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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太秋甜柿早结丰产的栽

培方法，属于甜柿高效栽培技术领域。本发明的

太秋甜柿早结丰产的栽培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野柿种子的浸种与催芽；步骤2：播种与育

苗；步骤3：大田起垄；步骤4：砧木苗移栽；步骤5：

砧木苗的栽培管理；步骤6：嫁接太秋甜柿；步骤

7：嫁接后的栽培管理；步骤8：第三年开始试挂

果。本发明采用野柿作为砧木来嫁接太秋甜柿，

具有嫁接亲合性好、根系发育好、吸收水肥能力

强、抗逆性强、植株生长快、甜柿产量高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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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太秋甜柿早结丰产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野柿种子的浸种与催芽

取野柿种子，先消毒，再浸种，然后沙藏催芽，待种子露白，得到催芽后的种子；

步骤2：播种与育苗

将步骤1得到的催芽后的种子播种在穴盘的育苗基质中，然后将穴盘置于苗床上，覆盖

地膜，再搭盖塑料薄膜拱棚并密封；当幼苗出土后且当气温高于15℃时，揭除地膜；在幼苗

出土后7d，对苗床进行多菌灵消毒；

步骤3：大田起垄

大田起垄，施有机肥，平整畦面后覆盖地膜；

步骤4：砧木苗移栽

当步骤2的幼苗长至2-3片真叶时，连根带基质定植到步骤3的大田中；浇足定根水，并

搭建遮阳网；

步骤5：砧木苗的栽培管理

保持畦面含水率为30％wt-40％wt；苗高8cm-10cm时，结合中耕松土进行追肥，同时喷

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苗高55cm-65cm时摘心；选取左右对称的2个侧芽，作为砧木苗

的主枝继续生长；

步骤6：嫁接太秋甜柿

在12月份-次年1月份，在步骤5的砧木苗的2个主枝上嫁接太秋甜柿；

步骤7：嫁接后的栽培管理

步骤7.1：接穗萌芽后，选留向行间延伸的两个健壮枝作为主枝培养，其余抹去或抑制

其生长,保持除萌；

步骤7.2：待主枝生长至30cm-40cm时，摘心，按“Y”字形进行整形，疏除竞争枝；选留顶

芽作为主枝头继续延长，选留其它芽作为结果枝组培养；

步骤7.3：再重复2-3次步骤7.2，在第一次主枝完全老熟后，解膜和防治黑蛀螟为害；

步骤7.4：冬季修剪时短截主枝；保留部分侧枝进行甩放结果，剩余侧枝进行短截并作

为结果枝组培养，结果枝组在主枝两侧均匀分布；

步骤7.5：当新梢长至5-8片叶时，施肥；

步骤7.6：冬季，施基肥；

步骤8：第三年开始试挂果

步骤8.1树冠管理：继续按“Y”字形进行整形，第三年以后在主枝上进行结果枝组的更

新即可；

步骤8.2花果管理：开花前10d，每个结果枝保留花蕾0-2个；6月中下旬，第二次生理落

果后定果，每个结果枝留果1个；

步骤8.3病虫管理：萌芽后到定果前，防治病害和虫害；

步骤8.4水肥管理：6月份施壮果肥；采果后施还阳肥；冬季施基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秋甜柿早结丰产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消

毒是采用质量百分数为0.5％高锰酸钾液浸泡野柿种子0.5h-1.0h；所述浸种是采用38℃-

42℃的温水浸泡消毒后的野柿种子1d-2d；所述沙藏催芽是取浸种后的野柿种子，与沙子按

体积比为1:4混合均匀，湿度控制在握之成团且不滴水，温度控制在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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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秋甜柿早结丰产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育

苗基质中有机质和腐殖酸的质量百分含量之和≥55％，总孔隙度为70％-8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秋甜柿早结丰产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多

菌灵消毒是指喷施质量百分数为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稀释液2-3次，相邻两次喷

施的间隔时间为10d-15d，每次的喷药量为375kg/hm2-750kg/hm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秋甜柿早结丰产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起

垄的垄高20cm-30cm，垄宽100cm，两垄间距200cm；所述有机肥中，有机质的质量百分含量≥

45％，且氮、五氧化二磷和氧化钾的质量百分含量之和≥5％，所述有机肥的施用量为

3000kg/hm2-7500kg/hm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秋甜柿早结丰产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所述追

肥是指追施2-3次尿素或三元复合肥，每次的施用量为225kg/hm2-300kg/hm2，相邻两次追施

的间隔时间为25d-30d；所述植物生长调节剂是指每月喷施1-2次质量百分数为1.6％的胺

鲜酯水剂1000-1500倍稀释液，每次的喷施量为750kg/hm2-1500kg/hm2；所述叶面肥是指每

月喷施1-2次质量百分数为0.2％-0.3％的尿素液，每次的喷施量为750kg/hm2-1500kg/hm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秋甜柿早结丰产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7.5中，所述

施肥具体是指在根部浇施沤熟麸肥、粪水肥稀释液和质量百分数为0.5％的尿素溶液中的

任意一种或多种，同时根外喷施质量百分数为0.2％-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质量百分数

为0.2％-0.3％的尿素溶液和氨基酸类叶面肥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每月一次，直到8月上

旬为止。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秋甜柿早结丰产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7.6中，所述

施基肥的具体方法为：在距离树干25cm-35cm处开穴，每株施3kg-5kg有机肥和0.5kg三元复

合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秋甜柿早结丰产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8.3中，所述

防治病害和虫害的具体方法为：

防治灰霉病：发病前或发病初期，喷施2-3次质量百分数为80％的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500-6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10d-15d；发病后期，喷施2-3次质量百分数为

50％的异菌脲悬浮剂500-6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7d-10d；

防治褐斑病：发病前或发病初期，喷施2-3次质量百分数为80％的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500-6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10d-15d；发病后期，喷施2-3次质量百分数为

20％的苯醚甲环唑悬浮剂2000-25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10d-15d；

防治炭疽病：发病前或发病初期，喷施2-3次质量百分数为80％的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500-6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10d-15d；发病后期，喷施2-3次质量百分数为

25％的咪鲜胺乳油1000-15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7d-10d；

防治柿绒蚧：在5月份-6月份幼蚧孵化高峰期，喷施1次质量百分数为25％的呋虫胺悬

浮剂1500-2000倍稀释液；如发生严重，在7月份-8月份，再喷施1次质量百分数为25％的呋

虫胺悬浮剂1500-2000倍稀释液。

10.根据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太秋甜柿早结丰产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8.4中，所述壮果肥为每株施1kg三元复合肥，沟施或穴施；所述还阳肥为每株施1kg三元复

合肥，沟施或穴施；所述基肥为每株施5kg-10kg有机肥和1kg三元复合肥，穴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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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太秋甜柿早结丰产的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太秋甜柿早结丰产的栽培方法，属于甜柿高效栽培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全球柿总面积达102.99万公顷，其中中国(含台湾)93.88万公顷，占全球柿

总面积的91.15％，其它国家如韩国、日本、西班牙等只占8.86％；全球柿总产量543.04万

吨，其中中国(含台湾)398.89万吨，占全球柿总产量的73.45％，中国的柿总面积和总产量

均居世界第一。其中广西柿总产量为117.83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30％左右；其次是河北

58.36万吨，占15％左右；第三是河南50.91万吨，占13％左右；第四是陕西38.21万吨，占

10％左右；第五是福建23.51万吨，占6％左右。广西柿总面积和总产量在全国均居于首位，

是中国最重要的柿产区。

[0003] 广西种植的柿品种主要为涩柿，需要脱涩加工方可食用，如恭城月柿和华南牛心

柿，总面积占95％以上。由于存在品种单一，上市时间过于集中，加工技术落后，栽培技术不

规范，病虫发生严重等原因，广西柿产业效益总体不佳，仅能维持简单的生产和有限的加

工，果农种柿的积极性不高。国内其它柿产区大多也存在类似情形。

[0004] 根据柿果能否在树上自然脱涩及其性状遗传特点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表现质

量性状遗传特点的完全甜柿(在市场上通常简称为甜柿)，另一类是表现数量性状遗传特点

的非完全甜柿。前者包括自然脱涩性状受显性基因控制的中国甜柿和自然脱涩性状受隐性

基因控制的日本甜柿；后者包括种子的脱涩作用较大的不完全甜柿、种子的脱涩作用较小

的不完全涩柿，以及不管种子有无均不能自然脱涩的完全涩柿。

[0005] 我国主栽的国内柿品种均为完全涩柿，大面积栽培的甜柿品种均引自日本。甜柿

伴随着果实成熟可以在树上完成自然脱涩，无需人工脱涩即可直接脆食，颠覆了传统的消

费观念和食用习惯，越来越受消费者的喜爱，发展日本甜柿是改善我国柿品种结构的重要

措施，理由如下：

[0006] (1)甜柿品质优良、无需人工脱涩可直接脆食。甜柿果皮薄，皮色橙红光亮，外表美

观亮丽；果肉甜脆细腻，味甜可口。每100g甜柿鲜果肉中，可溶性糖高达22g-24g(涩柿为

11.6g左右)、蛋白质0.57g-0.67g、脂肪0.28g-0.38g及丰富的尼克酸、维生素B1、B2、E、C和β

胡萝卜素等，微量元素铁、锌、硒均高于涩柿，且保脆时间较涩柿长2-3倍，素有“晚秋佳品”

之美称。与苹果相比，其含糖量高出十三倍，蛋白质高出六倍，维生素B高出十倍；最重要的

是甜柿果实含有可溶性单宁低，不需人工脱涩，不复生返涩，耐储运，特别适宜观光农业开

展果园采摘。

[0007] (2)甜柿产量高、效益好。甜柿栽后一般第三年投产，5-6年进入盛果期，最高每亩

产量可达2500kg-4000kg。按目前国内甜柿鲜果收购价8-10元/kg计算(太秋甜柿2019年广

西地头价达20-30元/kg)，每亩产值可达3-4万元。国际市场潜力则更大，一是一些农业大国

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基本不生产甜柿，不会对我国甜柿出口形成竞争；二是尽

管日本、韩国的甜柿产量较高，且质量较好，但均属农业小国，生产成本过高，对国内外甜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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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难以形成太大竞争；三是甜柿作为一种益智、健康食品深受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港

澳地区及东南亚国家消费者的喜爱，市场供不应求，出口价格远高于苹果和柑桔等传统水

果，在日本，一个甜柿最高售价1000日元(折合人民币约70元)。甜柿还可加工成柿饼、柿片、

柿花及柿醋等加工品，经济销售显著。

[0008] (3)甜柿适应性强、容易种植。甜柿生长适宜温度是年均温在13-19℃，故我国华

东、华中、华南、西南等地均能种植。甜柿抗逆性强、抗柿炭疽病、栽培简单、管理粗放、容易

种植，单位面积用工量只有苹果和桃的一半，可大大降低生产成本，特别适合山区和半山区

种植发展。

[0009] (4)甜柿成熟期较早、可满足早采早上市需求。相同的甜柿品种，在我国南方成熟

期比北方各省早熟10d以上，比日本早熟30d以上，具有明显的早熟优势，市场潜力巨大。如

“早秋”、“太秋”等，在广西可在8-9月份上市，这点在广西的老柿区如恭城县、平乐县也尤为

重要。种植一定数量的甜柿，不但改善了柿品种结构，同时满足部分早采需求，还可很好地

杜绝月柿催熟和早采行为，保护我国柿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010] 日本甜柿目前登记的有200多个品种，在我国种植的主要有阳丰、次郎、太秋、早

秋、花御所等几个品种。其中早秋甜柿上市最早，在广西8月中旬即可上市，硬脆型，全国零

星种植；阳丰甜柿、次郎甜柿面积最大，为晚熟品种，硬脆型，主要在湖北、云南、陕西、山东

等地种植；太秋甜柿属酥脆型，中熟品种，由于品质佳、售价高、效益好，目前正在全国快速

发展，但总体发展缓慢、面积不大，主要原因是太秋甜柿种植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0011] (1)适配砧木缺乏：首先是太秋甜柿在日本的砧木并不适合在中国种植(主要原因

是日本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而中国土壤有机质含量低)；其次已选出的湖北本地适配砧木如

小果甜柿、牛眼柿数量少，还不能满足大面积发展需要，在其它地区的适应性也有待于进一

步观察。

[0012] (2)月柿高接不亲和：目前广西太秋甜柿种植面积约400hm2，但多数是用月柿高接

的，存在着严重的不亲和现象，尽管高接后前2年有些产量，但第3年后树势就会严重衰退最

终死亡，损失巨大。

[0013] (3)野柿(Diospyros  kaki  Thunb.var.silvestris  Makino，又称鸟柿、山柿)，分

布在我国南方诸省；野柿嫁接太秋甜柿亲和性良好，经本申请人长达5年的试验观察，其抗

逆性及丰产性俱佳，是非常具有潜力的太秋甜柿适配砧木或成为甜柿广亲和性砧木，但苗

木移栽后缓苗期长(裸根苗缓苗期可达3-6个月)，初期抽梢慢而少，影响了树冠的正常形成

和前期的丰产，影响到太秋甜柿的经济效益，继而影响了太秋甜柿乃至整个甜柿产业的快

速发展。

[0014] 鉴于此，亟需开发一种太秋甜柿早结丰产的栽培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

发明内容

[0015]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太秋甜柿早结丰产的栽培方法。

本发明采用野柿作为砧木来嫁接太秋甜柿，具有嫁接亲合性好、根系发育好、吸收水肥能力

强、抗逆性强、植株生长快、甜柿产量高等优点。本发明从野柿小苗即开始定植在大田中，无

需嫁接后再移栽，既不伤根系、无缓苗期，又能储备大量养分供第二年嫁接后萌芽使用，初

期抽梢快且次数多，促使树冠快速形成，从而解决了太秋甜柿苗木移植后生长缓慢、树冠成

说　明　书 2/16 页

5

CN 111133948 A

5



型慢和前期产量低等缺点。

[0016]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太秋甜柿早结丰产的栽培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0017] 步骤1：野柿种子的浸种与催芽

[0018] 取野柿种子，先消毒，再浸种，然后沙藏催芽，待种子露白，得到催芽后的种子；

[0019] 步骤2：播种与育苗

[0020] 将步骤1得到的催芽后的种子播种在穴盘的育苗基质中，然后将穴盘置于苗床上，

覆盖地膜，再搭盖塑料薄膜拱棚并密封；当幼苗出土后且当气温高于15℃时，揭除地膜；在

幼苗出土后7d，对苗床进行多菌灵消毒；

[0021] 步骤3：大田起垄

[0022] 大田起垄，施有机肥，平整畦面后覆盖地膜；

[0023] 步骤4：砧木苗移栽

[0024] 当步骤2的幼苗长至2-3片真叶时，连根带基质定植到步骤3的大田中；浇足定根

水，并搭建遮阳网；

[0025] 步骤5：砧木苗的栽培管理

[0026] 保持畦面含水率为30％wt-40％wt；苗高8cm-10cm时，结合中耕松土进行追肥，同

时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苗高55cm-65cm时摘心；选取左右对称的2个侧芽，作为砧

木苗的主枝继续生长；

[0027] 步骤6：嫁接太秋甜柿

[0028] 在12月份-次年1月份，在步骤5的砧木苗的2个主枝上嫁接太秋甜柿；

[0029] 步骤7：嫁接后的栽培管理

[0030] 步骤7.1：接穗萌芽后，选留向行间延伸的两个健壮枝作为主枝培养，其余抹去或

抑制其生长,保持除萌；

[0031] 步骤7.2：待主枝生长至30cm-40cm时，摘心，按“Y”字形进行整形，疏除竞争枝；选

留顶芽作为主枝头继续延长，选留其它芽作为结果枝组培养；

[0032] 步骤7.3：再重复2-3次步骤7.2，在第一次主枝完全老熟后，解膜和防治黑蛀螟为

害；

[0033] 步骤7.4：冬季修剪时短截主枝；保留部分侧枝进行甩放结果，剩余侧枝进行短截

并作为结果枝组培养，结果枝组在主枝两侧均匀分布；

[0034] 步骤7.5：当新梢长至5-8片叶时，施肥；

[0035] 步骤7.6：冬季，施基肥；

[0036] 步骤8：第三年开始试挂果

[0037] 步骤8.1树冠管理：继续按“Y”字形进行整形，第三年以后在主枝上进行结果枝组

的更新即可；

[0038] 步骤8.2花果管理：开花前10d，每个结果枝保留花蕾0-2个；6月中下旬，第二次生

理落果后定果，每个结果枝留果1个；

[0039] 步骤8.3病虫管理：萌芽后到定果前，防治病害和虫害；

[0040] 步骤8.4水肥管理：6月份施壮果肥；采果后施还阳肥；冬季施基肥。

[0041] 本发明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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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本发明的步骤1中，选取的野柿种子需是上年收获的野柿种子(广西俗称中籽，其

果实直径为2-5cm、采收期为10月下旬至12月上旬，果实采收后集中堆放，7-10d果实软化后

清洗分离种子，每公斤湿种子约1500粒，分离出的种子置于阴凉处晾干1-2d后置于室温干

燥条件下保存)，种子精选后先消毒，再浸种，然后沙藏催芽，待种子露白达到1/3-1/2数量

时，得到催芽后的种子。本发明采用野柿作为太秋甜柿的砧木，直接建园，具有嫁接亲合性

好、根系发育好、吸收水肥能力强、无缓苗期、初期抽梢快和次数多，树冠成型快、适合密植、

易早结丰产和抗逆性强等优点。

[0043] 本发明的步骤2中，将步骤1得到的催芽后的种子播种在穴盘里的具体方法是：先

在穴盘中撒入占穴孔1/3-1/2体积的育苗基质，再放入1-2粒步骤1得到的催芽后的种子，然

后再用育苗基质填平穴孔。搭盖塑料薄膜拱棚，是为了对种子保温增湿。一般而言，塑料薄

膜拱棚距离苗床的高度为50cm-60cm。

[0044] 本发明的步骤4中，砧木苗移栽时，先在大田上按预设的株行距在地膜上打出穴

孔，穴孔的间距为200cm，每穴2株，2株之间的间距为10cm,然后把幼苗连根带基质定植在穴

孔中。这样可以保证定植砧木的数量和质量、不缺株。

[0045] 本发明的步骤5中，砧木高干栽培，一是有利于太秋甜柿合理密植，株行距为2m×

3m，亩栽110株，第三年开始投产，如平均株产5kg,每667m2则可产550kg。而现有技术的株行

距为3m×4m，亩栽56株，第三年开始投产，如平均株产5kg,每667m2可产280kg。因此，采用本

发明的方法，比现有技术亩产增产270kg，增加了96.4％，实现了早结丰产，效果明显。二是

有利于果园通风透光、减少甜柿病虫害发生。太秋甜柿幼树阶段(1-2年)极易受到地下害虫

(象甲、金龟子等)和鳞翅目害虫为害，稍不注意就会被吃个精光，严重影响幼树生长和树冠

形成。而野柿几乎不受这些害虫为害，自然生长快、有利于树冠的早期形成，同时砧木高达

60cm，通透性好，可减少柿褐斑病、灰霉病等病害发生。

[0046] 本发明的步骤7.2中，待主枝生长至30cm-40cm时摘心，此时枝条尚未完全木质化，

可采用拉枝、或别枝、或用支架固定等方法把两个主枝拉开，使两个主枝的中间夹角为60°-

90°，按“Y”字形进行整形。

[0047] 本发明的步骤7.4中，进行甩放结果的侧枝一般占所有侧枝的50％左右的数量。

[0048] 本发明的步骤8.1中，继续按“Y”字形进行整形，成形后，每树两主枝，主枝长度

1.5m-2m，行与行之间的主枝不交接。交接或者交叉可造成枝条荫蔽、影响光照而影响植株

生长。

[0049] 本发明的步骤8.2中，每个结果枝保留花蕾0-2个,具体是指每个结果枝旺枝保留

中下部的花蕾1-2个，每个结果枝弱枝保留中下部的花蕾0-1个。定果后，先喷药再套袋。喷

药，是为了防治病虫。一般是喷施质量百分数为45％的咪鲜胺1000-1500倍稀释液和质量百

分数为25％的呋虫胺1500-2000倍稀释液的混合液。套袋，除有保持果面光洁、减少农药污

染外，还有防治橘小实蝇、夜蛾、鸟害和日灼的作用，但一般的白纸袋容易破损，而白布袋具

有上述所有功能，还具有通透性好、耐用等优点，甚至可用2年。

[0050] 本发明的步骤8.4中，在冬季修剪后，收集剪下的残枝，粉碎后堆沤，次年与基肥一

起施入。

[005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52] 1、本发明采用野柿作为砧木来嫁接太秋甜柿，具有嫁接亲合性好、根系发育好、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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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水肥能力强、抗逆性强、植株生长快、甜柿产量高等优点，从而解决了太秋甜柿用月柿高

接不亲和、树势弱、产量低等缺点。

[0053] 2、本发明采用砧木种子浸种后沙藏催芽，模拟种子发芽的最佳土壤环境，可明显

提高发芽率。

[0054] 3、本发明采用“以砧建园”，即野柿小苗就开始定植在大田中，无需嫁接后再移栽，

既不伤根系、无缓苗期，又能储备大量养分供第二年嫁接后萌芽使用，初期抽梢快且次数

多，可促使树冠快速形成，从而解决了太秋甜柿嫁接苗移植后生长缓慢、树冠成型慢和前期

产量低等缺点。相对传统建园方法可提早一年投产，省工省时，帮助种植者节约投资和尽早

获益。

[0055] 4、本发明采用的砧木高干栽培，一是有利于树冠快速成型，省工省时；二是有利于

果园通风透光、减少甜柿病虫害发生；三是通过后续的合理密植，实现早结丰产。

[0056] 5、本发明的太秋甜柿早结丰产的栽培方法简单，操作容易，市场前景广阔，适合规

模化推广种植应用。

[0057]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发明还可以做如下改进。

[0058] 进一步，步骤1中，所述消毒是采用质量百分数为0.5％高锰酸钾液浸泡野柿种子

0.5h-1.0h。

[0059]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可以消除附着在野柿种子表面的致病菌，如立枯

病、猝倒病、疫病、根腐病等病菌。

[0060] 上述质量百分数为0 .5％高锰酸钾液的具体配制方法是：称取5g高锰酸钾，加

1000ml水溶解即可。

[0061] 进一步，步骤1中，所述浸种是采用38℃-42℃的温水浸泡消毒后的野柿种子1d-

2d。

[0062]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可以促进种子吸水、提高发芽率及发芽速度。

[0063] 进一步，步骤1中，所述沙藏催芽是取浸种后的野柿种子，与沙子按体积比为1:4混

合均匀，湿度控制在握之成团且不滴水，温度控制在22℃-27℃。

[0064]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采用沙藏催芽，可以提高种子的萌发率。保存期在

1年内的种子，种子的萌发率可达75％-85％。

[0065] 进一步，步骤2中，所述育苗基质中有机质和腐殖酸的质量百分含量之和≥55％，

总孔隙度为70％-80％。

[0066]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上述基质为营养型育苗基质。采用上述参数的育

苗基质，可以促进砧木幼苗和壮苗的快速生长。

[0067] 上述育苗基质可以市售购买，如可以购自山东寿光博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规格

为50kg/袋；或者可以购自吉林长春谷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规格为50kg/袋；或者可以购自

山东寿光先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规格为50kg/袋。

[0068] 进一步，步骤2中，所述多菌灵消毒是指喷施质量百分数为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

剂500倍稀释液2-3次，相邻两次喷施的间隔时间为10d-15d，每次的喷药量为375kg/hm2-

750kg/hm2。

[0069]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喷施质量百分数为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

倍稀释液，是为了预防苗木立枯病、猝倒病、根腐病等。

说　明　书 5/16 页

8

CN 111133948 A

8



[0070] 上述质量百分数为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稀释液的具体配制方法是：称

取质量百分数为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g，先放在小桶中，用少量水充分溶解，把已

溶解的药液倒入喷药池中，再注入水即可，水总量为500kg。

[0071] 上述多菌灵可湿性粉剂可以市售购买，如可以购自上海升联化工有限公司，规格

为500g×20；或者可以购自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规格为500g×20；或者可以购自江苏遍

净植保科技有限公司，规格为500g×20。

[0072] 进一步，步骤3中，所述起垄的垄高20cm-30cm，垄宽100cm，两垄间距200cm；所述有

机肥中，有机质的质量百分含量≥45％，且氮、五氧化二磷和氧化钾的质量百分含量之和≥

5％，所述有机肥的施用量为3000kg/hm2-7500kg/hm2。

[0073]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采用上述有机肥，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

土壤团粒结构、提高土壤费力、促进苗木生长。

[0074] 上述有机肥可以市售购买，如可以购自珠海焦点科技有限公司，规格为40kg/袋；

或者可以购自江西新瑞丰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规格为25kg/袋；或者可以购自广东植物龙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规格为40kg/袋。

[0075] 进一步，步骤5中，所述追肥是指追施2-3次尿素或三元复合肥，每次的施用量为

225kg/hm2-300kg/hm2，相邻两次追施的间隔时间为25d-30d。

[0076] 更进一步，所述尿素中，总氮的质量百分含量≥46％，缩二脲的质量百分含量≤

1.5％。

[0077]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通过叶片补充植株所需的氮素营养，促进植株营

养生长。

[0078] 上述的尿素可以市售购买，如可以购自中化化肥控股有有限公司，规格为50kg袋；

或者可以购自深圳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规格为50kg/袋；或者可以购自山东华鲁恒

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规格为50kg/袋。

[0079] 更进一步，所述三元复合肥中，氮、五氧化二磷和氧化钾的质量百分含量均为

15％。

[0080] 上述三元复合肥可以市售购买，如可以购自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规格为

50kg/袋；或者可以购自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规格为50kg/袋；或者可以购自湖北洋丰

集团，规格为50kg/袋。

[0081] 进一步，步骤5中，所述植物生长调节剂是指每月喷施1-2次质量百分数为1.6％的

胺鲜酯水剂1000-1500倍稀释液，每次的喷施量为750kg/hm2-1500kg/hm2；所述叶面肥是指

每月喷施1-2次质量百分数为0.2％-0.3％的尿素液，每次的喷施量为750kg/hm2-1500kg/

hm2。

[0082]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可以提高植株光合

作用，促进植物生长。

[0083] 上述质量百分数为1.6％的胺鲜酯水剂1000-1500倍稀释液的配制方法为：称取质

量百分数为1.6％的胺鲜酯水剂1000g，先放在小桶中，用少量水充分溶解，把已溶解的药液

倒入喷药池中，再注入水即可，水总量为1000kg-1500kg。

[0084] 上述胺鲜酯水剂可以市售购买，如可以购自广东农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规格为

500ml×20；或者可以购自广东植物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规格为500ml×20；或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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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自安阳全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规格为500ml×20。

[0085] 更进一步，所述尿素中，总氮的质量百分含量≥46％，缩二脲的质量百分含量≤

1.5％。

[0086]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通过叶片补充植株所需的氮素营养，促进植株营

养生长。

[0087] 上述的尿素可以市售购买，如可以购自中化化肥控股有有限公司，规格为50kg袋；

或者可以购自深圳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规格为50kg/袋；或者可以购自山东华鲁恒

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规格为50kg/袋。

[0088] 进一步，步骤7.5中，所述施肥具体是指在根部浇施沤熟麸肥、粪水肥稀释液和质

量百分数为0.5％的尿素溶液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同时根外喷施质量百分数为0.2％-

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质量百分数为0.2％-0.3％的尿素溶液和氨基酸类叶面肥中的任

意一种或多种，每月一次，直到8月上旬为止。

[0089]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在生长期通过根部、叶部的速效追肥，可快速补充

植株生长所需的各种养分，促进植株迅速生长。

[0090] 进一步，步骤7.6中，所述施基肥的具体方法为：在距离树干25cm-35cm处开穴，每

株施3kg-5kg有机肥和0.5kg三元复合肥。

[0091]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通过穴施有机肥和三元复合肥，可以满足植株的

生长需求。

[0092] 更进一步，所述有机肥中，有机质的质量百分含量≥45％，且氮、五氧化二磷和氧

化钾的质量百分含量之和≥5％。

[0093] 采用上述更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采用上述有机肥，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改

善土壤团粒结构、提高土壤费力、促进苗木生长。

[0094] 上述有机肥可以市售购买，如可以购自珠海焦点科技有限公司，规格为40kg/袋；

或者可以购自江西新瑞丰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规格为25kg/袋；或者可以购自广东植物龙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规格为40kg/袋。

[0095] 更进一步，所述三元复合肥中，氮、五氧化二磷和氧化钾的质量百分含量均为

15％。

[0096] 上述三元复合肥可以市售购买，如可以购自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规格为

50kg/袋；或者可以购自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规格为50kg/袋；或者可以购自湖北洋丰

集团，规格为50kg/袋。

[0097] 进一步，步骤8.3中，所述防治病害和虫害的具体方法为：

[0098] 防治灰霉病：发病前或发病初期，喷施2-3次质量百分数为80％的代森锰锌可湿性

粉剂500-6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10d-15d；发病后期，喷施2-3次质量百分数

为50％的异菌脲悬浮剂500-6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7d-10d；

[0099] 防治褐斑病：发病前或发病初期，喷施2-3次质量百分数为80％的代森锰锌可湿性

粉剂500-6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10d-15d；发病后期，喷施2-3次质量百分数

为20％的苯醚甲环唑悬浮剂2000-25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10d-15d；

[0100] 防治炭疽病：发病前或发病初期，喷施2-3次质量百分数为80％的代森锰锌可湿性

粉剂500-6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10d-15d；发病后期，喷施2-3次质量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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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5％的咪鲜胺乳油1000-15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7d-10d；

[0101] 防治柿绒蚧：在5月份-6月份幼蚧孵化高峰期，喷施1次质量百分数为25％的呋虫

胺悬浮剂1500-2000倍稀释液；如发生严重，在7月份-8月份，再喷施1次质量百分数为25％

的呋虫胺悬浮剂1500-2000倍稀释液。

[0102]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采用上述措施，可以有效防治灰霉病、褐斑病、炭

疽病和柿绒蚧等各种病害和虫害。

[0103] 进一步，步骤8.4中，所述壮果肥为每株施1kg三元复合肥，沟施或穴施。

[0104] 进一步，步骤8.4中，所述还阳肥为每株施1kg三元复合肥，沟施或穴施。

[0105] 进一步，步骤8.4中，所述基肥为每株施5kg-10kg有机肥和1kg三元复合肥，穴施。

[0106] 更进一步，所述有机肥中，有机质的质量百分含量≥45％，且氮、五氧化二磷和氧

化钾的质量百分含量之和≥5％。

[0107] 采用上述更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采用上述有机肥，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改

善土壤团粒结构、提高土壤费力、促进苗木生长。

[0108] 上述有机肥可以市售购买，如可以购自珠海焦点科技有限公司，规格为40kg/袋；

或者可以购自江西新瑞丰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规格为25kg/袋；或者可以购自广东植物龙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规格为40kg/袋。

[0109] 更进一步，所述三元复合肥中，氮、五氧化二磷和氧化钾的质量百分含量均为

15％。

[0110] 上述三元复合肥可以市售购买，如可以购自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规格为

50kg/袋；或者可以购自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规格为50kg/袋；或者可以购自湖北洋丰

集团，规格为50kg/袋。

具体实施方式

[0111] 以下结合具体实验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发

明，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范围。

[0112] 实施例1：

[0113] 本实施例的果园位于桂林市恭城县莲花镇兰洞村，经纬度110°59′55″-24°40′

39″,海拔650m；面积0.67hm2，缓坡地、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22.4g/kg，pH值为5.7。2017年

建园，2019年首次结果。

[0114] 本实施例的太秋甜柿早结丰产的栽培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115] 步骤1：野柿种子的浸种与催芽

[0116] 取野柿种子，先用质量百分数为0.5％高锰酸钾液浸泡0.5h进行消毒，再采用38℃

的温水浸泡2d。然后取浸种后的野柿种子，与沙子按体积比为1:4混合均匀，湿度控制在握

之成团且不滴水，温度控制在22℃，进行沙藏催芽。待1/3-1/2数量的种子露白，得到催芽后

的种子。

[0117] 步骤2：播种与育苗

[0118] 将步骤1得到的催芽后的种子播种在穴盘的育苗基质中，所述育苗基质中有机质

和腐殖酸的质量百分含量之和≥55％，总孔隙度为70％-80％。然后将穴盘置于苗床上，覆

盖地膜，再搭盖塑料薄膜拱棚并密封；当幼苗出土后且当气温高于15℃时，揭除地膜；在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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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出土后7d，对苗床进行喷施质量百分数为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稀释液2次，相

邻两次喷施的间隔时间为15d，每次的喷药量为750kg/hm2。

[0119] 步骤3：大田起垄

[0120] 大田起垄，起垄的垄高20cm，垄宽100cm，两垄间距200cm。施有机肥，所述有机肥

中，有机质的质量百分含量≥45％，且氮、五氧化二磷和氧化钾的质量百分含量之和≥5％，

所述有机肥的施用量为3000kg/hm2，平整畦面后覆盖地膜。

[0121] 步骤4：砧木苗移栽

[0122] 当步骤2的幼苗长至2-3片真叶时，连根带基质定植到步骤3的大田中；浇足定根

水，并搭建遮阳网。

[0123] 步骤5：砧木苗的栽培管理

[0124] 保持畦面含水率为30％wt-40％wt；苗高8cm-10cm时，结合中耕松土进行追肥，所

述追肥是指追施3次三元复合肥，每次的施用量为225kg/hm2，相邻两次追施的间隔时间为

25d。同时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所述植物生长调节剂是指每月喷施2次质量百分

数为1.6％的胺鲜酯水剂1000倍稀释液，每次的喷施量为750kg/hm2；所述叶面肥是指每月

喷施2次质量百分数为0.2％的尿素液，每次的喷施量为750kg/hm2。

[0125] 苗高55cm-65cm时摘心；选取左右对称的2个侧芽，作为砧木苗的主枝继续生长。

[0126] 步骤6：嫁接太秋甜柿

[0127] 在12月份-次年1月份，在步骤5的砧木苗的2个主枝上嫁接太秋甜柿。

[0128] 步骤7：嫁接后的栽培管理

[0129] 步骤7.1：接穗萌芽后，选留向行间延伸的两个健壮枝作为主枝培养，其余抹去或

抑制其生长,保持除萌。

[0130] 步骤7.2：待主枝生长至30cm-40cm时，摘心，此时枝条尚未完全木质化，可采用拉

枝、或别枝、或用支架固定等方法把两个主枝拉开，使两个主枝的中间夹角为60°-90°，按

“Y”字形进行整形，疏除竞争枝；选留顶芽作为主枝头继续延长，选留其它芽作为结果枝组

培养。

[0131] 步骤7.3：再重复2-3次步骤7.2，在第一次主枝完全老熟后，解膜和防治黑蛀螟为

害。

[0132] 步骤7.4：冬季修剪时短截主枝；保留部分侧枝进行甩放结果，剩余侧枝进行短截

并作为结果枝组培养，结果枝组在主枝两侧均匀分布。

[0133] 步骤7.5：当新梢长至5-8片叶时，施肥，具体是指在根部浇施沤熟麸肥，同时根外

喷施质量百分数为0.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每月一次，直到8月上旬为止。

[0134] 步骤7.6：冬季，施基肥，具体是在距离树干25cm-35cm处开穴，每株施3kg有机肥和

0.5kg三元复合肥。

[0135] 步骤8：第三年开始试挂果

[0136] 步骤8.1树冠管理：继续按“Y”字形进行整形，第三年以后在主枝上进行结果枝组

的更新即可。

[0137] 步骤8.2花果管理：开花前10d，每个结果枝旺枝保留中下部的花蕾1-2个，每个结

果枝弱枝保留中下部的花蕾0-1个。6月中下旬，第二次生理落果后定果，每个结果枝留果1

个。定果后，先喷施质量百分数为45％的咪鲜胺1000倍稀释液和质量百分数为25％的呋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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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1500倍稀释液的混合液，再套白布袋。

[0138] 步骤8.3病虫管理：萌芽后到定果前，防治病害和虫害，具体方法为：

[0139] 防治灰霉病：发病前或发病初期，喷施2次质量百分数为80％的代森锰锌可湿性粉

剂5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15d；发病后期，喷施2次质量百分数为50％的异菌

脲悬浮剂5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10d；

[0140] 防治褐斑病：发病前或发病初期，喷施2次质量百分数为80％的代森锰锌可湿性粉

剂5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15d；发病后期，喷施2次质量百分数为20％的苯醚

甲环唑悬浮剂20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15d；

[0141] 防治炭疽病：发病前或发病初期，喷施2次质量百分数为80％的代森锰锌可湿性粉

剂5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10d；发病后期，喷施2次质量百分数为25％的咪鲜

胺乳油10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10d；

[0142] 防治柿绒蚧：在5月份-6月份幼蚧孵化高峰期，喷施1次质量百分数为25％的呋虫

胺悬浮剂1500倍稀释液；如发生严重，在7月份-8月份，再喷施1次质量百分数为25％的呋虫

胺悬浮剂1500倍稀释液。

[0143] 步骤8.4水肥管理：6月份施壮果肥，具体为每株施1kg三元复合肥，沟施或穴施。采

果后施还阳肥，具体为每株施1kg三元复合肥，沟施或穴施。冬季施基肥，具体为每株施10kg

有机肥和1kg三元复合肥，穴施。

[0144] 2019年9月28日，本申请的发明人对本实施例的果园进行了测产，如表1所示。

[0145] 表1实施例1的植株冠幅及产量调查结果

[0146]

[0147] 从表1看出，本实施例的果园的冠幅、产量及果实品质等指标都较好，说明本实施

例的方法有利于太秋甜柿的早结丰产栽培。

[0148] 实施例2：

[0149] 本实施例的果园位于桂林市灵川县海洋乡滨洞村，经纬度110°39′57″-25°9′37″,

海拔565m；面积1.33hm2，平地、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23.5g/kg，pH值为5.8。2017年建园，

2019年首次结果。

[0150] 本实施例的太秋甜柿早结丰产的栽培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151] 步骤1：野柿种子的浸种与催芽

[0152] 取野柿种子，先用质量百分数为0.5％高锰酸钾液浸泡0.8h进行消毒，再采用40℃

的温水浸泡1.5d。然后取浸种后的野柿种子，与沙子按体积比为1:4混合均匀，湿度控制在

握之成团且不滴水，温度控制在25℃，进行沙藏催芽。待1/3-1/2数量的种子露白，得到催芽

后的种子。

[0153] 步骤2：播种与育苗

[0154] 将步骤1得到的催芽后的种子播种在穴盘的育苗基质中，所述育苗基质中有机质

和腐殖酸的质量百分含量之和≥55％，总孔隙度为70％-80％。然后将穴盘置于苗床上，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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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地膜，再搭盖塑料薄膜拱棚并密封；当幼苗出土后且当气温高于15℃时，揭除地膜；在幼

苗出土后7d，对苗床进行喷施质量百分数为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稀释液3次，相

邻两次喷施的间隔时间为12d，每次的喷药量为500kg/hm2。

[0155] 步骤3：大田起垄

[0156] 大田起垄，起垄的垄高20cm，垄宽100cm，两垄间距200cm。施有机肥，所述有机肥

中，有机质的质量百分含量≥45％，且氮、五氧化二磷和氧化钾的质量百分含量之和≥5％，

所述有机肥的施用量为5000kg/hm2。平整畦面后覆盖地膜。

[0157] 步骤4：砧木苗移栽

[0158] 当步骤2的幼苗长至2-3片真叶时，连根带基质定植到步骤3的大田中；浇足定根

水，并搭建遮阳网。

[0159] 步骤5：砧木苗的栽培管理

[0160] 保持畦面含水率为30％wt-40％wt；苗高8cm-10cm时，结合中耕松土进行追肥，所

述追肥是指追施2次尿素，每次的施用量为250kg/hm2，相邻两次追施的间隔时间为28d。同

时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所述植物生长调节剂是指每月喷施2次质量百分数为

1.6％的胺鲜酯水剂1500倍稀释液，每次的喷施量为1200kg/hm2；所述叶面肥是指每月喷施

2次质量百分数为0.25％的尿素液，每次的喷施量为1200kg/hm2。

[0161] 苗高55cm-65cm时摘心；选取左右对称的2个侧芽，作为砧木苗的主枝继续生长。

[0162] 步骤6：嫁接太秋甜柿

[0163] 在12月份-次年1月份，在步骤5的砧木苗的2个主枝上嫁接太秋甜柿；

[0164] 步骤7：嫁接后的栽培管理

[0165] 步骤7.1：接穗萌芽后，选留向行间延伸的两个健壮枝作为主枝培养，其余抹去或

抑制其生长,保持除萌。

[0166] 步骤7.2：待主枝生长至30cm-40cm时，摘心，此时枝条尚未完全木质化，可采用拉

枝、或别枝、或用支架固定等方法把两个主枝拉开，使两个主枝的中间夹角为60°-90°，按

“Y”字形进行整形，疏除竞争枝；选留顶芽作为主枝头继续延长，选留其它芽作为结果枝组

培养。

[0167] 步骤7.3：再重复2-3次步骤7.2，在第一次主枝完全老熟后，解膜和防治黑蛀螟为

害。

[0168] 步骤7.4：冬季修剪时短截主枝；保留部分侧枝进行甩放结果，剩余侧枝进行短截

并作为结果枝组培养，结果枝组在主枝两侧均匀分布。

[0169] 步骤7.5：当新梢长至5-8片叶时，施肥，具体是指在根部浇施粪水肥稀释液，同时

根外喷施质量百分数为0.3％的尿素溶液，每月一次，直到8月上旬为止。

[0170] 步骤7.6：冬季，施基肥，具体是在距离树干25cm-35cm处开穴，每株施4kg有机肥和

0.5kg三元复合肥。

[0171] 步骤8：第三年开始试挂果

[0172] 步骤8.1树冠管理：继续按“Y”字形进行整形，第三年以后在主枝上进行结果枝组

的更新即可。

[0173] 步骤8.2花果管理：开花前10d，每个结果枝旺枝保留中下部的花蕾1-2个，每个结

果枝弱枝保留中下部的花蕾0-1个。6月中下旬，第二次生理落果后定果，每个结果枝留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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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定果后，先喷施质量百分数为45％的咪鲜胺1200倍稀释液和质量百分数为25％的呋虫

胺1800倍稀释液的混合液，再套白布袋。

[0174] 步骤8.3病虫管理：萌芽后到定果前，防治病害和虫害，具体方法为：

[0175] 防治灰霉病：发病前或发病初期，喷施2次质量百分数为80％的代森锰锌可湿性粉

剂5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12d；发病后期，喷施2-3次质量百分数为50％的异

菌脲悬浮剂5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8d；

[0176] 防治褐斑病：发病前或发病初期，喷施2次质量百分数为80％的代森锰锌可湿性粉

剂5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12d；发病后期，喷施2次质量百分数为20％的苯醚

甲环唑悬浮剂20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12d；

[0177] 防治炭疽病：发病前或发病初期，喷施2次质量百分数为80％的代森锰锌可湿性粉

剂5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12d；发病后期，喷施2次质量百分数为25％的咪鲜

胺乳油12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8d；

[0178] 防治柿绒蚧：在5月份-6月份幼蚧孵化高峰期，喷施1次质量百分数为25％的呋虫

胺悬浮剂1800倍稀释液；如发生严重，在7月份-8月份，再喷施1次质量百分数为25％的呋虫

胺悬浮剂1800倍稀释液。

[0179] 步骤8.4水肥管理：6月份施壮果肥，具体为每株施1kg三元复合肥，沟施或穴施。采

果后施还阳肥，具体为每株施1kg三元复合肥，沟施或穴施。冬季施基肥，具体为每株施8kg

有机肥和1kg三元复合肥，穴施。

[0180] 2019年9月26日，本申请的发明人对本实施例的果园进行了测产，如表2所示。

[0181] 表2实施例2的植株冠幅及产量调查结果

[0182]

[0183] 从表2看出，本实施例的果园的冠幅、产量及果实品质等指标都较好，说明本实施

例的方法有利于太秋甜柿的早结丰产栽培。

[0184] 实施例3：

[0185] 本实施例的果园位于桂林市平乐县平乐镇上盆村，经纬度110°38′9″-24°42′32″,

海拔187m；面积1.0hm2，平地、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22.5g/kg，pH值为6.1。2017年建园，

2019年首次结果。

[0186] 本实施例的太秋甜柿早结丰产的栽培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187] 步骤1：野柿种子的浸种与催芽

[0188] 取野柿种子，先用质量百分数为0.5％高锰酸钾液浸泡1h进行消毒，再采用42℃的

温水浸泡1d。然后取浸种后的野柿种子，与沙子按体积比为1:4混合均匀，湿度控制在握之

成团且不滴水，温度控制在27℃，进行沙藏催芽。待1/3-1/2数量的种子露白，得到催芽后的

种子。

[0189] 步骤2：播种与育苗

[0190] 将步骤1得到的催芽后的种子播种在穴盘的育苗基质中，所述育苗基质中有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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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腐殖酸的质量百分含量之和≥55％，总孔隙度为70％-80％。然后将穴盘置于苗床上，覆

盖地膜，再搭盖塑料薄膜拱棚并密封；当幼苗出土后且当气温高于15℃时，揭除地膜；在幼

苗出土后7d，对苗床进行喷施质量百分数为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稀释液3次，相

邻两次喷施的间隔时间为10d，每次的喷药量为375kg/hm2。

[0191] 步骤3：大田起垄

[0192] 大田起垄，起垄的垄高20cm，垄宽100cm，两垄间距200cm。施有机肥，所述有机肥

中，有机质的质量百分含量≥45％，且氮、五氧化二磷和氧化钾的质量百分含量之和≥5％，

所述有机肥的施用量为7500kg/hm2。平整畦面后覆盖地膜。

[0193] 步骤4：砧木苗移栽

[0194] 当步骤2的幼苗长至2-3片真叶时，连根带基质定植到步骤3的大田中；浇足定根

水，并搭建遮阳网。

[0195] 步骤5：砧木苗的栽培管理

[0196] 保持畦面含水率为40％wt；苗高8cm-10cm时，结合中耕松土进行追肥，具体是指追

施3次三元复合肥，每次的施用量为225kg/hm2，相邻两次追施的间隔时间为25d。同时喷施

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所述植物生长调节剂是指每月喷施2次质量百分数为1.6％的胺

鲜酯水剂1000倍稀释液，每次的喷施量为1500kg/hm2；所述叶面肥是指每月喷施2次质量百

分数为0.2％的尿素液，每次的喷施量为1500kg/hm2。

[0197] 苗高55cm-65cm时摘心；选取左右对称的2个侧芽，作为砧木苗的主枝继续生长。

[0198] 步骤6：嫁接太秋甜柿

[0199] 在12月份-次年1月份，在步骤5的砧木苗的2个主枝上嫁接太秋甜柿；

[0200] 步骤7：嫁接后的栽培管理

[0201] 步骤7.1：接穗萌芽后，选留向行间延伸的两个健壮枝作为主枝培养，其余抹去或

抑制其生长,保持除萌。

[0202] 步骤7.2：待主枝生长至30cm-40cm时，摘心，此时枝条尚未完全木质化，可采用拉

枝、或别枝、或用支架固定等方法把两个主枝拉开，使两个主枝的中间夹角为60°-90°，按

“Y”字形进行整形，疏除竞争枝；选留顶芽作为主枝头继续延长，选留其它芽作为结果枝组

培养。

[0203] 步骤7.3：再重复2-3次步骤7.2，在第一次主枝完全老熟后，解膜和防治黑蛀螟为

害。

[0204] 步骤7.4：冬季修剪时短截主枝；保留部分侧枝进行甩放结果，剩余侧枝进行短截

并作为结果枝组培养，结果枝组在主枝两侧均匀分布。

[0205] 步骤7.5：当新梢长至5-8片叶时，施肥，具体是指在根部浇施粪水肥稀释液和质量

百分数为0.5％的尿素溶液，同时根外喷施质量百分数为0.2％的尿素溶液和氨基酸类叶面

肥，每月一次，直到8月上旬为止。

[0206] 步骤7.6：冬季，施基肥，具体是在距离树干25cm-35cm处开穴，每株施5kg有机肥和

0.5kg三元复合肥。

[0207] 步骤8：第三年开始试挂果

[0208] 步骤8.1树冠管理：继续按“Y”字形进行整形，第三年以后在主枝上进行结果枝组

的更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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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9] 步骤8.2花果管理：开花前10d，每个结果枝旺枝保留中下部的花蕾1-2个，每个结

果枝弱枝保留中下部的花蕾0-1个。6月中下旬，第二次生理落果后定果，每个结果枝留果1

个。定果后，先喷施质量百分数为45％的咪鲜胺1500倍稀释液和质量百分数为25％的呋虫

胺2000倍稀释液的混合液，再套白布袋。

[0210] 步骤8.3病虫管理：萌芽后到定果前，防治病害和虫害，具体方法为：

[0211] 防治灰霉病：发病前或发病初期，喷施3次质量百分数为80％的代森锰锌可湿性粉

剂6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10d；发病后期，喷施2次质量百分数为50％的异菌

脲悬浮剂6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7d。

[0212] 防治褐斑病：发病前或发病初期，喷施3次质量百分数为80％的代森锰锌可湿性粉

剂6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10d；发病后期，喷施3次质量百分数为20％的苯醚

甲环唑悬浮剂25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10d；

[0213] 防治炭疽病：发病前或发病初期，喷施3次质量百分数为80％的代森锰锌可湿性粉

剂6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10d；发病后期，喷施3次质量百分数为25％的咪鲜

胺乳油1500倍稀释液，相邻两次的间隔时间为10d；

[0214] 防治柿绒蚧：在5月份-6月份幼蚧孵化高峰期，喷施1次质量百分数为25％的呋虫

胺悬浮剂2000倍稀释液；如发生严重，在7月份-8月份，再喷施1次质量百分数为25％的呋虫

胺悬浮剂2000倍稀释液。

[0215] 步骤8.4水肥管理：6月份施壮果肥，具体为每株施1kg三元复合肥，沟施或穴施。采

果后施还阳肥，具体为每株施1kg三元复合肥，沟施或穴施。冬季施基肥，具体为每株施10kg

有机肥和1kg三元复合肥，穴施。

[0216] 2019年9月22日，本申请的发明人对本实施例的果园进行了测产，如表3所示。

[0217] 表3实施例3的植株冠幅及产量调查结果

[0218]

[0219] 从表3看出，本实施例的果园的冠幅、产量及果实品质等指标都较好，说明本实施

例的方法有利于太秋甜柿的早结丰产栽培。

[0220] 对比例1：不同催芽方式对野柿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0221] 通过比较不同的催芽方式(即沙藏处理和普通催芽)对野柿种子发芽率的影响，来

考察是否采用沙藏催芽。其中，沙藏催芽的方法同实施例1-实施例3。普通催芽具体是取浸

种后的野柿种子，用湿布包好，装入桶内，用湿布覆盖，温度控制在25℃，湿度控制在30％

wt。结果如表4所示。

[0222] 表4不同催芽方式对野柿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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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3]

[0224] 由表4可知，沙藏催芽较之普通催芽，野柿种子的发芽率更高。由此说明，本发明采

用砧木种子浸种后沙藏催芽，模拟种子发芽的最佳土壤环境，可明显提高发芽率。

[0225] 对比例2：不同建园方法对植株冠幅及产量的影响

[0226] 通过比较不同的建园方法(即野柿砧木建园和月柿高接建园)对植株冠幅及产量

的影响，来考察是否采用野柿砧木建园的方法。两个不同建园方法均在同一果园、同一时间

实施。其中，野柿砧木建园的方法同实施例1。月柿高接建园的方法具体是在月柿园中，用月

柿做中间砧木，在其上高接太秋甜柿。结果如表5所示。

[0227] 表5不同建园方法对植株冠幅及产量的影响

[0228] 建园方法 野柿砧木建园 月柿高接建园

砧木类型 野柿 月柿

株行距(m×m) 2×3 3×4

株数(株/667m2) 110 56

平均冠幅(m2) 1.95 2.06

平均株产(kg/株) 4.8 2.8

平均产量(kg/667m2) 528 156.8

嫁接口 愈合好 肿大

树势 强 弱

[0229] 由表5可知，采用月柿高接建园，2018年少量结果，因嫁接口愈合不佳(肿大)导致

树势严重衰弱，果实也偏小，产量偏低，说明太秋甜柿用月柿做砧木高接建园是不可行的。

而采用野柿砧木建园，冠幅、产量等指标都明显更好，说明采用野柿砧木建园有利于太秋甜

柿的早结丰产栽培。由此说明，本发明采用野柿作为砧木来嫁接太秋甜柿，具有嫁接亲合性

好、根系发育好、吸收水肥能力强、抗逆性强、植株生长快、甜柿产量高等优点，从而解决了

太秋甜柿用月柿高接不亲和、树势弱、产量低等缺点。

[0230] 对比例3：不同建园方法对植株冠幅及产量的影响

[0231] 通过比较不同的建园方法(即野柿以砧建园和野柿嫁接苗建园)对植株冠幅及产

量的影响，来考察是否采用野柿以砧建园和野柿嫁接苗建园的方法。两个不同建园方法均

在同一果园、同一时间实施。其中，野柿以砧建园的方法同实施例2。野柿嫁接苗建园的方法

具体是采用已嫁接好的野柿砧太秋苗建园。调查数据结果如表6所示。

[0232] 表6不同建园方法对植株冠幅及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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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3] 建园方法 以砧建园 嫁接苗建园

砧木类型 野柿 野柿

株行距(m×m) 2×3 2×3

株数(株/667m2) 110 110

平均冠幅(m2) 2.1 1.7

平均株产(kg/株) 5.1 3.8

平均产量(kg/667m2) 561 418

[0234] 由表6可知，采用野柿嫁接苗建园，植株的平均冠幅、平均株产和平均产量都偏少。

说明采用野柿嫁接苗建园是有缺陷的。而采用野柿砧木建园，冠幅、产量等指标都明显更

好，说明采用野柿砧木建园有利于太秋甜柿的早结丰产栽培。由此说明，本发明采用“以砧

建园”，即野柿小苗就开始定植在大田中，无需嫁接后再移栽，既不伤根系、无缓苗期，又能

储备大量养分供第二年嫁接后萌芽使用，初期抽梢快且次数多，可促使树冠快速形成，从而

解决了太秋甜柿嫁接苗移植后生长缓慢、树冠成型慢和前期产量低等缺点。相对传统建园

方法可提早一年投产，省工省时，帮助种植者节约投资和尽早获益。

[023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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