总量不足

达 8 万 t袁冷藏储藏量 2 万 t袁年总产值 5 亿元袁种植

1

1.1

发展现状

2

存在的问题
群众对苹果产业的认识差异化比较严重袁 果农

发展思路明确

整体素质不强袁除靠近静宁县尧秦安县尧甘谷县的个

2016 年以来袁通渭县 委尧县政 府将苹 果产 业作

别村庄的果农认识稍高之外袁 大多数群众对苹果产

为主要增收产业袁 将其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来谋

业认识不足袁务果意识淡薄遥 同时袁大部分果园农电尧

划推动遥 县尧乡尧村三级齐抓共建袁始终把苹果产业发

道路尧灌溉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袁产业发展尚处于初

展作为振兴农村经济尧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战略重

级阶段 [1-2]遥

点袁发展苹果产业的目标更加明确尧思路更加清晰尧
定位更加准确尧措施更加有力遥
1.2

一些地方技术物资投入严重不足袁 在标准化管

发展规模迅速扩大

理技术措施落实上差距较大袁 现代果园管理新优技

全县苹果栽植面积从 2017 年底的 6 666.67 hm

2

增加到 2020 年的 1.03 万 hm 袁苹果产业发展规模迅
2

速扩大遥
1.3

增收作用逐步凸显
2020 年底袁全县苹果总产量达到 8 万 t袁总产值

收稿日期 2021-09-28

2.2 生产与管理的标准化程度还不高

术推广运用不广泛袁大部分果园管理粗放袁病虫害严
重袁树形紊乱袁结果迟尧产量低遥
2.3 技术力量薄弱袁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短缺
县级主要服务苹果产业发展的单位为林业草原
中心和农技推广中心袁 仅有 4 名从事经济林果专业
的技术人员袁严重限制了县尧乡相关果业技术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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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作用的充分发挥袁先进实用技术培训力度不够袁推
广应用滞后袁果农栽培技术水平较低尧经验不足 [3-5]遥

外地采购袁增加了包装成本 [6-7]遥
2.7 市场营销比较滞后

2.4 良种苗木繁育体系建设滞后

脱毒尧无毒苗木标准化生产体系尚未建立袁本土

果品销售渠道不够宽广袁营销网络不健全袁还没
有打开外地直销市场袁 电子商务等现代营销手段运

化的苗木繁育体系还不健全袁 大型苗木繁育基地和

用落后袁还没有形成县域公用品牌遥

繁育能力严重不足袁苗木品种比较落后袁仍旧以长富

3

2 号等长枝型尧条红型富士苹果为主袁不能满足当前

苹果栽培及市场发展的需要遥 目前袁新植所需苗木基

发展优势
通 渭 县 位 于 甘 肃 省 中 部 袁 海 拔 高 度 为 1 410 耀

2 521 m袁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区袁年平均降水量 400 mm
左右袁全年无霜期 147 d遥 虽然未被农业农村部划定

本以外调采购为主遥
2.5 组织化程度低

为全国苹果最佳适生区袁 也未被甘肃省列入苹果优

专门从事苹果种植尧销售的合作社数量不足袁部

势区域重点县袁 但与同处黄土高原苹果优势产区的

分合作社运行不规范袁或只注重基地种植袁对市场信

静宁县尧庄浪县尧秦安县尧甘谷县的苹果生产适宜指

息研判不够袁 在标准化生产和销售方面没有有效组

标基本一致遥 同时袁全县有耕地 15.33 万 hm 2袁土地面

积大袁农民人均土地面积超过 2 666.7 m 2遥 土层深厚袁

织广大种植户袁示范带动作用不明显遥
2.6 产业链条不健全

土壤性状优良袁加之山尧川兼有的地貌特点袁独特的

全县还没有服务功能完善的果品综合性批发市

纬度尧海拔和气候袁工矿企业少袁无污染的自然环境袁

场及果业信息网络管理袁果树专用肥料尧果园生产机

为通渭县较大规模发展苹果产业提供了理想的自然

械等关联产业发展缓慢袁果袋尧农资等配套投入品市

条件渊表 1冤遥

场集散能力不强曰苹果产后处理尧加工企业袁产业增

4

转型升级发展建议

值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曰大型气调库数量严重不足袁

4.1

储藏能力有限袁果品销售贮藏环节极度薄弱袁果品销

升级

科学规划布局袁在栽培模式和品种结构上转型

售竞争力低下曰果箱尧发泡网等果品包装用品相关的

坚持因地制宜袁根据立地条件尧经济实力等因素

生产企业少袁生产能力低袁包装用品全部或大部分靠

将建园模式尧品种搭配做到合理规划袁使中晚熟品种

表 1 通渭县部分乡镇优质苹果生产条件
区域
优生区
通渭产区

海拔高度/
m

平均气温/
益

1 月平均气温/
益

1 月最低气温/
益

>35 益的天数/
d

1 410~1 800

7~15

跃-13

跃-24

0

800~1 700

8~12

跃-14

跃-27

约5

年降雨量/
mm
400~700
400

年日照时数/ 土壤厚度/
h
m
跃1 800
跃2 200

跃1

跃10

合理搭配袁 使短枝型及长枝型栽培模式优势作用充

循中尧晚熟合理搭配原则遥 低海拔区域积极发展龙富

分发挥袁 每年以近 600 hm 2 的速度 适度扩 大规模 袁

短枝尧烟富 6 号尧陇富 1 号尧陇富 2 号尧成纪 1 号尧宫

式上袁真正 做到因 地制宜 尧适地适树 遥 在 海拔 低于

种袁合理搭配维拉斯黄金尧金冠尧秦冠尧福九红等授粉

4 m 的密植栽培模式袁树型以细长纺锤形为主曰海拔

中尧晚熟品种比例调控在 2颐8 左右曰海拔相对较高的

果园袁前期采用 3 m伊4 m 的栽培密度袁树型以自由纺

红高桩型富士品种袁 合理搭配秦冠尧 金冠等授粉品

到 2025 年全县果园预计达到 1.33 万 hm 2遥 在栽培模

崎短枝尧 惠民短富等短枝型全红高桩型晚熟富士品

1 650 m 的区域大力发展乔化短枝型果园袁采用 2 m伊

品种袁适度发展红将军尧金冠尧福九红等中熟品种袁使

介于 1 650~1 800 m 的向阳避风山台地发展长枝型

区域发展龙富 1 号尧烟富 3 号尧烟富 8 号等长枝型全

锤形为主袁树龄 13~14 年时进行隔株间伐袁使密度变
为 6 m伊4 m袁树型调整为开心形遥 在品种结构上袁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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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袁努力达到布局合理化尧品种多样化尧供应均衡化
生产目标 [8]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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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推广新优技术袁在提升果品质量上转型升级

流通环节腐损袁缓解季产季销压力袁增强周年供应能

一是大力推广高垄覆膜集雨保墒技术遥 甘肃省

力遥 三是招商引进深加工企业遥 积极招商引进果汁加

农业科学院林果花卉研究所提出的高垄覆膜集雨保

工企业落户通渭县投资建厂袁 增加通渭苹果产业抗

墒技术袁已在陇东南苹果产区成功示范多年袁累计面

风险能力遥 引进国内外先进的果品生产加工技术袁向

积超过 66.67 万 hm 2袁基本解决了苹果主产区降水不

果汁尧果醋尧果酒尧苹果脆片等领域迈进袁开发新优产

足的问题袁年降雨量超过 400 mm 的区域不用采取补

品袁提高质量遥 四是积极扶持关联产业发展遥 大力发

灌措施袁 可完全满足乔化苹果优质高效栽培的水分

展纸箱包装尧果袋尧苹果发泡网尧果树专用肥等关联

需求遥 通渭县大力推广高垄覆膜集雨保墒技术袁可有

配套产业袁努力实现野一业兴百业旺冶目标遥 扶持县内

效提高果品质量遥 二是落实果园升级改造及提质增

企业配套果袋尧发泡网生产尧苹果清洗等设施袁服务

效管理技术遥 对树龄 10 年左右尧销售不畅尧价格低廉

果业生产全过程曰 积极扶持养殖企业配套有机肥生

导果农开展高接换优袁嫁接适合立地条件尧市场前景

4.4 打造名优品牌袁在营销方式上转型升级

的品种渊如寒富尧长富 2 号尧岩富 10 号尧秋富等冤袁引

产线袁生产有机肥遥

看好的新优品种袁对树龄较小的幼园袁可在基部改接

一是注册品牌商标遥 聘请专业公司袁注册通渭苹

适合区域发展的优势品种曰对树形紊乱尧枝量繁多尧

果野公用品牌冶袁申请专利保护袁设计简单易识别的品

病虫害严重尧品质低下的郁闭果园袁根据郁闭情况袁

牌标识袁配合耳熟能详的广告术语袁在专业媒体上进

按照野间伐尧提干尧落头尧开角尧疏枝冶十字方针进行合

行宣传袁扩大通渭苹果品牌知名度遥 开展野三品一标冶

理改造遥 三是推进生态循环发展遥 全面推广野以果促

认证袁 完成地理保护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畜尧以畜促果尧果畜结合尧互支互促冶的循环绿色生产

认证袁力争到 2025 年袁全县苹果园绿色产品认证达

技术袁大力发展养殖产业袁加快建设农村沼气工程袁
积极推行野畜尧沼尧果冶三位一体生态果园建设模式袁
努力实现果园环境生态优化尧产业互促良性发展遥 广

到 3 333.33 hm 2 以上遥二是鼓励企业和个人开展营销

服务遥 每年组织举办 1~2 期营销经纪人培训班袁邀请

专业营销培训机构对本土果品营销经纪人进行系统

泛推广果园高垄覆膜+行间秸秆覆盖尧增施有机肥料

培训袁提高经纪人营销能力曰通过以奖代补方式袁鼓

等技术袁加快发展生态循环果业尧绿色果业袁着力打

励苹果经纪人积极邀请客商袁推销通渭苹果遥 三是健

造有机苹果生产示范基地 [9-10]遥

全市场连接机制遥 充分发挥专业合作组织作用袁与广

4.3

延伸产业链条袁在产业增值上转型升级

大农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关系袁为果农提供产前尧

一是培育壮大龙头企业遥 全面落实扶持农业产

产中尧产后的农资供应尧技术指导尧市场信息尧产品营

业化龙头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和措施袁 扶持能人办

销等服务袁实现野小生产冶与野大市场冶的有效对接袁提

龙头尧吸引民资办龙头尧招商引资办龙头袁形成一批

高果品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袁 力争到 2025 年袁50%

规模大尧实力好尧带动作用明显尧社会责任感强的省
级产业化龙头企业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基地尧联农

的村实现由合作社组织开展苹果生产销售 [11]遥

4.5 加强科技支撑袁在提升技术服务水平上转型升级

户尧拓市场的作用遥 二是加快建设果品交易市场和冷

一是建立苹果试验站袁加强对外合作交流遥 聘请

链物流系统遥 建立果品冷链物流公共信息平台袁完善

省内外知名专家教授袁 成立通渭苹果产业发展专家

果品交易市场服务功能遥 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兴建现

咨询团遥 加强与大专院校尧科研机构的技术合作袁建

代化冷藏库袁支持县内现有冷藏企业改造升级袁将现

立通渭苹果试验站袁配备一定数量的专业技术干部袁

有恒温保鲜库改造为气调保鲜库袁 推广使用 CO2 制

开展 苹果栽培 尧苗木繁 育尧新技术 推广 技术指 导服

运输车辆和冲洗维修服务设施袁 加快建设辐射周边

科技示范户中选派文化素质高尧科技意识强的果农

的冷链物流网络体系袁提升果品保鲜贮存品质袁降低

赴先进地区学习苹果育苗尧果园管理技术袁提高示范

冷等绿色清洁制冷保鲜方法袁 配套节能环保的冷链

务遥 有计划地选派一些技术骨干赴专业院校深造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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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技术水平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遥 二是构建完备的技
术体系和技术队伍遥 实施野一十百千万冶果业培训工
程袁即全县沿用一套技术标准袁力争至 2025 年培养

[3] 梁硕袁张艳荣袁尚昊亮.甘肃省苹果产业成本构成分析[J].
农民致富之友袁2017渊20冤院40.

[4] 乔志霞袁金连平袁张艳荣.甘肃省苹果产业发展成效尧问

题与对策院基于不同主产省的比较[J].中国农机化学报袁

十个专家型人才尧百名技术骨干尧千名果业科技工作

2017袁38渊4冤院117-122.

者尧万名果业技术明白人遥 县级层面要聘请 1 名果业

[5] 李向东袁李国梁.甘肃省苹果产业发展现状与建议[J].中

专干进行特训袁 每年培养 30 名以上理论水平深尧专

[6] 郑平生.对甘肃省苹果产业品牌建设与发展的建议[J].

顾问袁 负责对县林草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和乡镇果业

业水平高尧能操作会培训的技术骨干遥 发挥党校尧职教
中心尧农广校等教育培训机构资源优势袁整合培训项
目袁开展金字塔式培训袁力争野十三五冶末全县果业技
术骨干达到 100 名袁果业科技工作者达到 1 000 名袁
果业技术明白人达到 10 000 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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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工作遥 小菜蛾发生初期袁可用 2.5%高效氟氯氰菊

及时用药进行防治袁 可用 180 mg/kg 农用链霉素或

发生初期袁可用溴 氰菊酯渊敌杀死冤乳油 1 000 倍液

喷施 2~3 次袁效果较为显著遥 黑胫病在发病初期袁可

性粉剂 1 500 倍液进行喷雾防治遥 对于甘蓝夜蛾尧斜

北方园艺袁2021渊3冤院155-160.

甘蓝大面积死亡袁甚至绝收遥 在黑腐病发病初期袁要
180 mg/kg 新植霉素喷防袁5~7 d 叶面喷雾 1 次袁连续
用 70%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叶面喷雾袁5~7 d
喷 1 次袁连续喷施 2~3 次袁效果较显著遥 黑斑病在发
病初期袁可用 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袁或
40%多菌灵胶悬剂 600 倍液袁 或 75%百菌清可湿性

通袁2012渊15冤院38-39.

酯渊功夫冤乳油进行叶面喷雾防治袁效果较好遥 菜青虫
进行喷雾防治遥 蚜虫发生初期袁可用 10%吡虫啉可湿
纹夜蛾袁 可用 5%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散粒剂
3 000 倍液进行叶面喷雾袁防治效果较好遥

7

适期收获

甘蓝采收过晚袁降低商品率曰采收过早袁降低产

粉剂 600 倍液进行叶面喷雾袁5~7 d 喷 1 次袁 连续喷

量遥 适宜采收期是外面球叶发亮尧里面叶球紧实袁最

70% 甲 基 托 布 津 1 500 倍 液 进 行 叶 面 喷 雾 袁5 ~7 d

8

施 2~3 次袁效果较为显著遥 菌核病在发病初期袁可用

好在无露水的清晨和傍晚采收遥

喷 1 次袁连续喷施 2~3 次袁效果较为显著遥 甘蓝软腐

[1] 任雪松袁李成琼袁宋洪元袁等.优质高产配套栽培技术[J].

病 发 病 初 期 袁 可 用 敌 克 松 原 粉 药 液 1 000 倍 液 袁
或 180 mg/kg 农用链霉素药液灌根袁每隔 5~7 d 灌根
1 次袁连续灌根 2 次袁效果较好遥
6.2 虫害防治

甘蓝属于十字花科蔬菜袁具有刺激性气味袁这种
气味会吸引害虫袁 因而整个生育期都要做好虫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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