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804292.3

(22)申请日 2016.09.0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35877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2.01

(73)专利权人 新疆林科院经济林研究所

地址 830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

市水磨沟区安居南路191号

(72)发明人 张强　黄闽敏　王国安　杨俊杰　

李西萍　古扎丽　王明　杨红丽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中恒高博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249

代理人 张秋云

(51)Int.Cl.

A01G 2/30(2018.01)

A01G 7/06(2006.01)

A01G 17/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2893836 A,2013.01.30,全文.

CN 102657056 A,2012.09.12,全文.

CN 103299870 A,2013.09.18,全文.

CN 104620833 A,2015.05.20,全文.

CN 103238494 A,2013.08.14,全文.

CN 104584974 A,2015.05.06,全文.

CN 105379599 A,2016.03.09,全文.

审查员 乔晓晶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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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核桃树“主干型”树形的培育

方法，分三年完成，具体操作步骤为：1）第一年，

直播建园或嫁接苗定植保活；2）第二、三年，树形

培养；3）第三年年末，“主干型”树形培养完成。本

发明的有益效果为：与传统栽培相比树形结构简

化了一级，只分为主干、主枝和侧枝三级，光照利

用率得到极大提升，光能转化体现在营养生长和

生殖生长的优势更加明显；全园光照利用率提高

50%以上，水肥投入降低60%以上，人力投入节省

30%；修剪技术得到简化，工作量大大减小，无谓

的养分损失降至最低限度；结果枝组可以得到较

快更新，更新也较为容易，为后期产量和品质提

升奠定基础；树冠高度、体积都极大缩减，更加方

便采收和其它生产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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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桃树“主干型”树形的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培育方法分三年完成，具体操作

步骤为：

1）第一年，直播建园或嫁接苗定植保活：

a）建园：

分为嫁接苗定植建园和直播建园；所述嫁接苗定植建园的定植株行距4-5m，株距2m，苗

木选用Ⅰ级良种核桃嫁接苗；所述直播建园是采用本地农家厚壳核桃种子，层积处理，春季

覆盖地膜播种，株行距2m×4-5m，每穴播种3粒，出苗后选留1株长势健壮的幼苗做砧木；第

二年春季距地面10cm平茬，6月初新梢生长至1米以上时，在距地面30cm处，直径大于1.0cm

的新梢进行芽接；

b）定植建园缓苗：

新定植核桃苗在第一年保证水分及时供应，确保定植苗木成活；同时进行主干绑缚，主

干绑缚是指幼树主干缓苗后恢复生长抽生出的枝叶出现头重脚轻现象时，及时树立柱、竹

竿或木竿，将主干与立柱绑缚固定，防止造成风折；

c）肥水管理：

新发枝生长量达到5cm 以上时，连续滴灌液体生物菌肥3遍，促进苗木健壮生长，滴灌

频率为平均7天一次，2h  /次，用水量10  m3/次·亩；8月中旬后，控水控肥至冬灌，促进枝条

木质化；10月底前施入基肥，施入量为1m3/亩；

2）第二、三年，树形培养：

A）树形培养：

整形措施包括一次打顶、刻芽、中心干延长培养、幼主枝撑枝、主枝拉枝摘心和树高控

制；

所述一次打顶是指：3月底核桃萌发前，对中心干进行打顶，在顶端下第一个饱满芽上

方5cm位置进行短截，刺激下部侧枝萌发；

所述刻芽是指：4月上中旬核桃开始萌芽后，对中心干上光杆部分进行刻芽，刻芽位置

在隐芽点上方0.5～1cm处，刻痕宽度为枝干的二分之一，刻深至韧皮部且不伤及木质部，刻

芽后及时使用杀菌剂处理刻芽点；

所述中心干延长培养是指：新发主枝中，选留一枝健壮、位置较直立的做为中心干向上

延长培养；中心干每向上长高30cm时，连续2～3次打顶摘心，促下一层主枝萌发以培养结果

母枝；

所述幼主枝撑枝是指：除做为中心干的其它新发主枝，即未来的结果母枝，当长至8～

10cm时，用牙签撑开基角至90º；

所述主枝拉枝摘心是指：主枝生长至30～40cm长时，用麻绳将枝条拉平至90º；主枝着

生8个复叶时进行摘心，并摘除前4个复叶，促侧枝抽生；

所述树高控制是指：当树高长至3.5m时，连续打顶，控制其继续向上生长；

B）肥水管理：

核桃“主干型”栽培需与节水灌溉工程紧密结合，完善滴灌系统，便于有序进行肥水一

体化管理，施肥标准为：二胺80克／株·年，钾肥40克／株·年，随滴灌分次施入，10月底施入

基肥，1m3/亩；滴灌频率为：平均7天一次，2h  /次，用水量10  m3/次·亩；8月中旬后，控水控

肥至冬灌，控制枝条过快生长，促进枝条木质化，保证越冬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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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干型”树形培养完成：

核桃“主干型”树形的培养至第三年末全部完成，树高控制在3.5m左右，冠幅2m以内，定

干高度60cm，全株培养结果枝30～4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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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树“主干型”树形的培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经济作物种植培育方法技术领域，具体涉及核桃树“主干型”树形的培

育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核桃属于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胡桃科、核桃属，是高大落叶乔木，原产于近

东地区，又称胡桃、羌桃，既可以生食、炒食，也可以榨油、配制糕点、糖果等，不仅味美，而且

营养价值很高，被誉为“万岁子”、“长寿果”，与扁桃、腰果、榛子并称为世界著名的“四大干

果”。

[0003] 核桃喜光、耐旱，但怕涝、怕盐碱，抗病虫害能力强，能适应多种气候环境条件和土

壤类型。核桃的果仁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每百克含蛋白质15～20克，脂肪60～70克，碳水

化合物10克，及人体必需的钙、磷、铁、胡萝卜素、核黄素（维生素B2）、维生素B6、维生素E、胡

桃叶醌、磷脂、鞣质等营养物质。核桃中的营养成分，对脑神经有良好保健作用，有防治动脉

硬化的功效。核桃仁中的微量元素是人体必不可缺的，有促进葡萄糖利用、胆固醇代谢、保

护心血管和抗衰老的功能。

[0004] 由于核桃属于大冠型乔化树种，在通常生产中易出现以下问题：一是内膛枝叶相

互遮阴，光照利用率差，枝条徒长不充实，结果部位外移；二是结果枝组更新较慢，易早衰，

影响产量和品质提升；三是每年修剪工量大，一方面修剪技术不易掌握，另一方面无谓的养

分损失量巨大；四是树体高大，不便于采收和其它生产作业。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提供了核桃树“主干型”树形的培

育方法，针对常规核桃树形高大、光效低、易早衰、修剪难度大等问题进行技术方法改进，简

化核桃树体结构、简化整形修剪措施、简化水肥管理，使光照利用率、日常栽培管理便易程

度得到大幅提升。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为：核桃树“主干型”树形的培育方法，

所述培育方法分三年完成，具体操作步骤为：

[0007] 1）第一年，直播建园或嫁接苗定植保活：

[0008] a）建园：

[0009] 分为嫁接苗定植建园和直播建园；所述嫁接苗定植建园的定植株行距4-5m，株距

2m，苗木选用Ⅰ级良种核桃嫁接苗；所述直播建园是采用本地农家厚壳核桃种子，层积处理，

春季覆盖地膜播种，株行距2m×4-5m，每穴播种3粒，出苗后选留1株长势健壮的幼苗做砧

木；第二年春季距地面10cm平茬，  6月初新梢生长至1米以上时，在距地面30cm处，即直径大

于1.0cm处进行芽接；

[0010] b）定植建园缓苗：

[0011] 核桃缓苗期较长，新定植核桃苗在第一年生长量较小，较长一段时间都处于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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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愈和缓苗状态，新定植核桃苗在第一年保证水分及时供应，确保定植苗木成活；同时进行

主干绑缚，主干绑缚是指幼树主干缓苗后恢复生长抽生出的枝叶出现头重脚轻现象时，及

时树立柱、竹竿或木竿，将主干与立柱绑缚固定，防止造成风折；

[0012] c）肥水管理：

[0013] 新发枝生长量达到5cm 以上时，连续滴灌液体生物菌肥3遍，促进苗木健壮生长，

滴灌频率为平均7天一次，2h  /次，用水量10  m3/次·亩；8月中旬后，控水控肥至冬灌，促进

枝条木质化；10月底前施入基肥，施入量为1m3/亩；

[0014] 2）第二、三年，树形培养：

[0015] A）树形培养：

[0016] 整形措施包括一次打顶、刻芽、中心干延长培养、幼主枝撑枝、主枝拉枝摘心和树

高控制；

[0017] 所述一次打顶是指：3月底核桃萌发前，对中心干进行打顶，在顶端下第一个饱满

芽上方5cm位置进行短截，刺激下部侧枝萌发；

[0018] 所述刻芽是指：4月上中旬核桃开始萌芽后，对中心干上光杆部分进行刻芽，刻芽

位置在隐芽点上方0.5～1cm处，刻痕宽度为枝干的二分之一，刻深至韧皮部且不伤及木质

部，刻芽后及时使用杀菌剂处理刻芽点；

[0019] 所述中心干延长培养是指：新发主枝中，选留一枝健壮、位置较直立的做为中心干

向上延长培养；中心干每向上长高30cm时，连续2～3次打顶摘心，促下一层主枝萌发以培养

结果母枝；

[0020] 所述幼主枝撑枝是指：除做为中心干的其它新发主枝，即未来的结果母枝，当长至

8～10cm时，用牙签撑开基角至90º；

[0021] 所述主枝拉枝摘心是指：主枝生长至30～40cm长时，用麻绳将枝条拉平至90º；主

枝着生8个复叶时进行摘心，并摘除前4个复叶，促侧枝抽生；

[0022] 所述树高控制是指：当树高长至3.5m时，连续打顶，控制其继续向上生长；

[0023] B）肥水管理：

[0024] 核桃“主干型”栽培需与节水灌溉工程紧密结合，完善滴灌系统，便于有序进行肥

水一体化管理，施肥标准为：二胺80克／株·年，钾肥40克／株·年，随滴灌分次施入，10月底

施入基肥，1m3/亩；滴灌频率为：平均7天一次，2h  /次，用水量10  m3/次·亩；8月中旬后，控

水控肥至冬灌，  控制枝条过快生长，促进枝条木质化，保证越冬安全。

[0025] 3）“主干型”树形培养完成：

[0026] 核桃“主干型”树形的培养至第三年末全部完成，树高控制在3.5m，冠幅2  m以内，

定干高度60cm，全株培养结果枝30～40个。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显著优点：

[0028] 1、与传统栽培相比树形结构简化了一级，只分为主干、主枝（结果母枝）、侧枝（结

果枝）三级（传统栽培树形结构分主干、主枝、结果母枝、结果枝四级），光照利用率得到极大

提升，光能转化体现在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优势更加明显；

[0029] 2、全园光照利用率提高50%以上，水肥投入降低60%以上，人力投入节省30%；

[0030] 3、修剪技术得到简化，修剪工作量大大减小，无谓的养分损失降至最低限度；

[0031] 4、结果枝组可以得到较快更新，更新也较为容易，为后期产量和品质提升奠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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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0032] 5、树冠高度、体积都极大缩减，更加方便采收和其它生产作业。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实施例1：

[0034] 在温宿县木本粮油林场新疆林科院核桃良种选育实验园内（东经：37°03’，北纬：

79°49’），该园位于新疆南疆塔里木盆地西北缘，属于暖温带干旱的荒漠气候，热量丰富，最

高气温38.4℃。土壤为沙质壤土，土层深厚，透气性好，为连续栽种老农区，有机质含量中

等，适合核桃种植。选择两个核桃良种（温185、新新2）进行改进法核桃大树硬枝嫁接，具体

步骤如下：

[0035] ⑴  2013年春季于良种选育实验园定植良种嫁接壮苗，定植密度（株距×行距）： 

2m  ×  4m，每亩83株；苗木定植后及时给水，促进缓苗与回填土沉实；

[0036] ⑵  2013年5月下旬，苗木开始缓苗后的初生长，立支柱（用的是竹竿）将苗木主干

与支柱绑缚固定，防止风折，保证干型直立；

[0037] ⑶  核桃移植当年生长量较小，2014年度主要工作任务是及时松土除草、保证水份

供应，促进苗木根系恢复与地上部缓苗，保证定植苗木成活率；

[0038] ⑷  平均7天一次滴灌，2h  /次，用水量10  m3/次·亩；新发枝生长量达到5cm 以上

时，结合滴灌连续3遍液体生物菌肥，促进苗木健壮生长；8月中旬后，控水控肥至冬灌，促进

枝条木质化；10月底前施入1m3/亩腐熟羊粪；

[0039] ⑸  核桃定植后的第二、三年，进入快速生长期，生长量较大。2014年  3月底核桃萌

发前，在中心干顶端下第一个饱满芽上方5cm位置进行短截；

[0040] ⑹  2014年4月上旬核桃开始萌芽后，对中心干上没有枝叶的光杆部分进行刻芽；

[0041] ⑺  2014年5月上旬，苗木主干高度长至60cm时，连续2～3次打顶摘心，促第一层主

枝萌发；在新发主枝中选留一枝长势健壮、位置较直立的做为中心干继续培养向上延长生

长，其余做为主枝（也即今后的结果母枝）培养，新发主枝当长至8～10cm时，用牙签撑开基

角至90º；

[0042] ⑻  2014年5月中下旬主枝生长至30～40cm长时，用麻绳一头固定在主枝前端1/3

处，另一端与主干或在地下预埋地锚固定，将枝条拉平至90  º；主枝着生8个复叶时，摘除前

4个复叶及顶芽；

[0043] ⑼  2014年6月-8月初，中心干每向上长高30cm时，连续2～3次打顶摘心，促下一层

主枝萌发继续培养结果母枝；

[0044] ⑽  2014年8月中旬后，控水控肥至冬灌，  控制枝条过快生长，促进枝条木质化；

[0045] ⑾  每7天左右滴灌一次，每次2-3h；全年施肥标准：二胺80克／株·年，钾肥40克／

株·年，8月中旬前随滴灌分次施入；8月中旬后，控水控肥至冬灌，控制枝条过快生长，促进

枝条木质化，保证越冬安全；10月底施入1m3/亩腐熟羊粪；

[0046] ⑿  2015年任务与2014年基本相同，重复⑸～⑾步骤；

[0047] 经2013-2015三年连续培养，核桃"主干型"高光效树形基本形成，平均树高3.7m，

冠幅1.6  m，定干高度60cm，结果枝（组）平均全株34个。

[0048]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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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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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