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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火龙果A型管架双层密植

栽培的方法，其方法包括果园土地整理、A型管架

搭建、火龙果扦插苗种植、重施肥、根外施肥、火

龙果植株整形修剪、加强疏花疏果和套袋步骤。

本方法所搭建的A型管架结构牢固，承受力强，稳

定性好，使用时间长，并结合双层密植栽培，可充

分利用土地空间和光照，提早进入盛果期，在较

短的时间内获得较高的产量和经济效益，并长期

保持在高产、稳产、高经济效益的生产状态，且本

方法便于机械化操作，利于标准化生产，示范推

广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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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火龙果A型管架双层密植栽培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果园土地整理：先将果园土地整理成畦，一畦宽度200cm，畦间沟宽50cm，沟深20cm，

畦的走向为东西走向，与太阳升起与落下的方向一致；

（2）A型管架搭建：A型管架由一排若干个纵向平行的A型架通过7条平行的钢管焊接而

成，所述A型架的中部自上而下设置有相互平行的钢管c、钢管b和钢管a，相邻的两个A型架

的顶端通过第一钢管固定连接，相邻的两个A型架上钢管c的一端通过第四钢管固定连接，

另一端通过第五钢管固定连接，相邻的两个A型架上钢管b的一端通过第二钢管固定连接，

另一端通过第三钢管固定连接，相邻的两个A型架上钢管a的一端通过第六钢管固定连接，

另一端通过第七钢管固定连接；

（3）火龙果扦插苗种植：种植前在A型管架下方挖深为10cm、宽为20cm的定植沟，施入腐

熟有机肥并与沟内土壤充分混匀，每间隔15cm种植1株火龙果扦插苗，且距离扦插苗顶部

20cm以外的行间全部铺上黑色遮阳网；种植密度：行距250cm，株距15cm，每亩种植1778株；

（4）重施肥：幼树期，每7天每株施有机肥1.2kg；结果期，先在植株四周施加尿素和复合

肥，再施加有机肥覆盖，肥料分3-4次施入，每年每株施加15kg有机肥、3kg复合肥和5kg尿

素；

（5）根外施肥：在生长期，每10天喷施0.3wt%磷酸二氢钾溶液；在开花结果期，每七天喷

施核苷酸或液态氨基酸700倍液；

（6）火龙果植株整形修剪：

将火龙果植株编号为1、2、3、4、5、6、7、8、9…，当编号为1、4、7…的火龙果植株的主干生

长至第一钢管时，弯向第一钢管同一方向，用布条将其捆绑在第一钢管上，当生长至45cm时

即到达另一相邻植株时打顶，促进结果枝生长，当结果枝下垂生长至60cm长时，分别依靠在

第四钢管和第五钢管上，并打顶促进结果枝老熟；

当编号为2、5、8…的火龙果植株的主干生长至第二钢管时，弯向第二钢管同一方向，用

布条将其捆绑在第二钢管上，当生长至45cm时即到达另一相邻植株时打顶，促进结果枝生

长，当结果枝下垂生长至70cm长时，依靠在第六钢管上，并打顶促进结果枝老熟；

当编号为3、6、9…的火龙果植株的主干生长至第三钢管时，弯向第三钢管同一方向，用

布条将其捆绑在第三钢管上，当生长至45cm时即到达另一相邻植株时打顶，促进结果枝生

长，当结果枝下垂生长至70cm长时，依靠在第七钢管上，并打顶促进结果枝老熟；

1年生长至第一钢管的火龙果植株每株留4根粗壮的枝条结果，1年生长至第二钢管和

第三钢管的火龙果植株每株留2根粗壮的枝条结果；2年生长至第一钢管的火龙果植株每株

留10根粗壮的枝条结果；2年生长至第二钢管、第三钢管的火龙果植株每株留5根粗壮的枝

条结果，3年以上的火龙果植株的结果枝留枝量与2年生保持一致；经过3年的生长与精心管

理，最终形成了丰产形果园；

（7）加强疏花疏果：1根结果枝一批花留2个健壮的花蕾，留1个果，一株同一批果只留3-

5个，其余疏除；

（8）套袋：在谢花后第4天拉花，留下中间柱管，套袋前喷一次杀虫杀菌剂，用黑色网袋

套果；

步骤（2）中所述  A型架两脚撑开97cm，入地30cm，其顶部与地面垂直距离为170cm，钢管

c与地面垂直距离为120cm，两端各伸出15cm，钢管b与地面垂直距离为100cm，两端各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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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m，钢管a与地面垂直距离为50cm，两端各伸出15c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火龙果A型管架双层密植栽培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2）所述的钢管厚度均为0.12cm，直径为1寸，采用双热镀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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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火龙果A型管架双层密植栽培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植物栽培方法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火龙果A型管架双层密植栽培的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火龙果是仙人掌科量天尺属的多年生攀援性的肉质植物，树势强，生长旺盛，枝条

萌芽力强，一年四季均可生长；枝条呈肉质三棱柱或四棱柱状，枝条老熟呈深绿色、粗壮，具

光合作用功能，当年生枝条易下垂，结果枝以老熟枝条为主；茎节凹处长有短刺2-6枚；茎节

处长有数量不等的气生根，枝条靠气生根吸附于支架向上生长。因此，在火龙果生产上需要

搭架供火龙果枝条支撑和依靠生长。火龙果适应性强、速生、早结、果大、丰产、无大小年等

优点。中国大陆近年来

[0003] 在广西、广东、贵州、云南、海南、福建等地兴起，发展面积约70万亩，并呈快速发展

的势头。

[0004] 目前我国火龙果生产上常见的火龙果栽培方法为立柱栽培和A型管架式稀植栽

培，但存在果园进入丰产期时间过长、前期产量较低、土地浪费严重等缺点。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火龙果A型管架双层密植栽培

的方法，本方法可充分利用土地空间和光照，提早进入盛果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高的

产量和经济效益，并长期保持在高产、稳产、高经济效益的生产状态。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火龙果A型管架双层密植栽培的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果园土地整理：先将果园土地整理成畦，一畦宽度200cm，畦间沟宽50cm，沟深

20cm，畦的走向为东西走向，与太阳升起与落下的方向一致。

[0008] （2）A型管架搭建：A型管架由一排若干个纵向平行的A型架通过7条平行的钢管焊

接而成，所述A型架的中部从上至下设置有相互平行的钢管c、钢管b和钢管a，相邻的两个A

型架的顶端通过第一钢管固定连接，相邻的两个A型架上钢管c的一端通过第四钢管固定连

接，另一端通过第五钢管固定连接，第四、五钢管作为第一层下垂结果枝的靠架，相邻的两

个A型架上钢管b的一端通过第二钢管固定连接，另一端通过第三钢管固定连接，相邻的两

个A型架上钢管a的一端通过第六钢管固定连接，另一端通过第七钢管固定连接，第六、七钢

管作为第二层下垂结果枝的靠架；

[0009] （3）火龙果扦插苗种植：种植前在A型管架下方挖深为10cm、宽为20cm的定植沟，施

入腐熟有机肥并与沟内土壤充分混匀，每间隔15cm种植1株火龙果扦插苗，且距离扦插苗顶

部20cm以外的行间全部铺上黑色遮阳网；种植密度：行距250cm，株距15cm，每亩种植1778

株。

[0010] （4）重施肥：幼树期，每7天每株施有机肥1.2kg；结果期，先在植株四周施加尿素和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08934836 B

4



复合肥，再施加有机肥覆盖，肥料分3-4次施入，每年每株施加15kg有机肥、3kg复合肥和5kg

尿素；

[0011] （5）根外施肥：在生长期，每10天喷施0.3wt%磷酸二氢钾溶液；在开花结果期，每七

天喷施核苷酸或液态氨基酸700倍液；

[0012] （6）火龙果植株整形修剪：

[0013] 将火龙果植株编号为1、2、3、4、5、6、7、8、9…，当编号为1、4、7…的火龙果植株的主

干生长至第一钢管时，弯向第一钢管同一方向，用布条将其捆绑在第一钢管上，当生长至

45cm时即到达另一相邻植株时打顶，促进结果枝生长，当结果枝下垂生长至60cm长时，分别

依靠在第四钢管和第五钢管上，并打顶促进结果枝老熟；

[0014] 当编号为2、5、8…的火龙果植株的主干生长至第二钢管时，弯向第二钢管同一方

向，用布条将其捆绑在第六钢管上，当生长至45cm时即到达另一相邻植株时打顶，促进结果

枝生长，当结果枝下垂生长至70cm长时，依靠在第六钢管上，并打顶促进结果枝老熟；

[0015] 当编号为3、6、9…的火龙果植株的主干生长至第三钢管时，弯向第三钢管同一方

向，用布条将其捆绑在第三钢管上，当生长至45cm时即到达另一相邻植株时打顶，促进结果

枝生长，当结果枝下垂生长至70cm长时，依靠在第七钢管上，并打顶促进结果枝老熟；

[0016] 1年生长至第一钢管的火龙果植株每株留4根粗壮的枝条结果，1年生长至第二钢

管和第三钢管的火龙果植株每株留2根粗壮的枝条结果；2年生长至第一钢管的火龙果植株

每株留10根粗壮的枝条结果；2年生长至第二钢管、第三钢管的火龙果植株每株留5根粗壮

的枝条结果，3年以上的火龙果植株的结果枝留枝量与2年生保持一致；经过3年的生长与精

心管理，最终形成了丰产形果园。

[0017] （7）加强疏花疏果：1根结果枝一批花留2个健壮的花蕾，留1个果，一株同一批果只

留3-5个，其余疏除；

[0018] （8）套袋：在谢花后第4天拉花，留下中间柱管，套袋前喷一次杀虫杀菌剂，用黑色

网袋套果。

[0019] 优选地，步骤（1）所述的钢管厚度均为0.12cm，直径为1寸，采用双热镀工艺。

[0020] 优选地，步骤（2）中所述  A型架两脚撑开97cm，入地30cm，其顶部与地面垂直距离

为170cm，钢管c与地面垂直距离为120cm，两端各伸出15cm，钢管b与地面垂直距离为100cm，

两端各伸出5cm，钢管a与地面垂直距离为50cm，两端各伸出15cm。

[0021]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1、A型管架结构牢固，承受力强，稳定性好，使用时间长；2、光

照时间长，光合作用充分，通风效果好，病虫害少；3、充分利用土地空间和光照，提早进入盛

果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高的产量和经济效益，并长期保持在高产、稳产、高经济效益

的生产状态；4、便于机械化操作，利于标准化生产，示范推广效果好。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中A型管架造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第一钢管、2-第二钢管、3-第三钢管、4-第四钢管、5-第五钢管、6-第六钢

管、7-第七钢管、8-钢管c、9-钢管b、10-钢管a、11-A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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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使本发明所述的内容更加便于理解，以下实例将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但

并非用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5] 实施例（参考图1）

[0026] （1）果园土地整理：先将果园土地整理成畦，一畦宽度200cm，畦间沟宽50cm，沟深

20cm，畦的走向为东西走向，与太阳升起与落下的方向一致。

[0027] （2）A型管架搭建：首先将一系列A型架两脚撑开97cm，入地30cm，其顶部与地面垂

直距离为170cm，在A型架与地面垂直距离为120cm处设置有钢管c，两端各伸出15cm，在A型

架与地面垂直距离为100cm处设置钢管b，两端各伸出5cm，在A型架与地面垂直距离为50cm

处设置钢管a，两端各伸出15cm，相邻的两个A型架相距170cm，其顶部通过第一钢管固定连

接，相邻的两个A型架上钢管c的一端通过第四钢管固定连接，另一端通过第五钢管固定连

接，第四、五钢管作为第一层下垂结果枝的靠架，相邻的两个A型架上钢管b的一端通过第二

钢管固定连接，另一端通过第三钢管固定连接，相邻的两个A型架上钢管a的一端通过第六

钢管固定连接，另一端通过第七钢管固定连接，第六、七钢管作为第二层下垂结果枝的靠

架，即形成A型管架；

[0028] （3）火龙果扦插苗种植：种植前在A型管架下方挖深为10cm、宽为20cm的定植沟，施

入腐熟有机肥并与沟内土壤充分混匀，每间隔15cm种植1株火龙果扦插苗，且距离扦插苗顶

部20cm以外的行间全部铺上黑色遮阳网；种植密度：行距250cm，株距15cm，每亩种植1778

株。

[0029] （4）重施肥：幼树期，每7天每株施有机肥1.2kg；结果期，先在植株四周施加尿素和

复合肥，再施加有机肥覆盖，肥料分4次施入，每年每株施加15kg有机肥、3kg复合肥和5kg尿

素；

[0030] （5）根外施肥：在生长期，每10天喷施0.3wt%磷酸二氢钾溶液；在开花结果期，每七

天喷施核苷酸或液态氨基酸700倍液；

[0031] （6）火龙果植株整形修剪：

[0032] 将火龙果植株编号为1、2、3、4、5、6、7、8、9…，当编号为1、4、7…的火龙果植株的主

干生长至第一钢管时，弯向第一钢管同一方向，用布条将其捆绑在第一钢管上，当生长至

45cm时即到达另一相邻植株时打顶，促进结果枝生长，当结果枝下垂生长至60cm长时，分别

依靠在第四钢管和第五钢管上，并打顶促进结果枝老熟；

[0033] 当编号为2、5、8…的火龙果植株的主干生长至第二钢管时，弯向第二钢管同一方

向，用布条将其捆绑在第二钢管上，当生长至45cm时即到达另一相邻植株时打顶，促进结果

枝生长，当结果枝下垂生长至70cm长时，依靠在第六钢管上，并打顶促进结果枝老熟；

[0034] 当编号为3、6、9…的火龙果植株的主干生长至第三钢管时，弯向第三钢管同一方

向，用布条将其捆绑在第三钢管上，当生长至45cm时即到达另一相邻植株时打顶，促进结果

枝生长，当结果枝下垂生长至70cm长时，依靠在第七钢管上，并打顶促进结果枝老熟；

[0035] 1年生长至第一钢管的火龙果植株每株留4根粗壮的枝条结果，1年生长至第四钢

管和第五钢管的火龙果植株每株留2根粗壮的枝条结果；2年生长至第一钢管的火龙果植株

每株留10根粗壮的枝条结果，2年生长至第四钢管和第五钢管的火龙果植株每株留5根粗壮

的枝条结果；3年以上的火龙果植株的结果枝留枝量与2年生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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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7）加强疏花疏果：1根结果枝一批花留2个健壮的花蕾，留1个果，一株同一批果只

留5个，其余疏除。

[0037] （8）套袋：在谢花后第4天拉花，留下中间柱管，套袋前喷一次杀虫杀菌剂，用黑色

网袋套果。

[0038] 采用“以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防治病害虫，经过3年的生长与精心管理，最终

形成了丰产形果园。

[0039] 表1为本发明的火龙果A型管架双层密植栽培的方法与目前常见的双杆式搭架栽

培法、A型管架式稀植栽培法的产量对比：

[0040]

[0041] 通过上述数据明显可看出，本发明方法无论在土地空间利用还是产量方面均优于

双杆式搭架栽培法和A型管架式稀植栽培法，并且本发明方法可提早进入盛果期，在较短的

时间内获得较高的产量和经济效益，并长期保持在高产、稳产、高经济效益的生产状态。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

修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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