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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沃柑种植领域，具体公开了一种

沃柑产业化种植方法，包括：S1，园地选择：选择

15～100亩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排水好，有机质

丰富，PH值5 .5～6 .5的微酸性沙壤土或壤土建

园；S2，果苗选择：选择以资阳香橙作为砧木的无

病沃柑苗；S3，土壤深耕：在土壤湿度不大时进行

犁地，方向取等高线或者垂直道路，犁一次可犁

深度60cm左右，再耙一到两次至平整，开挖排水

沟；S4，定植：将无病沃柑苗进行定植，按行距3～

4米，株距2～3米，每亩栽植56～110株种植到园

地中；S5，幼树管理：定植后第一次梢转绿后进行

施肥，定植后第２年春季进行疏花疏果，定植第2

年冬季进行扩穴改土，之后再次进行施肥，定期

对幼树整形修剪；S6，结果树管理。该方法产业化

种植管理水平较佳，使得沃柑的种植产量和品质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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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沃柑产业化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S1，园地选择：选择15～100亩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排水好，有机质丰富，PH值5.5～6.5

的微酸性沙壤土或壤土建园；园地建立水利系统，水利系统包括水肥一体化设施和排水系

统；

S2，果苗选择：选择以资阳香橙作为砧木的无病沃柑苗；

S3，土壤深耕：在土壤湿度不大时进行犁地，方向取等高线或者垂直道路，犁一次可犁

深度60cm左右，再耙一到两次至平整，开挖排水沟；

S4，定植：将无病沃柑苗进行定植，按行距3～4米，株距2～3米，每亩栽植56～110株种

植到园地中；

S5，幼树管理：

（1）幼龄树的施肥：对幼龄树的施肥分种植3年内的施用，并且每年要进行扩穴改土：

a.种植第1年施肥方法：幼龄树在第一次梢转绿后，用质量浓度为0.3％的平衡型水溶

肥通过水肥一体化设施淋施，每株施4.5～5kg；萌芽抽梢前15天按第一次梢转绿的施肥方

法施一次，自剪后按第一次梢转绿的施肥方法再施一次，每次的施肥量逐次增加0.5kg；在3

月上旬开始，选下雨前后，按月交替施30～50g尿素或50g生物有机肥，一年至少施肥5次；每

次梢壮梢期根外喷施1～2次叶面肥，施肥时要距树干15～20cm；

b.种植第2年施肥方法：在春节前施冬肥，结合扩穴改土进行，每株每次交替施撒50～

95g尿素或100～150g生物有机肥，每株每次尿素施用量不超过100g；施肥时要距树干15～

20公分；每次的施肥量逐次增加0.5kg；一年至少施肥5次；

c.种植第3年施肥方法：若种植后第3年不计划挂果，施肥方法与种植第2年施肥方法；

（2）整形修剪方法：幼龄树从定植以后要定期进行定干、整形和抹芽放梢:

a.定干的方法：定植成活后，应在离地面30～50cm，枝梢中部芽饱满处短截定干；短截

后剪口芽以下10～15cm之间为整形带，整形带以下即为主干；在所述主干上萌发的枝、芽需

要及时抹去，保持主干在进入投产后有30cm以上的高度；

b.整形的方法：第一年在整形带内选不同方位的3～4个长势一致的枝梢培养成一级主

枝；以后每趟梢均选留3～4个长势均匀，分布合理的枝梢，在每次梢老熟时，短剪并留下20

～25cm并包含6～8片叶的枝梢，促下一批新梢萌发，以此形成二级、三级、四级等主枝；准备

来年投产的树，秋梢老熟后不能短剪；对枝条直立的植株，在新梢老熟后或萌发前用细绳将

主枝拉成50°左右，松绑后恢复45°，25～30天后解开细绳，使树冠开张；

c.抹芽放梢的方法：每次基梢自剪前适当摘心，以加快枝梢老熟；枝梢老熟后，留20～

25cm枝干并留下6～8片叶进行短剪，在新芽长至5～6cm时及时疏去过多的弱芽，每条基梢

上只留2～3条分布合理的健壮芽；每次疏芽时每个位点选留长势均匀的一条新梢；如此循

环至投产时培养秋梢超过100条以上进入初挂果期；

（3）控花果的管理方法：幼龄树在种植第2年春季采取疏花疏果措施：

a.喷植物生长调节剂及灌水：在冬季最后一次梢开始老熟时喷质量分数为50ppm的赤

霉酸和250ppm的尿素，喷1～2次；

b.施速效氮肥及疏蕾疏果：在春季抽春梢前9～12天施速效氮肥；

（4）土壤管理方法：采用地膜和树盘覆盖结合的方法：

a.地膜覆盖的方法：地膜选用黑膜或银灰膜或防草地布或吸水绒布；地膜覆盖时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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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周围少部分祼露不盖；地膜覆盖2～3年至树冠扩大后取出；

b.树盘覆盖的方法：对树冠下的树盘应进行铺草覆盖，铺草厚度为10～20cm，每年要新

增覆盖物；

（5）水分管理的方法：挖掘主沟不低于60×60cm，边沟不低于40×40cm，厢沟不低于20

×20cm；

S6，结果树管理：

（1）施肥方法：

a.基肥的施肥方法：在冬至前后，在植株树冠滴水线开挖施肥沟，沟深15～40cm；每株

施腐熟有机肥l0～20kg，复合肥0.5～1.0kg，绿肥杂草0.5kg，将石灰0.5kg，硼0.1～2kg,锌

0.2～0.25kg,镁0.15～0.23kg混合均匀后施入每株覆土；

b.春梢肥的施肥方法：在萌芽前10～15天施入，每株施饼肥粪水肥10～30kg，配合平衡

型复合肥0.3～0.5kg通过灌溉施肥方式淋施；

c.谢花保果肥的施肥方法：在谢花70%至谢花后一周内施入，对于株产25kg的果树每株

施高钾型复合肥0.2～0.3kg；

d.壮果攻秋梢肥的施肥方法：在放梢前20天，壮果攻秋梢肥以有机肥为主，每株施饼肥

1.5～3kg,腐熟有机肥l0～15kg ,尿素0.2～0.5kg ,复合肥1～2kg，沿树冠滴水线开沟施入

并覆盖；

e．追施壮果肥的施肥方法：秋梢抽生后，每个月结合抗旱施1～2次水肥，水肥为高钾型

水溶肥；

（2）培养健壮秋梢的方法：

a.定放秋梢期：在立秋前后开始放秋梢，放梢时间在8月中旬至9月上旬；

b.放秋梢前施肥的方法：放秋梢前15～20天施肥，若单株结果量50kg，每株各施高氮

1.0kg，高钾1.0kg，低磷复合肥1.0kg；若树势弱或结果过多的树加施尿素0.1～0.15kg；

c.放秋梢修剪和疏果的方法：短截衰弱枝与老枝的先端部分，剪口处留壮枝壮芽；剪口

粗度0.5cm，短截时留下10cm枝桩，约留6片叶处短截；将密集交叉枝、细弱枝、病虫枝剪去；

对于挂果量多的结果树，疏掉顶部部分果、下部的小果，结合疏果，短截少叶的结果母枝和

落花落果枝；对于挂果量少枝条浓密的结果树，对树冠外围的粗壮春梢或夏梢进行修剪，通

过抹芽实现放秋梢，前期抹掉零星抽生的芽，直到全园70%的植株上70%枝梢的芽萌动时，则

停止抹芽，统一放秋梢；

d.放秋梢后选梢留梢的方法：经过修剪和施肥后，10～12天新梢萌动，当枝梢伸长至5

～6cm时开展选梢和留梢；留梢的方法是在树冠上部留3条，树冠中、下部留2～3条，壮枝留3

条，弱枝留1～2条；树冠其他部位萌发的枝条容易形成徒长枝，除个别留作补空缺外，其余

摘除；

（3）促花技术：

a.多效唑促花：每年花芽分化期，即11月中旬至12月下旬，使用质量浓度为25%的多效

唑用溶剂稀释300～400倍，喷湿叶面，喷1～2次；

b.环割促花：生长过旺或历年花量少的树，于12月中下旬视天气情况进行环割；即在主

枝或次主枝或分枝局部环状割一刀，以割断皮层而不伤木质部为宜；

（4）保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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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根外追肥：开花前至春梢花蕾期，喷施叶面肥；该叶面肥的重量比例为20～35%硼肥,

8～12%硫酸镁,2～5%氨基酸、3～7%磷酸二氢钾,其余为水，喷施2次，每隔12～15天喷一次；

b.药物保果：在谢花2/3时喷赤霉酸或赤霉酸与芸苔素内酯、硼肥的混合液，所述的混

合液为质量浓度为5%的赤霉酸结晶粉1g兑水50～75kg或质量浓度为3%赤霉酸250ml兑水

200kg+质量浓度为0.01％的芸苔素内酯稀释3000～4500倍液+质量浓度为98%的硼肥稀释

1500～2200倍液所得的混合液，20～30天后再喷一次；

c.环割：在谢花后至春梢老熟期间，当生理落果至理想果量时，选择阴天或晴天在主干

或主枝上环割一刀，切断韧皮部；

d.疏梢和摘芽保果:适当疏剪树冠顶端生长过旺的春梢；

e.疏果:在第二次生理落果结束后到放秋梢前15天进行，疏去弱枝果、串状果、顶生果、

日灼果、病虫害果、畸形果、过小或过大果，保持果实分布均匀，叶果比为(30～40)：1；

f.防日灼病：6月下旬后放梢以叶片遮盖果或７月中旬后向阳果贴纸或涂白处理；

g.护果：进入7月，对于部分坐果率高，主干树形培养不理想，挂果长枝易下垂拖地的果

园，需要陆续开展撑果和拖果的护果工作；采用中央立杆型或四周井字型，并结合绳索绑

缚，采用塑料网全株网护拖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沃柑产业化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园地周边种植防护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沃柑产业化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定植时若为露天裸根苗，

用质量浓度为0.1%的高锰酸钾溶液将整株苗浸泡3～5分钟，取出晾3～5分钟后再用清水冲

洗一次，然后将沃柑苗的根系浸泡在等质量的生根粉、核苷酸、甲基硫菌灵混合液中8～10

小时，取出苗后用此溶液拌黄泥，浆根即可拿去定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沃柑产业化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定植时培少量土后用双脚

踩实并扶直，嫁接口露出土面5～10cm，培土形成一个10～15cm高，直径为50～60cm左右宽，

倒碗形状的小土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沃柑产业化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6还包括幼树间作、

行间生草覆盖或地膜覆盖、树盘覆盖。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沃柑产业化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5还包括d.每年进行

扩穴改土的方法：在树冠滴水线外，紧接着原来的改土穴或沟的外缘进行开穴或壕沟，穴或

沟的深度为50～80cm，宽度为0.5～1m，以见到根系为宜；每年轮换改土位置，逐年分期进

行，在植株的一侧或两侧进行，并在丰产前完成全园改土；所述改土材料按重量份数比包

括：20份粗纤维有机物，70份腐熟的禽畜粪、10份麸肥，按每株分层施入改土材料20～30kg，

将改土材料分成2～3层，每层加适量石灰，最上层加入过磷酸钙0.5～1kg。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沃柑产业化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5中的c步骤中梢期

的时间安排：定植后第1年、第2年每年留5次梢，放梢时间：春梢2月，夏梢5月上旬,第2次夏

梢5月底至6月上旬，秋梢8月中旬、9月底至10月上旬；第3年幼龄结果树留3次梢，放梢时间：

春梢2月、夏梢6月下旬至7月上旬、秋梢8月下旬至9月上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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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沃柑产业化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沃柑种植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沃柑产业化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沃柑的育种单位是以色列Volcani农业研究中心，育种者为Pinhas  Spiegel～Roy

和Aliza  Vardi，英文名为：“Orah”mandarin(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在重庆审定时命

名为“沃柑”)，由母本“Temple”tangor(坦普尔橘橙)和父本“Dancy”mandarin(丹西)红橘杂

交选育而成(因育种者已经去世，故真实的父母本已经难以考证)。后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柑

桔研究所江东老师团队做分子鉴定时发现沃柑很可能由王柑与地中海橘杂交选育而成。其

中王柑起源于越南，果皮黄色、较厚而粗糙，但产量高、成熟晚、耐热性强，缺点是种子多，因

而其杂交后代多数品种普遍具有果皮硬、成熟晚等特点，也因此毗邻越南的广西是王柑后

代沃柑的适宜种植区。

[0003] 虽然当前沃柑发展势头迅猛，面积、产量、效益各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表现，但是

存在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技术不过硬，导致产业化种植产量和品质大打折扣。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沃柑产业化种植方法，从而克服产业化种植产量和品

质大打折扣的缺陷。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沃柑产业化种植方法，包括：

[0006] S1，园地选择：选择15～100亩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排水好,有机质丰富,PH值5.5

～6.5的微酸性沙壤土或壤土建园；园地建立水利系统，水利系统包括水肥一体化设施和排

水系统；

[0007] S2，果苗选择：选择以资阳香橙作为砧木的无病沃柑苗；

[0008] S3，土壤深耕：在土壤湿度不大时进行犁地，方向取等高线或者垂直道路，犁一次

可犁深度60cm左右，再耙一到两次至平整，开挖排水沟；

[0009] S4，定植：将无病沃柑苗进行定植，按行距3～4米，株距2～3米，每亩栽植56～110

株种植到园地中；

[0010] S5，幼树管理：

[0011] (1)幼龄树的施肥：对幼龄树的施肥分种植3年内的施用，并且每年要进行扩穴改

土：

[0012] a .种植第1年施肥方法：幼龄树在第一次梢转绿后，用质量浓度为0.3％的平衡型

水溶肥通过水肥一体化设施淋施，每株施4.5～5kg；萌芽抽梢前15天按第一次梢转绿的施

肥方法施一次，自剪后按第一次梢转绿的施肥方法再施一次，每次的施肥量逐次增加

0.5kg；在3月上旬开始，选下雨前后，按月交替施30～50g尿素或50g生物有机肥，一年至少

施肥5次；每次梢壮梢期根外喷施1～2次叶面肥，施肥时要距树干15～20cm；

[0013] b.种植第2年施肥方法：在春节前施冬肥，结合扩穴改土进行，每株每次交替施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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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5g尿素或100～150g生物有机肥，每株每次尿素施用量不超过100g；施肥时要距树干

15～20公分；每次的施肥量逐次增加0.5kg；一年至少施肥5次；

[0014] c.种植第3年施肥方法：若种植后第3年不计划挂果，施肥方法与种植第2年施肥方

法；

[0015] (2)整形修剪方法：幼龄树从定植以后要定期进行定干、整形和抹芽放梢:

[0016] a .定干的方法：定植成活后，应在离地面30～50cm、枝梢中部芽饱满处短截定干；

短截后剪口芽以下10～15cm之间为整形带，整形带以下即为主干；在所述主干上萌发的枝、

芽需要及时抹去，保持主干在进入投产后有30cm以上的高度；

[0017] b.整形的方法：第一年在整形带内选不同方位的3～4个长势一致的枝梢培养成一

级主枝；以后每趟梢均选留3～4个长势均匀、分布合理的枝梢，在每次梢老熟时，短剪并留

下20～25cm并包含6～8片叶的枝梢，促下一批新梢萌发，以此形成二级、三级、四级等主枝；

准备来年投产的树，秋梢老熟后不能短剪；对枝条直立的植株，在新梢老熟后或萌发前用细

绳将主枝拉成50°左右，松绑后恢复45°，25～30天后解开细绳，使树冠开张；

[0018] c.抹芽放梢的方法：每次基梢自剪前适当摘心，以加快枝梢老熟；枝梢老熟后，留

20～25cm枝干并留下6～8片叶进行短剪，在新芽长至5～6cm时及时疏去过多的弱芽，每条

基梢上只留2～3条分布合理的健壮芽；每次疏芽时每个位点选留长势均匀的一条新梢；如

此循环至投产时培养秋梢超过100条以上进入初挂果期；

[0019] (3)控花果的管理方法：幼龄树在种植第2年春季采取疏花疏果措施：

[0020] a .喷植物生长调节剂及灌水：在冬季最后一次梢开始老熟时喷质量分数为50ppm

的赤霉酸和250ppm的尿素，喷1～2次；

[0021] b.施速效氮肥及疏蕾疏果：在春季抽春梢前9～12天施速效氮肥；

[0022] (4)土壤管理方法：采用地膜和树盘覆盖结合的方法：

[0023] a .地膜覆盖的方法：地膜选用黑膜或银灰膜或防草地布或吸水绒布；地膜覆盖时

只留主干周围少部分祼露不盖；地膜覆盖2～3年至树冠扩大后取出；

[0024] b.树盘覆盖的方法：对树冠下的树盘应进行铺草覆盖，铺草厚度为10～20cm，每年

要新增覆盖物；

[0025] (5)水分管理的方法：挖掘主沟不低于60×60cm，边沟不低于40×40cm，厢沟不低

于20×20cm；

[0026] S6，结果树管理：

[0027] (1)施肥方法：

[0028] a .基肥的施肥方法：在冬至前后，在植株树冠滴水线开挖施肥沟，沟深15～40cm；

每株施腐熟有机肥l0～20kg、复合肥0.5～1.0kg、绿肥杂草0.5kg，将石灰0.5kg，硼0.1～

2kg,锌0.2～0.25kg,0.15～0.23kg镁混合均匀后施入每株覆土；

[0029] b.春梢肥的施肥方法：在萌芽前10～15天施入，每株施饼肥粪水肥10～30kg，配合

平衡型复合肥0.3～0.5kg通过灌溉施肥方式淋施；

[0030] c.谢花保果肥的施肥方法：在谢花70％至谢花后一周内施入，对于株产25kg的果

树每株施高钾型复合肥0.2～0.3kg；

[0031] d.壮果攻秋梢肥的施肥方法：在放梢前20天，壮果攻秋梢肥以有机肥为主，每株施

饼肥1.5～3kg,腐熟有机肥l0～15kg ,尿素0.2～0.5kg ,复合肥1～2kg，沿树冠滴水线开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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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入并覆盖；

[0032] e.追施壮果肥的施肥方法：秋梢抽生后，每个月结合抗旱施1～2次水肥，水肥为高

钾型水溶肥；

[0033] (2)培养健壮秋梢的方法：

[0034] a.定放秋梢期：在立秋前后开始放秋梢，放梢时间在8月中旬至9月上旬；

[0035] b.放秋梢前施肥的方法：放秋梢前15～20天施肥，若单株结果量50kg，每株各施高

氮1.0kg,高钾1.0kg,低磷复合肥1.0kg；若树势弱或结果过多的树加施尿素0.1～0.15kg；

[0036] c.放秋梢修剪和疏果的方法：短截衰弱枝与老枝的先端部分，剪口处留壮枝壮芽；

剪口粗度0.5cm，短截时留下10cm枝桩，约留6片叶处短截；将密集交叉枝、细弱枝、病虫枝剪

去；对于挂果量多的结果树，疏掉顶部部分果、下部的小果，结合疏果，短截少叶的结果母枝

和落花落果枝；对于挂果量少枝条浓密的结果树，对树冠外围的粗壮春梢或夏梢进行修剪，

通过抹芽实现放秋梢，前期抹掉零星抽生的芽，直到全园70％的植株上70％枝梢的芽萌动

时，则停止抹芽，统一放秋梢；

[0037] d.放秋梢后选梢留梢的方法：经过修剪和施肥后，10～12天新梢萌动，当枝梢伸长

至5～6cm时开展选梢和留梢；留梢的方法是在树冠上部留3条，树冠中、下部留2～3条，壮枝

留3条，弱枝留1～2条；树冠其他部位萌发的枝条容易形成徒长枝，除个别留作补空缺外，其

余摘除；

[0038] (3)促花技术：

[0039] a.多效唑促花：每年花芽分化期，即11月中旬至12月下旬，使用质量浓度为25％的

多效唑用溶剂稀释300～400倍，喷湿叶面，喷1～2次；

[0040] b.环割促花：生长过旺或历年花量少的树，于12月中下旬视天气情况进行环割；即

在主枝或次主枝或分枝局部环状割一刀，以割断皮层而不伤木质部为宜；

[0041] (4)保果技术：

[0042] a .根外追肥：开花前至春梢花蕾期，喷施叶面肥；该叶面肥的重量比例为20％～

35％硼肥,8％～12％硫酸镁,2％～5％氨基酸,3％～7％磷酸二氢钾,其余为水，喷施2次，

每隔12～15天喷一次；

[0043] b.药物保果：在谢花2/3时喷赤霉酸或赤霉酸与芸苔素内酯、硼肥的混合液，所述

的混合液为质量浓度为5％的赤霉酸结晶粉1g兑水50～75kg或质量浓度为3％赤霉酸250ml

兑水200kg+质量浓度为0.01％的芸苔素内酯稀释3000～4500倍液+质量浓度为98％的硼肥

稀释1500～2200倍液所得的混合液，20～30天后再喷一次；

[0044] c.环割：在谢花后至春梢老熟期间，当生理落果至理想果量时，选择阴天或晴天在

主干或主枝上环割一刀，切断韧皮部；

[0045] d.疏梢和摘芽保果:适当疏剪树冠顶端生长过旺的春梢；

[0046] e.疏果:在第二次生理落果结束后到放秋梢前15天进行，疏去弱枝果、串状果、顶

生果、日灼果、病虫害果、畸形果、过小或过大果，保持果实分布均匀，叶果比为(30～40)：1；

[0047] f.防日灼病：6月下旬后放梢以叶片遮盖果或7月中旬后向阳果贴纸或涂白处理；

[0048] g.护果：进入7月，对于部分坐果率高，主干树形培养不理想，挂果长枝易下垂拖地

的果园，需要陆续开展撑果和拖果的护果工作；采用中央立杆型或四周井字型，并结合绳索

绑缚，采用塑料网全株网护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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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优选的，上述技术方案中，园地周边种植防护林。

[0050] 优选的，上述技术方案中，定植时若为露天裸根苗，用质量浓度为0.1％的高锰酸

钾溶液将整株苗浸泡3～5分钟，取出晾3～5分钟后再用清水冲洗一次，然后将沃柑苗的根

系浸泡在等质量的生根粉、核苷酸、甲基硫菌灵混合液中8～10小时，取出苗后用此溶液拌

黄泥，浆根即可拿去定植。

[0051] 优选的，上述技术方案中，定植时培少量土后用双脚踩实并扶直，嫁接口露出土面

5～10cm，培土形成一个10～15cm高，直径为50～60cm左右宽，倒碗形状的小土堆。

[0052] 优选的，上述技术方案中，步骤S6还包括幼树间作、行间生草覆盖或地膜覆盖、树

盘覆盖。

[0053] 优选的，上述技术方案中，步骤S5还包括d.每年进行扩穴改土的方法：在树冠滴水

线外，紧接着原来的改土穴或沟的外缘进行开穴或壕沟，穴或沟的深度为50～80cm，宽度为

0.5～1m，以见到根系为宜；每年轮换改土位置，逐年分期进行，在植株的一侧或两侧进行，

并在丰产前完成全园改土；所述改土材料按重量份数比包括：20份粗纤维有机物，70份腐熟

的禽畜粪、10份麸肥，按每株分层施入改土材料20～30kg，将改土材料分成2～3层，每层加

适量石灰，最上层加入过磷酸钙0.5～1kg。

[0054] 优选的，上述技术方案中，步骤S5中的c步骤中梢期的时间安排：定植后第1年、第2

年每年留5次梢，放梢时间：春梢2月，夏梢5月上旬,第2次夏梢5月底至6月上旬，秋梢8月中

旬、9月底至10月上旬；第3年幼龄结果树留3次梢，放梢时间：春梢2月、夏梢6月下旬至7月上

旬、秋梢8月下旬至9月上中旬。

[0055] 与现有的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56] 本发明中的沃柑产业化种植方法，果苗选择资阳香橙作为砧木，提高产业化种植

管理水平，主要使用有机肥改善土壤，沃柑在各阶段的修剪、施肥处理得更加合理，能够充

分满足沃柑生长所需的营养，从而使得种植产量和品质较高。

具体实施方式

[0057] 下面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描述，但应当理解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

受具体实施方式的限制。

[0058] 实施例1：

[0059] 一种沃柑产业化种植方法，具体包括：

[0060] S1，园地选择

[0061] 园地选择15～100亩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排水好,有机质丰富,PH值5.5的微酸性

沙壤土或壤土建园；

[0062] 建立水利系统，水利系统包括水肥一体化设施和排水系统，水肥一体化设施包括

蓄水池和水肥池。沃柑长势强，需大水大肥，安装水肥一体化滴灌或者微喷装置，装置主要

有水肥池、过滤器、抽水泵、主水管、支管、开关、滴带、滴头等。蓄水池一般按每亩需水2立方

建设，水肥池一般按每亩需0.5立方建设，药池按每亩需建0.05立方建设。排水系统包括开

挖一级排水渠、二级排水沟，应在果园低洼处挖好排水渠。

[0063] 园地周边种植防护林，有利于阻止有害昆虫如柑橘木虱的入侵，还能降低风速，减

少沃柑叶片受刺伤，从而减少叶片伤口，降低溃疡病的发病率。适宜作防护林的有松树、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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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桉树等。注意不能选用与柑橘有共同病害的树种，如黄皮、九里香等。

[0064] S2，果苗选择

[0065] 选择株型良好，根系完整，特别是不携带柑橘黄龙病、溃疡病等检疫性病害和碎叶

病、裂皮病、衰退病等病毒性病害的沃柑苗；选择出抗/耐逆境强并能促进接穗品种早结、丰

产、稳产、优质的优良砧木；资阳香橙、枳壳、红橘、酸橘、柠檬都可以作沃柑砧木。其中以资

阳香橙综合表现最佳，该砧木集合了枳壳易于成花，保花保果较为容易，易于早结丰产的特

点，又集合了红橘、酸橘、柠檬根系发达，长势旺盛，抗逆性强(能抗碎叶病，抗旱、寒能力

强)，适应性广的特点，果实外观漂亮，品质也好。

[0066] S3，土壤深耕

[0067] 采用大马力拖拉机单犁头进行全园深耕深松，在土壤湿度不大时进行犁地，方向

取等高线或者垂直道路，犁一次可犁深度60cm左右，再耙一到两次至平整，用勾机开挖排水

沟。

[0068] 对全园土壤深耕深松，也是沃柑种植前的重要一步，因为很多土地三十公分以下

的犁底层是几十年甚至成百上千年都没动过，严重板结硬化。深耕后，土质更疏松，透气、保

水性能更好，更利于根系深扎吸收矿质营养、水分，利于根系前期的快速生长发育，能够迅

速形成根深叶茂，早结丰产，早出效益。

[0069] S4，定植

[0070] 1、种植密度

[0071] 行距3米，株距2米，每亩栽植56株。

[0072] 2、定植时间

[0073] 裸根苗以1月～3月种植为宜。在4月～5月，降雨较多或阴天时也可种植。也可选择

在10～11月，降雨或者阴天时进行种植。温度较高、土壤较干旱时，如种的是裸根大苗，应注

意修剪，保留一定主干，把多余的枝叶剪去，仅保留少量叶片或者把叶片全部剪掉，以减少

蒸腾作用，提高成活率。容器苗全年均可种植。

[0074] 3、定植方法

[0075] 把苗按照大小分类进行分区种植，方便后期管理。如是露天裸根苗，可用0.1％高

锰酸钾溶液将整株苗浸泡3分钟，取出晾3分钟后再用清水冲洗一次，能杀灭植株表面存在

的溃疡病病菌，然后将沃柑苗的根系浸泡在等质量的生根粉(主要成分为萘乙酸、吲哚丁

酸，稀释400倍)、核苷酸(稀释400倍)、甲基硫菌灵(质量浓度为70％，稀释600倍)混合液中8

小时，取出苗后用此溶液拌黄泥，浆根即可拿去定植。如果是容器苗，把容器剪开，取出土

球，如根系足够发达并缠绕，可将底层的扒去1/3左右(如根系一般则可直接种植)，使根系

舒展开，有利于幼树快速成长。如根系一般，则可去掉容器后直接种植。

[0076] 提前拉线点坑，根据根系长短，挖好小坑，定植时培少量土后用双脚踩实并扶直，

注意嫁接口露出土面5cm(嫁接口埋入土里易患树脂病)，培土并形成一个10cm高，直径为

50cm左右宽，倒碗形状的小土堆。小土堆可盖上稻草，以防止土堆土壤流失，盖黑膜时应注

意要透水透气防止闷根，否则，不利生长。

[0077] S5，幼树管理

[0078] (1)幼龄树的施肥方法：对幼龄树的施肥方法分种植3年内的施用，并且每年要进

行扩穴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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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a .种植第1年施肥方法：幼龄树在第一次梢转绿后，用质量浓度为0.3％的平衡型

水溶肥通过水肥一体化设施淋施，每株施4.5kg；萌芽抽梢前15天按第一次梢转绿的施肥方

法施一次，自剪后按第一次梢转绿的施肥方法再施一次，每次的施肥量逐次增加0.5kg；在3

月上旬开始，选下雨前后，按月交替施30g尿素或50g生物有机肥，一年至少施肥5次；每次梢

壮梢期可结合病虫害防治根外喷施1～2次叶面肥，施肥时要距树干15cm；

[0080] b.种植第2年施肥方法：在春节前施冬肥，结合扩穴改土进行，每株每次交替施撒

施50g尿素或100g生物有机肥，生物有机肥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制得：蘑菇渣6份，薄荷叶4

份，鸡粪4份，玉米秸秆8份，纳豆粉0.5份。每株每次尿素施用量不超过100g；施肥时要距树

干15cm；每次的施肥量逐次增加0.5kg；一年至少施肥5次；

[0081] c.种植第3年施肥方法：若种植后第3年不计划挂果的，施肥方法与种植第2年施肥

方法相同；若结果按结果树施肥方法施肥；

[0082] d .每年进行扩穴改土的方法：在树冠滴水线外，紧接着原来的改土穴或沟的外缘

进行开穴或壕沟，穴或沟的深度为50cm，宽度为0.5m，以见到根系为宜；每年轮换改土位置，

逐年分期进行，在植株的一侧或两侧进行，并在丰产前完成全园改土；改土材料按重量份数

比包括：20份粗纤维有机物，70份腐熟的禽畜粪、10份麸肥，粗纤维有机物为绿肥或树枝叶

或杂草或山草。按每株分层施入改土材料20kg，将改土材料分成2层，每层加适量石灰，最上

层加入过磷酸钙0.5kg；

[0083] (2)整形修剪方法：幼龄树从定植以后要定期进行定干、整形和抹芽放梢:

[0084] a .定干的方法：定植成活后，应在离地面30cm、枝梢中部芽饱满处短截定干；短截

后剪口芽以下10cm为整形带，整形带以下即为主干；在所述主干上萌发的枝、芽需要及时抹

去，保持主干在进入投产后有30cm以上的高度；

[0085] b.整形的方法：第一年在整形带内选不同方位的3～4个长势一致的枝梢培养成一

级主枝；以后每趟梢均选留3～4个长势均匀、分布合理的枝梢，在每次梢老熟时，短剪并留

下20～25cm并包含6～8片叶的枝梢，促下一批新梢萌发，以此形成二级、三级、四级等主枝；

准备来年投产的树，秋梢老熟后不能短剪；对枝条直立的植株，在新梢老熟后或萌发前用细

绳将主枝拉成50°左右，松绑后恢复45°，25～30天后解开细绳，使树冠开张；

[0086] c.抹芽放梢的方法：每次基梢自剪前适当摘心，以加快枝梢老熟；枝梢老熟后，留

20～25cm枝干并留下6～8片叶进行短剪，促下一批新梢萌发，在新芽长至5～6cm时及时疏

去过多的弱芽，疏芽时考虑芽的着生方向，每条基梢上只留2～3条分布合理的健壮芽；每次

疏芽时每个位点选留长势均匀的一条新梢；如此循环，至投产时培养秋梢超过100条以上，

可进入初挂果期；梢期的时间安排：定植后第1年、第2年每年留5次梢，放梢时间：春梢2月，

夏梢5月上旬,第2次夏梢5月底至6月上旬，秋梢8月中旬、9月底至10月上旬；第3年幼龄结果

树留3次梢，放梢时间：春梢2月、夏梢6月下旬至7月上旬、秋梢8月下旬至9月上中旬；

[0087] (3)控花果的管理管理方法：幼龄树在种植第2年春季采取疏花疏果措施：

[0088] a .喷植物生长调节剂及灌水：在冬季最后一次梢开始老熟时喷质量分数为50ppm

的赤霉酸和250ppm的尿素，喷1～2次；如果冬旱要灌水或加施氮肥，保持树势旺盛，能有效

控制来年春季开花，促发大量春梢营养枝；

[0089] b.施速效氮肥及疏蕾疏果：在春季抽春梢前9～12天施速效氮肥，加速春梢生长，

削弱花蕾、幼果生长；如果以上措施都没有做到位，并已成花的，需要人工及时摘除花蕾、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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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促进快速抽梢；

[0090] (4)土壤管理方法：采用地膜和树盘覆盖结合的方法：

[0091] a .地膜覆盖的方法：地膜选用黑膜或银灰膜或防草地布或吸水绒布；地膜覆盖一

般全园进行，只留主干周围少部分祼露不盖；地膜覆盖只适合采用2～3年，树冠扩大后宜取

出，以利于根系生长；

[0092] b.树盘覆盖的方法：对树冠下的树盘应进行铺草覆盖，铺草厚度为10～20cm；每年

要新增覆盖物，补充腐烂分解的部分；所述覆盖物为地布或稻草或麦秆或蔗叶或山草。

[0093] (5)水分管理的方法：采取主沟深于边沟，边沟深于厢沟的原则，即主沟不低于60

×60cm，边沟不低于40×40cm，厢沟不低于20×20cm；同时坡地要将土回填到厢面上以避免

坡地悬根，不耐旱、耐脊；春夏多雨季节要及时排除积水；秋冬遇旱要及时灌水、覆盖保湿；

次年要挂果的树在秋梢老熟后注意控水，以抑制冬梢和促进花芽分化。

[0094] S6，结果树管理

[0095] 施肥方法及结果树营养诊断方法：采用测土配方施肥及水肥一体化技术，增施有

机肥，合理施无机肥并针对营养诊断配方肥；

[0096] (1)施肥方法：以产计肥，以每产50kg果计纯氮1.0kg ,N:P:K比为1:0.5:0.8，根据

上述比例选用花生麸、复合肥、尿素和硫酸钾，有机氮与无机氮施用比为4.5:5.5，选用土壤

施肥方式、灌溉施肥方式和根外追肥方式：

[0097] a .土壤施肥方式：根据每个结果树果园地形情况、树冠大小、肥料种类和气候条

件，以树冠滴水线附近0.2m处开沟,并选择开沟形状为环状沟方式进行土壤施肥；开沟深度

按春、夏季浅施，秋、冬季深施且采用有机肥深施，无机肥浅施的原则。

[0098] b.灌溉施肥方式：在结果树果园装备水肥一体化设施，采用喷灌的施肥方式，将肥

料溶于灌溉水中，通过水肥一体化设施进行施肥。

[0099] c.根外追肥：利用叶面肥营养元素喷施，通过叶片上的气孔和角质层进入叶片；所

述叶面肥重量比例为0.3％硫酸镁,0.2％硫酸锌,0.1％硼酸,0.3％磷酸二氢钾,0.5％尿

素,0.3％营养型核苷酸,其余为水；在每次新梢前和转绿期喷，一梢两肥。

[0100] (2)施肥方法及施肥量：将结果树的施肥方式分成冬肥、春梢肥、谢花保果肥、壮果

攻秋梢肥、追施壮果肥，每种施肥方式的施肥量分别占当年施肥量的30％，20％，5％，35％，

10％：

[0101] a .基肥的施肥方法：在冬至前后施，以有机肥为主，结合复合肥：在植株树冠滴水

线开挖施肥沟，沟深15cm，其中结果少、树势壮旺结合断根适当深施，结果少、树势弱避免伤

根过多适当浅施；株施腐熟有机肥20kg、复合肥1.0kg、混合绿肥杂草0.5kg，石灰0.5kg，硼

2kg,锌0.25kg,镁0.23kg均匀后每株施入覆土；腐熟有机肥为花生麸。

[0102] b.春梢肥的施肥方法：在萌芽前10～15天施入，每株施饼肥粪水肥30kg，配合平衡

型复合肥0.5kg通过灌溉施肥方式淋施；如果上年结果过多、树势弱的每株增施尿素50～

150g；春梢花蕾期结合防治病虫害进行根外追肥。

[0103] c.谢花保果肥的施肥方法：在谢花70％至谢花后一周内施入，由于开花消耗大量

养分，引起大量落花落果，对于株产25kg的果树每株施高钾型复合肥0.2～0.3kg；若结果

少、过旺的幼龄结果树不施上述肥。

[0104] d.壮果攻秋梢肥的施肥方法：在放梢前20天，即7月中下旬至8月上旬施，壮果攻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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梢肥以有机肥为主，每株施饼肥1.5kg、腐熟有机肥l0kg、尿素0.2kg ,复合肥1kg，沿树冠滴

水线开沟施入并覆盖；弱树、挂果量大的树适当增施氮肥。

[0105] e.追施壮果肥的施肥方法：秋梢抽生后，每个月结合抗旱施1～2次水肥，以高钾型

水溶肥为主；11月后，秋梢老熟后要适当控肥。

[0106] (3)沃柑营养诊断方法：针对结果树的枝梢、花、叶、果表现出不同的症状进行诊

断，包括缺锌诊断及矫治方法、缺镁诊断及矫治方法、缺硼诊断及其矫治方法、缺锰诊断及

其矫治方法。

[0107] 培养健壮秋梢的方法：包括定放秋稍期和放梢前后的管理方法：

[0108] (1)定放秋梢期：结果树放秋梢的时间因树龄、树势、立地条件及结果量而定，原则

是“三早三迟”：结果多的树,山地果园,长势弱,水肥条件差的果园早放。相反结果少,水田

果园，长势壮旺、水肥条件好的果园迟放；初投产的幼年树为了扩大树冠进行放二次秋梢；

具体时间在“立秋”前后开始放秋梢，一般放梢时间在8月中旬至9月上旬；挂果量大的、山地

的、取水不方便的还要提前15天。

[0109] (2)放秋梢前施肥的方法：放秋梢前20天施肥，若单株结果量50kg，每株约施高氮

1.0kg，高钾1.0kg、低磷的复合肥1.0kg；若树势弱或结果过多的树加施尿素0.1～0.15kg。

[0110] (3)放秋梢修剪和疏果的方法：短截衰弱枝与老枝的先端部分，剪口处留壮枝壮

芽；剪口粗度0.5cm，短截时留下10cm枝桩，约留6片叶处短截；将密集交叉枝、细弱枝、病虫

枝剪去；对于挂果量多的结果树，疏掉顶部部分果、下部的小果，结合疏果，短截少叶的结果

母枝和落花落果枝；对于挂果量少枝条浓密的结果树，对树冠外围的粗壮春梢或夏梢进行

修剪，疏枝为主、短截为辅；通过抹芽实现放秋梢，前期抹掉零星抽生的芽，直到全园70％的

植株上70％枝梢的芽萌动时，则停止抹芽，统一放秋梢。

[0111] (4)放秋梢后选梢留梢的方法：经过修剪和施肥后，12天新梢萌动，当枝梢伸长至5

～6cm时开展选梢和留梢；留梢的方法是在树冠上部留3条，树冠中、下部留2～3条，壮枝留3

条，弱枝留1～2条；树冠其他部位萌发的枝条容易形成徒长枝，除个别留作补空缺外，其余

摘除。

[0112] (5)放秋梢后对病虫害防治：当新梢长出不到1～2cm时采用杀菌剂和杀虫剂，杀虫

剂包括啶虫脒、毒死蜱、噻虫嗪；杀菌剂包括噻森铜、代森锰锌、吡唑醚菌酯；上述杀菌剂和

杀虫剂连喷2次以上，每隔10天喷一次，直到新梢老熟；秋梢转绿时喷布杀螨剂。

[0113] 促花技术：

[0114] (1)多效唑促花：每年花芽分化期，即11月中旬至12月下旬，使用质量浓度为25％

的多效唑用溶剂稀释300倍，喷湿叶面，喷1～2次，以不滴水为宜。

[0115] (2)环割促花：生长过旺或历年花量少的树，于12月中下旬视天气情况进行环割；

在主枝或次主枝或分枝局部环状割一刀，以割断皮层而不伤木质部为宜；环割后不要喷烈

性农药。

[0116] 保果技术：

[0117] (1)根外追肥：开花前至春梢花蕾期，结合病虫害防治进行，喷施叶面肥；该叶面肥

的重量比例为35％硼肥，12％硫酸镁，5％氨基酸，7％磷酸二氢钾，其余为水，喷施2次，每隔

12天喷一次。

[0118] (2)药物保果：在谢花2/3时喷赤霉酸或赤霉酸与芸苔素内酯、硼肥的混合液，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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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合液为质量浓度为5％的赤霉酸结晶粉1g兑水50kg或质量浓度为3％赤霉酸250ml兑水

200kg+质量浓度为0.01％的芸苔素内酯稀释3000倍液+质量浓度为98％的硼肥稀释1500倍

液所得的混合液，20天后视分果情况再喷一次；赤霉酸不能施用多次或浓度过大，以防产生

粗皮果。

[0119] (3)环割：在壮旺树在谢花后至春梢老熟期间，当生理落果至理想果量时，选择阴

天或晴天在主干或主枝上环割一刀，切断韧皮部。

[0120] (4)疏梢和摘芽保果:适当疏剪树冠顶端生长过旺的春梢；如大量抽生夏梢，必须

采用人工及时摘除或喷施药物杀梢，以抑制夏梢生长，直到6月下旬或放秋梢前，避免因夏

梢抽发而造成大量落果。

[0121] (5)疏果:在第二次生理落果结束后到放秋梢前15天进行，疏去弱枝果、串状果、顶

生果、日灼果、病虫害果、畸形果、过小或过大果，保持果实分布均匀，叶果比为30：1。

[0122] (6)防日灼病：6月下旬后放梢以叶片遮盖果或7月中旬后向阳果贴纸或涂白处理；

[0123] (7)护果：对于进入7月，部分坐果率高，主干树形培养不理想，挂果长枝易下垂拖

地的果园，需要陆续开展撑果和拖果的护果工作；采用中央立杆型或四周井字型，并结合绳

索绑缚，采用塑料网全株网护拖果。

[0124] 实施例2：

[0125] 一种沃柑产业化种植方法，具体包括：

[0126] S1，园地选择

[0127] 园地选择15～100亩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排水好，有机质丰富，PH值6.5的微酸性

沙壤土或壤土建园；

[0128] 建立水利系统，水利系统包括水肥一体化设施和排水系统，水肥一体化设施包括

蓄水池和水肥池。沃柑长势强，需大水大肥，安装水肥一体化滴灌或者微喷装置，装置主要

有水肥池、过滤器、抽水泵、主水管、支管、开关、滴带、滴头等。蓄水池一般按每亩需水4立方

建设，水肥池一般按每亩需0.5立方建设，药池按每亩需建0.1立方建设。排水系统包括开挖

一级排水渠、二级排水沟，应在果园低洼处挖好排水渠。

[0129] 园地周边种植防护林，有利于阻止有害昆虫如柑橘木虱的入侵，还能降低风速，减

少沃柑叶片受刺伤，从而减少叶片伤口，降低溃疡病的发病率。适宜作防护林的有松树、杉

树、桉树等。注意不能选用与柑橘有共同病害的树种，如黄皮、九里香等。

[0130] S2，果苗选择

[0131] 选择株型良好，根系完整，特别是不携带柑橘黄龙病、溃疡病等检疫性病害和碎叶

病、裂皮病、衰退病等病毒性病害的沃柑苗；选择出抗/耐逆境强并能促进接穗品种早结、丰

产、稳产、优质的优良砧木；资阳香橙、枳壳、红橘、酸橘、柠檬都可以作沃柑砧木。其中以资

阳香橙综合表现最佳，该砧木集合了枳壳易于成花，保花保果较为容易，易于早结丰产的特

点，又集合了红橘、酸橘、柠檬根系发达，长势旺盛，抗逆性强(能抗碎叶病，抗旱、寒能力

强)，适应性广的特点，果实外观漂亮，品质也好。

[0132] S3，土壤深耕

[0133] 采用大马力拖拉机单犁头进行全园深耕深松，在土壤湿度不大时进行犁地，方向

取等高线或者垂直道路，犁一次可犁深度60cm左右，再耙一到两次至平整，用勾机开挖排水

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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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4] 对全园土壤深耕深松，也是沃柑种植前的重要一步，因为很多土地三十公分以下

的犁底层是几十年甚至成百上千年都没动过，严重板结硬化。深耕后，土质更疏松，透气、保

水性能更好，更利于根系深扎吸收矿质营养、水分，利于根系前期的快速生长发育，能够迅

速形成根深叶茂，早结丰产，早出效益。

[0135] S4，定植

[0136] 1、种植密度

[0137] 行距4米，株距3米，每亩栽植110株。

[0138] 2、定植时间

[0139] 裸根苗以1月～3月种植为宜。在4月～5月，降雨较多或阴天时也可种植。也可选择

在10～11月，降雨或者阴天时进行种植。温度较高，土壤较干旱时，如种的是裸根大苗，应注

意修剪，保留一定主干，把多余的枝叶剪去，仅保留少量叶片或者把叶片全部剪掉，以减少

蒸腾作用，提高成活率。容器苗全年均可种植。

[0140] 3、定植方法

[0141] 把苗按照大小分类进行分区种植，方便后期管理。如是露天裸根苗，可用0.1％高

锰酸钾溶液将整株苗浸泡5分钟，取出晾5分钟后再用清水冲洗一次，能杀灭植株表面存在

的溃疡病病菌，然后将沃柑苗的根系浸泡在等质量的生根粉(主要成分为萘乙酸、吲哚丁

酸，稀释400倍)、核苷酸(稀释400倍)、甲基硫菌灵(质量浓度为70％，稀释600倍)混合液中

10小时，取出苗后用此溶液拌黄泥，浆根即可拿去定植。如果是容器苗，把容器剪开，取出土

球，如根系足够发达并缠绕，可将底层的扒去1/3左右(如根系一般则可直接种植)，使根系

舒展开，有利于幼树快速成长。如根系一般，则可去掉容器后直接种植。

[0142] 提前拉线点坑，根据根系长短，挖好小坑，定植时培少量土后用双脚踩实并扶直，

注意嫁接口露出土面10cm(嫁接口埋入土里易患树脂病)，培土并形成一个15cm高，直径为

60cm左右宽，倒碗形状的小土堆。小土堆可盖上稻草，以防止土堆土壤流失，盖黑膜时应注

意要透水透气防止闷根，否则，不利生长。

[0143] S5，幼树管理

[0144] (1)幼龄树的施肥方法：对幼龄树的施肥方法分种植3年内的施用，并且每年要进

行扩穴改土：

[0145] a .种植第1年施肥方法：幼龄树在第一次梢转绿后，用质量浓度为0.3％的平衡型

水溶肥通过水肥一体化设施淋施，每株施5kg；萌芽抽梢前15天按第一次梢转绿的施肥方法

施一次，自剪后按第一次梢转绿的施肥方法再施一次，每次的施肥量逐次增加0.5kg；在3月

上旬开始，选下雨前后，按月交替施50g尿素或50g生物有机肥，一年至少施肥5次；每次梢壮

梢期可结合病虫害防治根外喷施1～2次叶面肥，施肥时要距树干20cm；

[0146] b.种植第2年施肥方法：在春节前施冬肥，结合扩穴改土进行，每株每次交替施撒

施100g尿素或150g生物有机肥，生物有机肥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制得：蘑菇渣10份，薄荷叶

6份，鸡粪8份，玉米秸秆10份，纳豆粉3份。每株每次尿素施用量不超过100g；施肥时要距树

干20cm；每次的施肥量逐次增加0.5kg；一年至少施肥5次；

[0147] c.种植第3年施肥方法：若种植后第3年不计划挂果的，施肥方法同种植第2年施肥

方法；若结果按结果树施肥方法施肥；

[0148] d .每年进行扩穴改土的方法：在树冠滴水线外，紧接着原来的改土穴或沟的外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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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开穴或壕沟，穴或沟的深度为80cm，宽度为1m，以见到根系为宜；每年轮换改土位置，逐

年分期进行，在植株的一侧或两侧进行，并在丰产前完成全园改土；改土材料按重量份数比

包括：20份粗纤维有机物，70份腐熟的禽畜粪，10份麸肥，粗纤维有机物为绿肥或树枝叶或

杂草或山草。按每株分层施入改土材料30kg，将改土材料分成3层，每层加适量石灰，最上层

加入过磷酸钙1kg；

[0149] (2)整形修剪方法：幼龄树从定植以后要定期进行定干、整形和抹芽放梢:

[0150] a .定干的方法：定植成活后，应在离地面50cm、枝梢中部芽饱满处短截定干；短截

后剪口芽以下15cm为整形带，整形带以下即为主干；在所述主干上萌发的枝、芽需要及时抹

去，保持主干在进入投产后有30cm以上的高度；

[0151] b.整形的方法：第一年在整形带内选不同方位的3～4个长势一致的枝梢培养成一

级主枝；以后每趟梢均选留3～4个长势均匀，分布合理的枝梢，在每次梢老熟时，短剪并留

下20～25cm并包含6～8片叶的枝梢，促下一批新梢萌发，以此形成二级、三级、四级等主枝；

准备来年投产的树，秋梢老熟后不能短剪；对枝条直立的植株，在新梢老熟后或萌发前用细

绳将主枝拉成50°左右，松绑后恢复45°，25～30天后解开细绳，使树冠开张；

[0152] c.抹芽放梢的方法：每次基梢自剪前适当摘心，以加快枝梢老熟；枝梢老熟后，留

20～25cm枝干并留下6～8片叶进行短剪，促下一批新梢萌发，在新芽长至5～6cm时及时疏

去过多的弱芽，疏芽时考虑芽的着生方向，每条基梢上只留2～3条分布合理的健壮芽；每次

疏芽时每个位点选留长势均匀的一条新梢；如此循环，至投产时培养秋梢超过100条以上，

可进入初挂果期；梢期的时间安排：定植后第1年、第2年每年留5次梢，放梢时间：春梢2月，

夏梢5月上旬,第2次夏梢5月底至6月上旬，秋梢8月中旬、9月底至10月上旬；第3年幼龄结果

树留3次梢，放梢时间：春梢2月、夏梢6月下旬至7月上旬、秋梢8月下旬至9月上中旬；

[0153] (3)控花果的管理管理方法：幼龄树在种植第2年春季采取疏花疏果措施：

[0154] a .喷植物生长调节剂及灌水：在冬季最后一次梢开始老熟时喷质量分数为50ppm

的赤霉酸和250ppm的尿素，喷1～2次；如果冬旱要灌水或加施氮肥，保持树势旺盛，能有效

控制来年春季开花，促发大量春梢营养枝；

[0155] b.施速效氮肥及疏蕾疏果：在春季抽春梢前9～12天施速效氮肥，加速春梢生长，

削弱花蕾、幼果生长；如果以上措施都没有做到位，并已成花的，需要人工及时摘除花蕾、幼

果，促进快速抽梢；

[0156] (4)土壤管理方法：采用地膜和树盘覆盖结合的方法：

[0157] a .地膜覆盖的方法：地膜选用黑膜或银灰膜或防草地布或吸水绒布；地膜覆盖一

般全园进行，只留主干周围少部分祼露不盖；地膜覆盖只适合采用2～3年，树冠扩大后宜取

出，以利于根系生长；

[0158] b.树盘覆盖的方法：对树冠下的树盘应进行铺草覆盖，铺草厚度为10～20cm；每年

要新增覆盖物，补充腐烂分解的部分；所述覆盖物为地布或稻草或麦秆或蔗叶或山草。

[0159] (5)水分管理的方法：采取主沟深于边沟，边沟深于厢沟的原则，即主沟不低于60

×60cm，边沟不低于40×40cm，厢沟不低于20×20cm；同时坡地要将土回填到厢面上以避免

坡地悬根，不耐旱、耐脊；春夏多雨季节要及时排除积水；秋冬遇旱要及时灌水、覆盖保湿；

次年要挂果的树在秋梢老熟后注意控水，以抑制冬梢和促进花芽分化。

[0160] S6，结果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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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1] 施肥方法及结果树营养诊断方法：采用测土配方施肥及水肥一体化技术，增施有

机肥，合理施无机肥并针对营养诊断配方肥；

[0162] (1)施肥方法：以产计肥，以每产50kg果计纯氮1.0kg ,N:P:K比为1:0.5:0.8，根据

上述比例选用花生麸、复合肥、尿素和硫酸钾，有机氮与无机氮施用比为4.5:5.5，选用土壤

施肥方式，灌溉施肥方式和根外追肥方式：

[0163] a .土壤施肥方式：根据每个结果树果园地形情况，树冠大小，肥料种类和气候条

件，以树冠滴水线附近0.2m处开沟,并选择开沟形状为环状沟方式进行土壤施肥；开沟深度

按春、夏季浅施，秋、冬季深施且采用有机肥深施，无机肥浅施的原则。

[0164] b.灌溉施肥方式：在结果树果园装备水肥一体化设施，采用喷灌的施肥方式，将肥

料溶于灌溉水中，通过水肥一体化设施进行施肥。

[0165] c.根外追肥：利用叶面肥营养元素喷施，通过叶片上的气孔和角质层进入叶片；所

述叶面肥重量比例为0.3％硫酸镁，0.2％硫酸锌，0.1％硼酸，0.3％磷酸二氢钾，0.5％尿

素，0.3％营养型核苷酸，其余为水；在每次新梢前和转绿期喷，一梢两肥。

[0166] (2)施肥方法及施肥量：将结果树的施肥方式分成冬肥、春梢肥、谢花保果肥、壮果

攻秋梢肥、追施壮果肥，每种施肥方式的施肥量分别占当年施肥量的30％，20％，5％，35％，

10％：

[0167] a .基肥的施肥方法：在冬至前后施，以有机肥为主，结合复合肥：在植株树冠滴水

线开挖施肥沟，沟深40cm，其中结果少、树势壮旺结合断根适当深施，结果少、树势弱避免伤

根过多适当浅施；株施腐熟有机肥20kg、复合肥1.0kg、绿肥杂草0.5kg，混合石灰0.5kg，硼

2kg，锌0.25kg，镁0.23kg均匀后每株施入覆土；腐熟有机肥为花生麸。

[0168] b.春梢肥的施肥方法：在萌芽前10～15天施入，每株施饼肥粪水肥30kg，配合平衡

型复合肥0.5kg通过灌溉施肥方式淋施；如果上年结果过多，树势弱的每株增施尿素50～

150g；春梢花蕾期结合防治病虫害进行根外追肥。

[0169] c.谢花保果肥的施肥方法：在谢花70％至谢花后一周内施入，由于开花消耗大量

养分，引起大量落花落果，对于株产25kg的果树每株施高钾型复合肥0.2～0.3kg；若结果

少、过旺的幼龄结果树不施上述肥。

[0170] d.壮果攻秋梢肥的施肥方法：在放梢前20天，即7月中下旬至8月上旬施，壮果攻秋

梢肥以有机肥为主，每株施饼肥3kg，腐熟有机肥15kg，尿素0.5kg，复合肥2kg，沿树冠滴水

线开沟施入并覆盖；弱树、挂果量大的树适当增施氮肥。

[0171] e.追施壮果肥的施肥方法：秋梢抽生后，每个月结合抗旱施1～2次水肥，以高钾型

水溶肥为主；11月后，秋梢老熟后要适当控肥。

[0172] (3)沃柑营养诊断方法：针对结果树的枝梢、花、叶、果表现出不同的症状进行诊

断，包括缺锌诊断及矫治方法、缺镁诊断及矫治方法、缺硼诊断及其矫治方法、缺锰诊断及

其矫治方法。

[0173] 培养健壮秋梢的方法：包括定放秋稍期和放梢前后的管理方法：

[0174] (1)定放秋梢期：结果树放秋梢的时间因树龄、树势、立地条件及结果量而定，原则

是“三早三迟”：结果多的树、山地果园、长势弱、水肥条件差的果园早放，相反结果少、水田

果园、长势壮旺、水肥条件好的果园迟放；初投产的幼年树为了扩大树冠进行放二次秋梢；

具体时间在“立秋”前后开始放秋梢，一般放梢时间在8月中旬至9月上旬；挂果量大的、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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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水不方便的还要提前15天。

[0175] (2)放秋梢前施肥的方法：放秋梢前20天施肥，若单株结果量50kg，每株约施高氮

1.0kg，高钾1.0kg，低磷的复合肥1.0kg；若树势弱或结果过多的树加施尿素0.1～0.15kg。

[0176] (3)放秋梢修剪和疏果的方法：短截衰弱枝与老枝的先端部分，剪口处留壮枝壮

芽；剪口粗度0.5cm，短截时留下10cm枝桩，约留6片叶处短截；将密集交叉枝、细弱枝、病虫

枝剪去；对于挂果量多的结果树，疏掉顶部部分果、下部的小果，结合疏果，短截少叶的结果

母枝和落花落果枝；对于挂果量少枝条浓密的结果树，对树冠外围的粗壮春梢或夏梢进行

修剪，疏枝为主、短截为辅；通过抹芽实现放秋梢，前期抹掉零星抽生的芽，直到全园70％的

植株上70％枝梢的芽萌动时，则停止抹芽，统一放秋梢。

[0177] (4)放秋梢后选梢留梢的方法：经过修剪和施肥后，12天新梢萌动，当枝梢伸长至5

～6cm时开展选梢和留梢；留梢的方法是在树冠上部留3条，树冠中、下部留2～3条，壮枝留3

条，弱枝留1～2条；树冠其他部位萌发的枝条容易形成徒长枝，除个别留作补空缺外，其余

摘除。

[0178] (5)放秋梢后对病虫害防治：当新梢长出不到1～2cm时采用杀菌剂和杀虫剂，杀虫

剂包括啶虫脒、毒死蜱、噻虫嗪；杀菌剂包括噻森铜、代森锰锌、吡唑醚菌酯；上述杀菌剂和

杀虫剂连喷2次以上，每隔10天喷一次，直到新梢老熟；秋梢转绿时喷布杀螨剂。

[0179] 促花技术：

[0180] (1)多效唑促花：每年花芽分化期，即11月中旬至12月下旬，使用质量浓度为25％

的多效唑用溶剂稀释400倍，喷湿叶面，喷1～2次，以不滴水为宜。

[0181] (2)环割促花：生长过旺或历年花量少的树，于12月中下旬视天气情况进行环割；

在主枝或次主枝或分枝局部环状割一刀，以割断皮层而不伤木质部为宜；环割后不要喷烈

性农药。

[0182] 保果技术：

[0183] (1)根外追肥：开花前至春梢花蕾期，结合病虫害防治进行，喷施叶面肥；该叶面肥

的重量比例为35％硼肥，12％硫酸镁，5％氨基酸、7％磷酸二氢钾，其余为水，喷施2次，每隔

12天喷一次。

[0184] (2)药物保果：在谢花2/3时喷赤霉酸或赤霉酸与芸苔素内酯、硼肥的混合液，所述

的混合液为质量浓度为5％的赤霉酸结晶粉1g兑水75kg或质量浓度为3％赤霉酸250ml兑水

200kg+质量浓度为0.01％的芸苔素内酯稀释4500倍液+质量浓度为98％的硼肥稀释2200倍

液所得的混合液，30天后视分果情况再喷一次；赤霉酸不能施用多次或浓度过大，以防产生

粗皮果。

[0185] (3)环割：在壮旺树在谢花后至春梢老熟期间，当生理落果至理想果量时，选择阴

天或晴天在主干或主枝上环割一刀，切断韧皮部。

[0186] (4)疏梢和摘芽保果:适当疏剪树冠顶端生长过旺的春梢；如大量抽生夏梢，必须

采用人工及时摘除或喷施药物杀梢，以抑制夏梢生长，直到6月下旬或放秋梢前，避免因夏

梢抽发而造成大量落果。

[0187] (5)疏果:在第二次生理落果结束后到放秋梢前15天进行，疏去弱枝果、串状果、顶

生果、日灼果、病虫害果、畸形果、过小或过大果，保持果实分布均匀，叶果比为40：1。

[0188] (6)防日灼病：6月下旬后放梢以叶片遮盖果或7月中旬后向阳果贴纸或涂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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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9] (7)护果：对于进入7月，部分坐果率高，主干树形培养不理想，挂果长枝易下垂拖

地的果园，需要陆续开展撑果和拖果的护果工作；采用中央立杆型或四周井字型，并结合绳

索绑缚，采用塑料网全株网护拖果。

[0190] 以下记载了本实施例以及沃柑种植方法的定植时间、第一年树冠、第二年树冠、第

三年树冠、结果个数及产量。

[0191] 如下表1所示，本实施例同对比的普通沃柑结果树方法的对比例从同一天2014年

10月12日在南宁市武鸣东风农场的不同地点、地表坡度相同的情况下开始定植。在2016年1

月5日开始对本实施例与对比例的结果树实施相应的管理方法。

[0192] 2019年2月23日调查数据，如下表1所示，为本实施例沃柑种植方法与沃柑种植方

法在结果树两年内总共收获结果沃柑的单株产量、平均重量、平均横径*纵径、平均维生素C

含量、平均可食率、平均可溶性固物的情况，可从中比较得到哪种方法能得到评级更高的沃

柑。由下表的整体情况而言，本实施例结果在单株产量、平均重量、平均横径*纵径、平均维

生素C含量、平均可食率、平均可溶性固物的指标上都胜于对比例。

[0193] 表1本实施例沃柑结果树管理方法与对比例普通沃柑结果树方法的结果情况

[0194]

[0195] 并且本实施例在两月后采用留果保鲜技术的沃柑果皮光滑、色泽鲜艳、无病斑的

好果率高达95 .6％，粗皮果、太阳果的次果率仅为4 .4％，而对比例的沃柑好果率仅为

81.7％，次果比例达19.3％。

[0196] 综上所述，本方法在沃柑的各个阶段，如选地、选苗、定植、幼树管理、结果管理阶

段，采取了更加科学的施肥、修改及管理办法，使得沃柑成果率更高、营养价值更加丰富。

[0197] 前述对本发明的具体示例性实施方案的描述是为了说明和例证的目的。这些描述

并非想将本发明限定为所公开的精确形式，并且很显然，根据上述教导，可以进行很多改变

和变化。对示例性实施例进行选择和描述的目的在于解释本发明的特定原理及其实际应

用，从而使得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并利用本发明的各种不同的示例性实施方案以及

各种不同的选择和改变。本发明的范围意在由权利要求书及其等同形式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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