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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脐橙的种植方法，包括选

地、整地、挖定植穴、苗木定植、定植处理、肥水管

理、整形修剪、树冠管理、保花保果和防治病虫

害。本发明在脐橙种植的各个环节均严格控制，

首先选择选择土质肥沃、光照和排灌良好的田地

作为种植地，为脐橙生长提供适宜的环境；其次，

在种植时，采用自制的定植水将幼树定植，为其

生长提供养分，提高植株的成活率和生根效果；

然后，在生长期合理控制田间水肥量，定期剪枝、

疏果、保证植株和果实充分生长，通过遵循脐橙

生长规律对其生长不同阶段实施肥水管理，修整

剪枝，控制种植期间的肥料供给保证营养，脐橙

树成熟后树枝粗壮健康，适用于大规模系统化种

植，可为种植户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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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脐橙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选地：选择阳光充足，灌溉方便，坡度25 以゚下缓坡，土层深1m以上，地下水位

1.5m以下，肥沃疏松、土质层质地较细、上下均一的土壤；

步骤2、整地：深翻土壤30-35cm，除去土壤中石块，然后向其中加入腐熟鸡粪170-

190kg、尿素50-60kg、纳米铁矿渣粉4-5kg、石榴皮粉20-30kg、凹凸棒土80-90kg、竹炭粉30-

40kg和改性农作物秸秆80-90kg；

步骤3、挖定植穴：以定植点为中心，开挖长、宽、深分别为0.8-1 .0m、0.5-0 .8m、1 .0-

1.5m的定植穴，且相邻两个定植穴之间的距离为2.5m，在每个定植穴中填如粗肥(如绿肥、

杂草、秸杆、烟沫等)6-8kg，石灰0.6-1kg，磷肥1-1.5kg，饼肥2-3kg，腐熟有机肥5-8kg，且石

灰均匀填在定植穴最下层，粗肥填在石灰层上，其余肥料搅拌均匀填在粗肥上，肥料填完之

后，在肥料上覆盖一层细土，空置15-25天；

步骤4、苗木定植：在春季2月下旬-3月中旬或秋季10月上旬-11月上旬，选择生长健壮

的出圃苗木进行移栽，苗木出圃时用稀泥浆蘸根部，苗木竖直栽在穴中央，根系舒展，栽植

后浇足定根水，以土壤水分饱和为准，使根系与土壤密结，上盖一层疏松的覆盖物保墒；且

插上防风竿固定苗木，植后5天内每天淋一次定根水，每次每株水用量10-30L，然后用麦草

覆盖树盘；苗木定植后，冬季在寒潮来临之前，用稻草覆盖在树枝上并用涂白剂涂刷树干然

后用稻草覆盖树盘；

步骤5、定植处理：苗木栽植的第二年1-3月份，在脐橙树之间间种黄栀子，选择高度为

0.5-0.8m的黄栀子树苗种植在脐橙树之间，相邻两排脐橙树之间种植1-2排黄栀子树；

步骤6、肥水管理：新植后30天每株树苗根外追肥，至8月中旬止，每隔10-15天追施一次

稀薄腐熟有机肥水和速效氮肥，株施1.5份；种植成活后，每年新梢抽生前7-10天施促梢肥；

当年新梢抽生后，追施一至两次促梢肥，秋冬季深施一次基肥；次年2月中下旬至少3月上旬

施芽前肥，6月下旬至7月上旬，施秋梢壮果肥，冬季深施一次基肥；第三年施春芽肥，基肥与

春芽肥一同施用；5月中旬、下旬，追施一次稳果肥，原料包括：氮肥1-2份结合磷钾复合肥1-

2份；

步骤7、整形修剪：待第一年春梢萌芽后修剪主枝上的细弱枝条，以培养树冠为主，修剪

宜轻，多留枝叶，保留基部辅养枝，主干留2-3条主枝，每条主枝留2-3条副主枝，健壮外围枝

上留2-3条新梢，其余抹去，留下的新梢留8-10片叶并及时摘心，促进提早成熟，促发下一次

新梢萌发，保证每年抽3次梢，培养健壮骨架，增加分枝级数，迅速形成丰产树冠，待第二年

春梢萌芽后修剪上述主枝和主枝延长枝上的细弱枝条，继续选取生长强的枝条作为主枝延

长枝和幅主枝延长枝，待第三年结果时短截主枝延长枝和副主枝延长枝，抹除夏梢，促发健

壮秋梢，一般长梢只留5个芽，疏剪过密枝、交叉枝、衰退枝群、无叶花序枝，保留内膛枝；

步骤8、树冠管理：幼龄树培育成矮干圆头树冠；树高控制在3米以下，绿叶层厚度1米左

右，树冠覆盖率75％-85％；

步骤9、保花保果：花蕾期、谢花期和幼果期各喷一次0.3％尿素加0.3％磷酸二氢钾和

0.2％硼砂混合液，株施3-5L；谢花2/3，第一次生理落果及第二次生理落果前后，用50mg/kg

赤霉素各喷花和幼果一次，株施2-4L；挂果后，再用250mg/kg赤霉素、0.3％尿素和0.3％磷

酸二氢钾混合液涂抹幼果一次；防脐黄落果在脐橙谢花4/5时，用70％甲基托布津800倍液

50mg/kg赤霉素混合液喷洒一次，每株施2-3L；第二次生理落果后用50mg/kg份赤霉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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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甲基托布津800倍液混合液喷洒树冠，株施2-4L，隔10-15天处理一次；7月下旬至8月中

旬用抑黄酯600-800倍液涂抹果实脐部一次；

步骤10、防治病虫害：在春芽长0.5cm时，用77％可杀得800倍液喷一次，隔7-10天再喷

一次，每次每株施2L；在新梢刚展叶时喷第一次，隔7-10天喷第二次，每次每株施1L；开春前

再喷一次石硫合剂或95％机油乳剂100-150倍液，每株施1L；当新梢抽生1-1.5cm长时，立即

以苏云金杆菌杀虫，以后每隔7天左右喷药，连续喷两至三次，每次每株喷3L。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脐橙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改性农作物

秸秆的制备方法如下：

1)称取农作物秸秆，粉碎，加入相当于农作物秸秆重量2-3％的钼酸铵、1-2％的硫酸

锰、1-2％的纳米碳粉、30-40％的粘土、2-3％的松节油、1-2倍量的水，混合打浆；再日晒至

7-8成干，粉碎成粗粒；

2)、向制备的粗粒中加入相当于其重量10-15％的甲基丙烯酸甲酯，搅拌均匀，50-60℃

下烘干，粉碎成粉末即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脐橙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定根水是将

自制有机肥、0.5-1wt％的甲基硫菌灵以及磷酸钾按照质量比为1.8-2.0:0.6-0.8:0.3-0.5

混合均匀后，加入其总质量120-130倍的水稀释后制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脐橙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相邻两排黄栀子

树之间的间隔距离为0.6-1m，同一排中的黄栀子树的间距为0.8-1.2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脐橙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黄栀子树栽植之

前，在每个栽植黄栀子的定植穴中加入2-3kg农家肥，黄栀子树栽植之后要适当剪除一下枝

叶，且选择在阴雨天气进行栽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脐橙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中所述促梢肥、壮梢

肥、基肥的具体实施用量包括以下原料：促梢肥株施尿素1-1.5份、磷钾复合肥1-2份；壮梢

肥株施腐熟饼肥2-3份、尿素1-1.5份、磷钾复合肥1-2份；基肥4.5-10份。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脐橙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8中所述矮干圆头树

干是主干高20-26cm，留3-4条开张度40-50°在主干上分布均匀的枝梢作主枝，相互间隔

5cm，其他枝条摘心促分枝，主枝长至距主干30-40cm留第一副主枝，然后每隔30-40cm选留

方向错开的第二、三副主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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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脐橙的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果树种植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脐橙的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脐橙品质优良，由于无核多汁、味甜、肉脆、富香气、色泽鲜艳，脐橙营养丰富，含有

大量维生素C和胡萝卜素，可以抑制致癌物质的形成，还能软化和保护血管，促进血液循环，

降低胆固醇和血脂，降低患心脏病的可能，预防胆囊疾病，正因为脐橙含有人体所需的各类

营养成份且口感好，深受消费者的喜爱，经济价值高，是广为栽培的柑桔良种。

[0003] 目前，在脐橙种植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由于管理不当而造成的果实产量低、品质差

的现象，或者一些种植户施肥时仅仅根据一般的种植经验来确定施肥种类，或是为了提高

产量使用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从而导致土壤受损严重，脐橙的营养元素不足、口感较差，

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脐橙的种植方法，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

题。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脐橙的种植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06] 步骤1、选地：选择阳光充足，灌溉方便，坡度25 以゚下缓坡，土层深1m以上，地下水

位1.5m以下，肥沃疏松、土质层质地较细、上下均一的土壤；

[0007] 步骤2、整地：深翻土壤30-35cm，除去土壤中石块，然后向其中加入腐熟鸡粪170-

190kg、尿素50-60kg、纳米铁矿渣粉4-5kg、石榴皮粉20-30kg、凹凸棒土80-90kg、竹炭粉30-

40kg和改性农作物秸秆80-90kg；

[0008] 步骤3、挖定植穴：以定植点为中心，开挖长、宽、深分别为0.8-1 .0m、0.5-0 .8m、

1.0-1.5m的定植穴，且相邻两个定植穴之间的距离为2.5m，在每个定植穴中填如粗肥(如绿

肥、杂草、秸杆、烟沫等)6-8kg，石灰0.6-1kg，磷肥1-1.5kg，饼肥2-3kg，腐熟有机肥5-8kg，

且石灰均匀填在定植穴最下层，粗肥填在石灰层上，其余肥料搅拌均匀填在粗肥上，肥料填

完之后，在肥料上覆盖一层细土，空置15-25天；

[0009] 步骤4、苗木定植：在春季2月下旬-3月中旬或秋季10月上旬-11月上旬，选择生长

健壮的出圃苗木进行移栽，苗木出圃时用稀泥浆蘸根部，苗木竖直栽在穴中央，根系舒展，

栽植后浇足定根水，以土壤水分饱和为准，使根系与土壤密结，上盖一层疏松的覆盖物保

墒；且插上防风竿固定苗木，植后5天内每天淋一次定根水，每次每株水用量10-30L，然后用

麦草覆盖树盘；苗木定植后，冬季在寒潮来临之前，用稻草覆盖在树枝上并用涂白剂涂刷树

干然后用稻草覆盖树盘；

[0010] 步骤5、定植处理：苗木栽植的第二年1-3月份，在脐橙树之间间种黄栀子，选择高

度为0.5-0.8m的黄栀子树苗种植在脐橙树之间，相邻两排脐橙树之间种植1-2排黄栀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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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步骤6、肥水管理：新植后30天每株树苗根外追肥，至8月中旬止，每隔10-15天追施

一次稀薄腐熟有机肥水和速效氮肥，株施1.5份；种植成活后，每年新梢抽生前7-10天施促

梢肥；当年新梢抽生后，追施一至两次促梢肥，秋冬季深施一次基肥；次年2月中下旬至少3

月上旬施芽前肥，6月下旬至7月上旬，施秋梢壮果肥，冬季深施一次基肥；第三年施春芽肥，

基肥与春芽肥一同施用；5月中旬、下旬，追施一次稳果肥，原料包括：氮肥1-2份结合磷钾复

合肥1-2份；

[0012] 步骤7、整形修剪：待第一年春梢萌芽后修剪主枝上的细弱枝条，以培养树冠为主，

修剪宜轻，多留枝叶，保留基部辅养枝，主干留2-3条主枝，每条主枝留2-3条副主枝，健壮外

围枝上留2-3条新梢，其余抹去，留下的新梢留8-10片叶并及时摘心，促进提早成熟，促发下

一次新梢萌发，保证每年抽3次梢，培养健壮骨架，增加分枝级数，迅速形成丰产树冠，待第

二年春梢萌芽后修剪上述主枝和主枝延长枝上的细弱枝条，继续选取生长强的枝条作为主

枝延长枝和幅主枝延长枝，待第三年结果时短截主枝延长枝和副主枝延长枝，抹除夏梢，促

发健壮秋梢，一般长梢只留5个芽，疏剪过密枝、交叉枝、衰退枝群、无叶花序枝，保留内膛

枝；

[0013] 步骤8、树冠管理：幼龄树培育成矮干圆头树冠；树高控制在3米以下，绿叶层厚度1

米左右，树冠覆盖率75％-85％；

[0014] 步骤9、保花保果：花蕾期、谢花期和幼果期各喷一次0.3％尿素加0.3％磷酸二氢

钾和0.2％硼砂混合液，株施3-5L；谢花2/3，第一次生理落果及第二次生理落果前后，用

50mg/kg赤霉素各喷花和幼果一次，株施2-4L；挂果后，再用250mg/kg赤霉素、0.3％尿素和

0.3％磷酸二氢钾混合液涂抹幼果一次；防脐黄落果在脐橙谢花4/5时，用70％甲基托布津

800倍液50mg/kg赤霉素混合液喷洒一次，每株施2-3L；第二次生理落果后用50mg/kg份赤霉

素和70％甲基托布津800倍液混合液喷洒树冠，株施2-4L，隔10-15天处理一次；7月下旬至8

月中旬用抑黄酯600-800倍液涂抹果实脐部一次；

[0015] 步骤10、防治病虫害：在春芽长0.5cm时，用77％可杀得800倍液喷一次，隔7-10天

再喷一次，每次每株施2L；在新梢刚展叶时喷第一次，隔7-10天喷第二次，每次每株施1L；开

春前再喷一次石硫合剂或95％机油乳剂100-150倍液，每株施1L；当新梢抽生1-1.5cm长时，

立即以苏云金杆菌杀虫，以后每隔7天左右喷药，连续喷两至三次，每次每株喷3L。

[0016] 进一步的，步骤2中所述改性农作物秸秆的制备方法如下：

[0017] 3)称取农作物秸秆，粉碎，加入相当于农作物秸秆重量2-3％的钼酸铵、1-2％的硫

酸锰、1-2％的纳米碳粉、30-40％的粘土、2-3％的松节油、1-2倍量的水，混合打浆；再日晒

至7-8成干，粉碎成粗粒；

[0018] 4)、向制备的粗粒中加入相当于其重量10-15％的甲基丙烯酸甲酯，搅拌均匀，50-

60℃下烘干，粉碎成粉末即得。

[0019] 进一步的，步骤4中所述定根水是将自制有机肥、0.5-1wt％的甲基硫菌灵以及磷

酸钾按照质量比为1.8-2.0:0.6-0.8:0.3-0.5混合均匀后，加入其总质量120-130倍的水稀

释后制得。

[0020] 进一步的，步骤5中相邻两排黄栀子树之间的间隔距离为0.6-1m，同一排中的黄栀

子树的间距为0.8-1.2m。

[0021] 进一步的，步骤5中黄栀子树栽植之前，在每个栽植黄栀子的定植穴中加入2-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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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肥，黄栀子树栽植之后要适当剪除一下枝叶，且选择在阴雨天气进行栽植。

[0022] 进一步的，步骤6中所述促梢肥、壮梢肥、基肥的具体实施用量包括以下原料：促梢

肥株施尿素1-1.5份、磷钾复合肥1-2份；壮梢肥株施腐熟饼肥2-3份、尿素1-1.5份、磷钾复

合肥1-2份；基肥4.5-10份。

[0023] 进一步的，步骤8中所述矮干圆头树干是主干高20-26cm，留3-4条开张度40-50°在

主干上分布均匀的枝梢作主枝，相互间隔5cm，其他枝条摘心促分枝，主枝长至距主干30-

40cm留第一副主枝，然后每隔30-40cm选留方向错开的第二、三副主枝。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达到的有益效果是：

[0025] 1)、本发明在脐橙种植的各个环节均严格控制，首先选择选择土质肥沃、光照和排

灌良好的田地作为种植地，为脐橙生长提供适宜的环境；其次，在种植时，采用自制的定植

水将幼树定植，为其生长提供养分，提高植株的成活率和生根效果；然后，在生长期合理控

制田间水肥量，定期剪枝、疏果、保证植株和果实充分生长，通过遵循脐橙生长规律对其生

长不同阶段实施肥水管理，修整剪枝，控制种植期间的肥料供给保证营养，脐橙树成熟后树

枝粗壮健康。

[0026] 2)、本发明制备的改性农作物秸秆吸附剂性能稳定，对重金属离子和染料等有机

物具有广谱的吸附能力，具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0027] 3)、在脐橙苗木栽植之前，在定植穴内填入石灰改善土壤，同时加入粗肥和其它肥

料，放置一段时间再进行苗木栽植，通过这样的设置，能使各种肥料进行充分的稀释和反

应，不仅更加有利于肥料被吸收，而且能避免新鲜肥料对树苗产生危害，粗肥在腐烂过程

中，不仅能持续提供有机肥料，而且能保持突然疏松，有利于脐橙树吸收养分和水分。

[0028] 4)、在相邻的脐橙树之间种植黄栀子，不仅能充分利用土地，提高土地的附加产

值，提高种植收益，增加脐橙种植过程中的收入，由于脐橙树之间的间隔较大，黄栀子的种

植能有效抑制杂草生长和防止水土流失，而且将脐橙和黄栀子混合种植，能利用黄栀子的

药性，提高脐橙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0029] 5)、本发明通过对种植穴进行预肥处理，形成利于脐橙生长的土壤环境，同时采用

专门配制的促梢肥、壮梢肥、基肥进行追肥，不仅使得肥料养分直接由叶品进入作物体，吸

收速度快，可在短时间内使作物体内的营养元素大大增加，迅速缓解作物的缺肥状况，发挥

肥料最大的效益，而且还能减少落果，促进挂果，提高产量。

[0030] 终上所述，本发明提出的脐橙的种植方法能提高脐橙的座果率，节约肥料，提高产

量，预防病害，提高产品营养价值，适用于大规模系统化种植，可为种植户增产增收。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

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

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

范围。

[0032] 实施例1

[0033] 一种脐橙的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4] 步骤1、选地：选择阳光充足，灌溉方便，坡度25 以゚下缓坡，土层深1m以上，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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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1.5m以下，肥沃疏松、土质层质地较细、上下均一的土壤；

[0035] 步骤2、整地：深翻土壤30cm，除去土壤中石块，然后向其中加入腐熟鸡粪170kg、尿

素50kg、纳米铁矿渣粉4kg、石榴皮粉20kg、凹凸棒土80kg、竹炭粉30kg和改性农作物秸秆

80kg；

[0036] 步骤3、挖定植穴：以定植点为中心，开挖长、宽、深分别为0.8m、0.5m、1.0m的定植

穴，且相邻两个定植穴之间的距离为2.5m，在每个定植穴中填如粗肥(如绿肥、杂草、秸杆、

烟沫等)6kg，石灰0.6kg，磷肥1kg，饼肥2kg，腐熟有机肥5kg，且石灰均匀填在定植穴最下

层，粗肥填在石灰层上，其余肥料搅拌均匀填在粗肥上，肥料填完之后，在肥料上覆盖一层

细土，空置15天；

[0037] 步骤4、苗木定植：在春季3月中旬，选择生长健壮的出圃苗木进行移栽，苗木出圃

时用稀泥浆蘸根部，苗木竖直栽在穴中央，根系舒展，栽植后浇足定根水，以土壤水分饱和

为准，使根系与土壤密结，上盖一层疏松的覆盖物保墒；且插上防风竿固定苗木，植后5天内

每天淋一次定根水，每次每株水用量10L，然后用麦草覆盖树盘；苗木定植后，冬季在寒潮来

临之前，用稻草覆盖在树枝上并用涂白剂涂刷树干然后用稻草覆盖树盘；

[0038] 步骤5、定植处理：苗木栽植的第二年2月份，在脐橙树之间间种黄栀子，选择高度

为0.5m的黄栀子树苗种植在脐橙树之间，相邻两排脐橙树之间种植1排黄栀子树；

[0039] 步骤6、肥水管理：新植后30天每株树苗根外追肥，至8月中旬止，每隔10天追施一

次稀薄腐熟有机肥水和速效氮肥，株施1.5份；种植成活后，每年新梢抽生前4天施促梢肥；

当年新梢抽生后，追施一至两次促梢肥，秋冬季深施一次基肥；次年2月中下旬施芽前肥，6

月下旬施秋梢壮果肥，冬季深施一次基肥；第三年施春芽肥，基肥与春芽肥一同施用；5月中

旬、下旬，追施一次稳果肥，原料包括：氮肥1份结合磷钾复合肥2份；

[0040] 步骤7、整形修剪：待第一年春梢萌芽后修剪主枝上的细弱枝条，以培养树冠为主，

修剪宜轻，多留枝叶，保留基部辅养枝，主干留2条主枝，每条主枝留2条副主枝，健壮外围枝

上留3条新梢，其余抹去，留下的新梢留8片叶并及时摘心，促进提早成熟，促发下一次新梢

萌发，保证每年抽3次梢，培养健壮骨架，增加分枝级数，迅速形成丰产树冠，待第二年春梢

萌芽后修剪上述主枝和主枝延长枝上的细弱枝条，继续选取生长强的枝条作为主枝延长枝

和幅主枝延长枝，待第三年结果时短截主枝延长枝和副主枝延长枝，抹除夏梢，促发健壮秋

梢，一般长梢只留5个芽，疏剪过密枝、交叉枝、衰退枝群、无叶花序枝，保留内膛枝；

[0041] 步骤8、树冠管理：幼龄树培育成矮干圆头树冠；树高控制在3米以下，绿叶层厚度1

米左右，树冠覆盖率85％；

[0042] 步骤9、保花保果：花蕾期、谢花期和幼果期各喷一次0.3％尿素加0.3％磷酸二氢

钾和0.2％硼砂混合液，株施3L；谢花2/3，第一次生理落果及第二次生理落果前后，用50mg/

kg赤霉素各喷花和幼果一次，株施2L；挂果后，再用250mg/kg赤霉素、0.3％尿素和0.3％磷

酸二氢钾混合液涂抹幼果一次；防脐黄落果在脐橙谢花4/5时，用70％甲基托布津800倍液

50mg/kg赤霉素混合液喷洒一次，每株施2L；第二次生理落果后用50mg/kg份赤霉素和70％

甲基托布津800倍液混合液喷洒树冠，株施2L，隔10天处理一次；7月下旬用抑黄酯600倍液

涂抹果实脐部一次；

[0043] 步骤10、防治病虫害：在春芽长0.5cm时，用77％可杀得800倍液喷一次，隔7天再喷

一次，每次每株施2L；在新梢刚展叶时喷第一次，隔10天喷第二次，每次每株施1L；开春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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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一次石硫合剂或95％机油乳剂100倍液，每株施1L；当新梢抽生1cm长时，立即以苏云金杆

菌杀虫，以后每隔7天左右喷药，连续喷两至三次，每次每株喷3L。

[0044] 其中，步骤2中所述改性农作物秸秆的制备方法如下：

[0045] 1)、称取农作物秸秆，粉碎，加入相当于农作物秸秆重量3％的钼酸铵、1％的硫酸

锰、1％的纳米碳粉、30％的粘土、2％的松节油、1倍量的水，混合打浆；再日晒至8成干，粉碎

成粗粒；

[0046] 2)、向制备的粗粒中加入相当于其重量15％的甲基丙烯酸甲酯，搅拌均匀，60℃下

烘干，粉碎成粉末即得。

[0047] 其中，步骤4中所述定根水是将自制有机肥、0.5wt％的甲基硫菌灵以及磷酸钾按

照质量比为1.8:0.8:0.5混合均匀后，加入其总质量130倍的水稀释后制得。

[0048] 其中，步骤5中相邻两排黄栀子树之间的间隔距离为0.8，同一排中的黄栀子树的

间距为1.2m。

[0049] 其中，步骤5中黄栀子树栽植之前，在每个栽植黄栀子的定植穴中加入2kg农家肥，

黄栀子树栽植之后要适当剪除一下枝叶，且选择在阴雨天气进行栽植。

[0050] 其中，步骤6中所述促梢肥、壮梢肥、基肥的具体实施用量包括以下原料：促梢肥株

施尿素1.5份、磷钾复合肥2份；壮梢肥株施腐熟饼肥2份、尿素1份、磷钾复合肥1份；基肥5

份。

[0051] 其中，步骤8中所述矮干圆头树干是主干高20cm，留3条开张度40°在主干上分布均

匀的枝梢作主枝，相互间隔5cm，其他枝条摘心促分枝，主枝长至距主干40cm留第一副主枝，

然后每隔40cm选留方向错开的第二、三副主枝。

[0052] 实施例2

[0053] 一种脐橙的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4] 步骤1、选地：选择阳光充足，灌溉方便，坡度25 以゚下缓坡，土层深1m以上，地下水

位1.5m以下，肥沃疏松、土质层质地较细、上下均一的土壤；

[0055] 步骤2、整地：深翻土壤35cm，除去土壤中石块，然后向其中加入腐熟鸡粪190kg、尿

素58kg、纳米铁矿渣粉5kg、石榴皮粉27kg、凹凸棒土85kg、竹炭粉38kg和改性农作物秸秆

85kg；

[0056] 步骤3、挖定植穴：以定植点为中心，开挖长、宽、深分别为1.0m、0.8m、1.5m的定植

穴，且相邻两个定植穴之间的距离为2.5m，在每个定植穴中填如粗肥(如绿肥、杂草、秸杆、

烟沫等)8kg，石灰1kg，磷肥1.5kg，饼肥3kg，腐熟有机肥8kg，且石灰均匀填在定植穴最下

层，粗肥填在石灰层上，其余肥料搅拌均匀填在粗肥上，肥料填完之后，在肥料上覆盖一层

细土，空置25天；

[0057] 步骤4、苗木定植：在秋季10月上旬，选择生长健壮的出圃苗木进行移栽，苗木出圃

时用稀泥浆蘸根部，苗木竖直栽在穴中央，根系舒展，栽植后浇足定根水，以土壤水分饱和

为准，使根系与土壤密结，上盖一层疏松的覆盖物保墒；且插上防风竿固定苗木，植后5天内

每天淋一次定根水，每次每株水用量30L，然后用麦草覆盖树盘；苗木定植后，冬季在寒潮来

临之前，用稻草覆盖在树枝上并用涂白剂涂刷树干然后用稻草覆盖树盘；

[0058] 步骤5、定植处理：苗木栽植的第二年3月份，在脐橙树之间间种黄栀子，选择高度

为0.8m的黄栀子树苗种植在脐橙树之间，相邻两排脐橙树之间种植2排黄栀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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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步骤6、肥水管理：新植后30天每株树苗根外追肥，至8月中旬止，每隔15天追施一

次稀薄腐熟有机肥水和速效氮肥，株施1.5份；种植成活后，每年新梢抽生前10天施促梢肥；

当年新梢抽生后，追施一至两次促梢肥，秋冬季深施一次基肥；次年3月上旬施芽前肥，7月

上旬，施秋梢壮果肥，冬季深施一次基肥；第三年施春芽肥，基肥与春芽肥一同施用；5月中

旬、下旬，追施一次稳果肥，原料包括：氮肥2份结合磷钾复合肥2份；

[0060] 步骤7、整形修剪：待第一年春梢萌芽后修剪主枝上的细弱枝条，以培养树冠为主，

修剪宜轻，多留枝叶，保留基部辅养枝，主干留3条主枝，每条主枝留3条副主枝，健壮外围枝

上留3条新梢，其余抹去，留下的新梢留10片叶并及时摘心，促进提早成熟，促发下一次新梢

萌发，保证每年抽3次梢，培养健壮骨架，增加分枝级数，迅速形成丰产树冠，待第二年春梢

萌芽后修剪上述主枝和主枝延长枝上的细弱枝条，继续选取生长强的枝条作为主枝延长枝

和幅主枝延长枝，待第三年结果时短截主枝延长枝和副主枝延长枝，抹除夏梢，促发健壮秋

梢，一般长梢只留5个芽，疏剪过密枝、交叉枝、衰退枝群、无叶花序枝，保留内膛枝；

[0061] 步骤8、树冠管理：幼龄树培育成矮干圆头树冠；树高控制在3米以下，绿叶层厚度1

米左右，树冠覆盖率85％；

[0062] 步骤9、保花保果：花蕾期、谢花期和幼果期各喷一次0.3％尿素加0.3％磷酸二氢

钾和0.2％硼砂混合液，株施5L；谢花2/3，第一次生理落果及第二次生理落果前后，用50mg/

kg赤霉素各喷花和幼果一次，株施4L；挂果后，再用250mg/kg赤霉素、0.3％尿素和0.3％磷

酸二氢钾混合液涂抹幼果一次；防脐黄落果在脐橙谢花4/5时，用70％甲基托布津800倍液

50mg/kg赤霉素混合液喷洒一次，每株施3L；第二次生理落果后用50mg/kg份赤霉素和70％

甲基托布津800倍液混合液喷洒树冠，株施2L，隔15天处理一次；7月下旬至8月中旬用抑黄

酯800倍液涂抹果实脐部一次；

[0063] 步骤10、防治病虫害：在春芽长0.5cm时，用77％可杀得800倍液喷一次，隔10天再

喷一次，每次每株施2L；在新梢刚展叶时喷第一次，隔7天喷第二次，每次每株施1L；开春前

再喷一次石硫合剂或95％机油乳剂150倍液，每株施1L；当新梢抽生1.5cm长时，立即以苏云

金杆菌杀虫，以后每隔7天左右喷药，连续喷两至三次，每次每株喷3L。

[0064] 其中，步骤2中所述改性农作物秸秆的制备方法如下：

[0065] 1)、称取农作物秸秆，粉碎，加入相当于农作物秸秆重量3％的钼酸铵、1％的硫酸

锰、2％的纳米碳粉、35％的粘土、3％的松节油、2倍量的水，混合打浆；再日晒至7成干，粉碎

成粗粒；

[0066] 2)、向制备的粗粒中加入相当于其重量15％的甲基丙烯酸甲酯，搅拌均匀，50℃下

烘干，粉碎成粉末即得。

[0067] 其中，步骤4中所述定根水是将自制有机肥1wt％的甲基硫菌灵以及磷酸钾按照质

量比为2.0:0.8：0.5混合均匀后，加入其总质量120倍的水稀释后制得。

[0068] 其中，步骤5中相邻两排黄栀子树之间的间隔距离为1m，同一排中的黄栀子树的间

距为0.8m。

[0069] 其中，步骤5中黄栀子树栽植之前，在每个栽植黄栀子的定植穴中加入3kg农家肥，

黄栀子树栽植之后要适当剪除一下枝叶，且选择在阴雨天气进行栽植。

[0070] 其中，步骤6中所述促梢肥、壮梢肥、基肥的具体实施用量包括以下原料：促梢肥株

施尿素1份、磷钾复合肥2份；壮梢肥株施腐熟饼肥3份、尿素1.5份、磷钾复合肥1份；基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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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0071] 其中，步骤8中所述矮干圆头树干是主干高26cm，留4条开张度50°在主干上分布均

匀的枝梢作主枝，相互间隔5cm，其他枝条摘心促分枝，主枝长至距主干40cm留第一副主枝，

然后每隔30cm选留方向错开的第二、三副主枝。

[0072] 本发明在脐橙种植的各个环节均严格控制，首先选择选择土质肥沃、光照和排灌

良好的田地作为种植地，为脐橙生长提供适宜的环境；其次，在种植时，采用自制的定植水

将幼树定植，为其生长提供养分，提高植株的成活率和生根效果；然后，在生长期合理控制

田间水肥量，定期剪枝、疏果、保证植株和果实充分生长，通过遵循脐橙生长规律对其生长

不同阶段实施肥水管理，修整剪枝，控制种植期间的肥料供给保证营养，脐橙树成熟后树枝

粗壮健康；制备的改性农作物秸秆吸附剂性能稳定，对重金属离子和染料等有机物具有广

谱的吸附能力，具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脐橙苗木栽植之前，在定植穴内填入石灰改

善土壤，同时加入粗肥和其它肥料，放置一段时间再进行苗木栽植，通过这样的设置，能使

各种肥料进行充分的稀释和反应，不仅更加有利于肥料被吸收，而且能避免新鲜肥料对树

苗产生危害，粗肥在腐烂过程中，不仅能持续提供有机肥料，而且能保持突然疏松，有利于

脐橙树吸收养分和水分；在相邻的脐橙树之间种植黄栀子，不仅能充分利用土地，提高土地

的附加产值，提高种植收益，增加脐橙种植过程中的收入，由于脐橙树之间的间隔较大，黄

栀子的种植能有效抑制杂草生长和防止水土流失，而且将脐橙和黄栀子混合种植，能利用

黄栀子的药性，提高脐橙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同时通过对种植穴进行预肥处理，形成利于脐

橙生长的土壤环境，同时采用专门配制的促梢肥、壮梢肥、基肥进行追肥，不仅使得肥料养

分直接由叶品进入作物体，吸收速度快，可在短时间内使作物体内的营养元素大大增加，迅

速缓解作物的缺肥状况，发挥肥料最大的效益，而且还能减少落果，促进挂果，提高产量。

[0073] 终上所述，本发明提出的脐橙的种植方法能提高脐橙的座果率，节约肥料，提高产

量，预防病害，提高产品营养价值，适用于大规模系统化种植，可为种植户增产增收。

[0074] 该脐橙的种植方法，经本申请发明人多年反复种植实验、测试，调节原材料各组分

比例，取得了本发明所述效果。

[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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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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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