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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柑橘栽植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柑橘栽植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1)土壤管理；(2)定植；(3)水肥管理；(4)

整形修剪；(5)产量控制；(6)病虫害防控：A、农业

防治步骤(2)中定植前对柑橘苗的苗根进行杀菌

消毒时，将柑橘苗的苗根用0.2‑8％高锰酸钾溶

液浸泡10‑30min，然后再用清水冲洗；清洁果园、

减少病虫源；溃疡病和炭疽病的防治，在春梢萌

发期、幼果期和果实膨大转色期，采用由麻风树

种子油和生石灰水配置的药物组合物进行喷洒，

药物组合物中麻风树种子油和生石灰水的体积

比为1‑5：100；B、物理机械防治：对害虫采取灯光

和色板进行诱杀；C、生物防治：利用性诱剂和/或

天敌生物对害虫进行杀害。本发明可以对病虫害

进行绿色防控，保证果品的品质，安全无公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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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柑橘栽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土壤管理

栽培前对栽培基地土壤进行深翻改良，然后进行平整；

(2)定植

A：定植时节：在柑橘树夏梢或者是秋梢充分老熟后定植、或者是在柑橘树春梢萌芽前

定植；

B：定植密度：株行距为(1.8‑2.2)×(2.8‑3.2)m

C：定植方法：在平整后的栽培基地上先垒墒，在墒面上按株行距挖定植塘进行定植，并

在每个定植塘中施有机肥作为底肥；定植前对柑橘苗的苗根进行杀菌消毒，定植后施定根

水；同时在墒与墒之间挖掘定植沟，在定植沟中回填土壤和有机肥；

(3)水肥管理

浇水：柑橘树在花芽分化期、春梢萌动期、开花期和果实膨大期根据土壤墒情适时灌

水；施肥：

A：柑橘树新梢生长期、花期、幼果期以及果实上色期喷施叶面肥；

B：结果树在春梢萌芽期施春梢萌芽肥；果实生长的前期和中期施用壮果肥；果实生长

后期施增糖上色肥；

(4)整形修剪

(5)产量控制

A：疏花

在冬剪的基础上进行花期复剪，强枝适当多留花，弱枝少留或不留花，有叶单花多留，

无叶花少留或不留；剪除畸形花、病虫花；

B：人工疏果

结合夏剪，疏除小果、病虫果、畸形果以及密弱果；

(6)病虫害防控

A：农业防治

步骤(2)中定植前对柑橘苗的苗根进行杀菌消毒时，将柑橘苗的苗根用0.2‑0.8％高锰

酸钾溶液浸泡10‑30min，然后再用清水冲洗；

清洁果园，剪除病梢、病叶和病果，同时清除落叶、枯枝和落果，集中起来烧毁，减少病

虫源；

溃疡病和炭疽病的防治，在春梢萌发期、幼果期和果实膨大转色期，采用由麻风树种子

油和生石灰水配置的药物组合物进行喷洒，药物组合物中麻风树种子油和生石灰水的体积

比为1‑5：100；

B、物理机械防治：对害虫采取灯光和色板进行诱杀；

C、生物防治：利用性诱剂和/或天敌生物对害虫进行杀害；

D、植物防控：在柑橘栽培基地四周围栽木麻黄树和/或麻风树作生物隔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柑橘栽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病虫害防控过

程中，在溃疡病和/或炭疽病发病初期，喷洒一次药物组合物，间隔5‑7天，连续喷洒3‑5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柑橘栽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高锰酸钾溶

液的浸泡时间为15‑2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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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柑橘栽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定植塘的长

×宽×高为40×40×40cm。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柑橘栽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每个定植塘

中施60‑80kg的有机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柑橘栽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石灰水的质量浓度为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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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柑橘栽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果树栽培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柑橘栽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柑橘属芸香科下属植物。性喜温暖湿润气候，耐寒性较柚、酸橙、甜橙稍强。芸香科

柑橘亚科分布在北纬16°‑37°之间。是热带、亚热带常绿果树(除枳以外)，用作经济栽培的

有3个属：枳属、柑橘属和金柑属。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栽培的柑橘主要是柑橘属。花单生或

2‑3朵簇生；花萼不规则5‑3浅裂；花瓣通常长1.5厘米以内；雄蕊20‑25枚，花柱细长，柱头头

状。花期4‑5月，果期10‑12月。

[0003] 中国是柑橘的重要原产地之一，柑橘资源丰富，优良品种繁多，有4000多年的栽培

历史。经过长期栽培、选择，柑橘成了人类的珍贵果品。由于柑橘经济价值好，市场需求量

大，我国柑橘种植行业不断发展，不同种类、不同地区的柑橘种植技术也在不断提升。

[0004] 在柑橘的栽植过程中，对于病虫害的防控至关重要，其关乎柑橘的产量和质量。传

统对于柑橘栽植过程中，对于病虫害的放置往往通过喷施农药来实现，喷施农药的方式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病虫害，但是其容易导致有毒有害物质残留危害消费者的健康，而且对生

态环境造成了极大地污染。

[0005] 因此，提供一种柑橘栽植方法，其保证果品产量、质量的同时追求绿色无公害成为

了种植户亟待解决的难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柑橘栽植方法，可以对病虫害进行绿色防

控，保证果品的品质，安全无公害。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8] 一种柑橘栽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土壤管理

[0010] 栽培前对栽培基地土壤进行深翻改良，然后进行平整；

[0011] (2)定植

[0012] A：定植时节：在柑橘树夏梢或者是秋梢充分老熟后定植、或者是在柑橘树春梢萌

芽前定植；

[0013] B：定植密度：株行距为(1.8‑2.2)×(2.8‑3.2)m

[0014] C：定植方法：在平整后的栽培基地上先垒墒，在墒面上按株行距挖定植塘进行定

植，并在每个定植塘中施有机肥作为底肥；定植前对柑橘苗的苗根进行杀菌消毒，定植后施

定根水；同时在墒与墒之间挖掘定植沟，在定植沟中回填土壤和有机肥；

[0015] (3)水肥管理

[0016] 浇水：柑橘树在花芽分化期、春梢萌动期、开花期和果实膨大期根据土壤墒情适时

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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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施肥：

[0018] A：柑橘树新梢生长期、花期、幼果期以及果实上色期喷施叶面肥；

[0019] B：结果树在春梢萌芽期施春梢萌芽肥；果实生长的前期和中期施用壮果肥；果实

生长后期施增糖上色肥；

[0020] (4)整形修剪

[0021] (5)产量控制

[0022] A：疏花

[0023] 在冬剪的基础上进行花期复剪，强枝适当多留花，弱枝少留或不留花，有叶单花多

留，无叶花少留或不留；剪除畸形花、病虫花；

[0024] B：人工疏果

[0025] 结合夏剪，疏除小果、病虫果、畸形果以及密弱果；

[0026] (6)病虫害防控

[0027] A：农业防治

[0028] 步骤(2)中定植前对柑橘苗的苗根进行杀菌消毒时，将柑橘苗的苗根用0.2‑8％高

锰酸钾溶液浸泡10‑30min，然后再用清水冲洗；

[0029] 清洁果园，剪除病梢、病叶和病果，同时清除落叶、枯枝和落果，集中起来烧毁，减

少病虫源；

[0030] 溃疡病和炭疽病的防治，在春梢萌发期、幼果期和果实膨大转色期，采用由麻风树

种子油和生石灰水配置的药物组合物进行喷洒，药物组合物中麻风树种子油和生石灰水的

体积比为1‑5：100；

[0031] B、物理机械防治：对害虫采取灯光和色板进行诱杀；

[0032] C、生物防治：利用性诱剂和/或天敌生物对害虫进行杀害；

[0033] D、植物防控：在柑橘栽培基地四周围栽木麻黄树和/或麻风树作生物隔离。

[0034] 作为优选的，所述步骤(6)病虫害防控过程中，在溃疡病和/或炭疽病发病初期，喷

洒一次药物组合物，间隔5‑7天，连续喷洒3‑5次。

[0035] 作为优选的，所述步骤(6)中高锰酸钾溶液的浸泡时间为15‑20min。

[0036] 作为优选的，所述步骤(2)中定植塘的长×宽×高为40×40×40cm。

[0037] 作为优选的，所述步骤(2)中每个定植塘中施60‑80kg的有机肥。

[0038] 作为优选的，所述生石灰水的质量浓度为10％‑20％。

[0039] 柑橘在栽植过程中，主要的病害有溃疡病和炭疽病，虫害有蚜虫、实蝇、蓟马、毒蛾

类、天蛾类、灯蛾类、刺蛾类以及金龟子类等。特别地，溃疡病和炭疽病作为柑橘栽植的头号

杀手，是最为常见的病害，危害巨大。

[0040] 炭疽病具有危害广和危害时间长的特点，主要危害叶片、枝条、花、果实和果柄，常

造成蜜橘和橙类等柑橘品种大量落叶、枝条枯死、大量落花、落果和果实腐烂。

[0041] 柑橘溃疡病，该病危害柑橘叶片、枝梢和果实。苗木和幼树受害特别严重会造成落

叶、枯梢，影响树势，果实受害重者落果，轻者带有病疤不耐贮藏，发生腐烂，大大降低果实

商品价值，使果农增加病虫防治成本，经济效益受损。

[0042] 对于上述两类病害，传统的做法是采取化学药剂进行防治，化学药剂虽然具有较

好的防治效果，但是其后果是导致有毒有害物质大量的残留，不利于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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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药剂的施用，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同时施药过程中，还严重危害作业人员的身

体健康。

[0043] 本发明的药物组合物中，生石灰水即为生石灰溶于水中配置的溶液，生石灰水呈

碱性，具有一定的杀菌、杀虫作用，可以杀死寄生在柑橘树干上的一些越冬真菌、细菌和害

虫；麻风树种子油中含有毒蛋白、酮类、氢氰酸以及川穹嗪等化学成分，现有技术中未见利

用麻风树种子油进行柑橘溃疡病和炭疽病的防治报道。本发明中创造性的选用由麻风树种

子油和生石灰水配置的药物组合物进行喷洒防治溃疡病和炭疽病，取得了较好的防治效

果，相比较传统的化学药剂，毒副作用大幅降低，柑橘果品无重金属残留，果品品质得到了

极大地提升；以此同时，生石灰水和麻风树种子油，来源广泛、成本低廉，适宜果园规模化种

植柑橘使用，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004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45] 本发明在对柑橘栽植过程中进行病虫害防控时，利用农业防治、物理机械防治、生

物防治以及植物防控等方法进行防控；特别地，利用本发明中的药物组合物对柑橘溃疡病

和炭疽病进行防治；上述综合防控方式对于病虫害的防控效果好，避免了使用化学制剂，一

定程度上保证了果品的品质，而且对于环境无污染，有效改善了柑橘园的生态环境，柑橘果

品全部达到了无公害要求，口感好，外表色泽圆润，品质高。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对

于这些实施方式的说明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但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定。此外，下面所描

述的本发明各个实施方式中所涉及的技术特征只要彼此之间未构成冲突就可以相互组合。

[0047] 实施例1

[0048] 一种柑橘栽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9] (1)土壤管理

[0050] 选择地势平缓、肥力中上的沙壤土作为栽培基地，栽培前对栽培基地土壤进行深

翻改良，深翻不低于80公分，然后进行平整；

[0051] (2)定植

[0052] A：定植时节：在柑橘树夏梢或者是秋梢充分老熟后定植、或者是在柑橘树春梢萌

芽前定植；

[0053] B：定植密度：株行距为(1.8‑2.2)×(2.8‑3.2)m；

[0054] C：定植方法：在平整后的栽培基地上先垒墒，墒的高度为15‑20cm，在墒面上按株

行距挖定植塘进行定植，定植塘的长×宽×高为40×40×40cm，并在每个定植塘中施60‑

80kg的有机肥作为底肥；定植前对柑橘苗的苗根进行杀菌消毒，定植后施定根水；同时在墒

与墒之间挖掘定植沟，定植沟的长与墒的长度持平，宽和深均为45‑55cm，在定植沟中回填

土壤和有机肥；

[0055] (3)水肥管理

[0056] 浇水：柑橘树在花芽分化期、春梢萌动期、开花期和果实膨大期根据土壤墒情适时

浇水；

[0057] 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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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A：柑橘树新梢生长期、花期、幼果期以及果实上色期均喷施叶面肥；

[0059] B：结果树在春梢萌芽期施春梢萌芽肥；果实生长的前期和中期施用壮果肥；果实

生长后期施增糖上色肥；春梢萌芽肥以氮肥为主；壮果肥以氮、钾肥为主，配合施用磷肥；增

糖上色肥为钾肥；

[0060] (4)整形修剪

[0061] 树形：以多主枝放射形为较佳，主干高20cm‑30cm，在主干上配置主枝3‑4个，对主

枝摘心或短截后，选留3‑5个副主枝；对各级骨干枝均采用短截、摘心、拉枝等方法，使树冠

呈放射状向外延伸。

[0062] 修剪：

[0063] 幼树，以轻剪为主，选定类中央干延长枝和各主枝、副枝延长枝后，对其进行中度

至重度短截，并以短截程度和剪口芽方向调节各主枝之间生长势的平衡。轻剪其余植梢，避

免过多的疏剪和重短截。除对过密枝群作适当疏剪外，内膛枝和树冠中下部较强的枝稍一

般均应保留。

[0064] 初结果树，继续选择和短截处理各级骨干延长枝，抹除夏梢，促发健壮秋梢。对过

长且具有分布空间的营养枝留10片叶左右及时摘心，回缩或短截结果枝组。过多的新梢营

养枝，可采用“三三制”处理：即短截三分之一，疏剪三分之一，保留三分之一。秋梢老熟后(9

～10月)对旺长少花树采用环割、拉枝、扭枝等方法，并结合冬季施肥断根、控水等促花措

施，促进花芽分化留作结果母枝的秋梢不作短截处理。

[0065] 盛果树，修剪应遵循“三稀三密原则”，即：大枝稀，小枝密；上部稀，下部密；外部

稀，内部密。及时回缩结果枝组，落花落果枝组和衰退枝组。剪除枯枝、病虫枝。对较拥挤的

骨干枝适当疏剪，将光线引入内膛。对当年抽生的夏、秋梢营养枝，“三三制”处理调节来年

产量，防止大小年结果。花量较大时适当疏花或疏果。

[0066] 衰老树，应减少花量，甚至舍弃全部产量以恢复树势。对还有部分挂果能力的衰老

树，逐年回缩衰弱枝组，疏剪密弱枝群，短截部分夏、秋梢营养枝和有叶结果枝。极衰弱植株

在夏秋季对侧枝或主枝进行一次性回缩处理。衰老树经更新修剪后促发的夏、秋梢应进行

短强、疏弱、留中庸的修剪处理。

[0067] (5)产量控制

[0068] A：疏花

[0069] 在冬剪的基础上进行花期复剪，强枝适当多留花，弱枝少留或不留花，有叶单花多

留，无叶花少留或不留；剪除畸形花、病虫花；

[0070] B：人工疏果

[0071] 结合夏剪，疏除小果、病虫果、畸形果以及密弱果；

[0072] (6)病虫害防控

[0073] A：农业防治

[0074] 步骤(2)中定植前对柑橘苗的苗根进行杀菌消毒时，将柑橘苗的苗根用0 .5‑

0.8％％高锰酸钾溶液浸泡10‑30min，然后再用清水冲洗；

[0075] 清洁果园，剪除病梢、病叶和病果，同时清除落叶、枯枝和落果，集中起来烧毁，减

少病虫源；

[0076] 溃疡病和炭疽病的防治，在春梢萌发期、幼果期和果实膨大转色期，均采用由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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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种子油和生石灰水配置的药物组合物进行全园喷洒，药物组合物中麻风树种子油和生石

灰水的体积比为1：100；其中，生石灰水由生石灰和水现配现用，生石灰水的质量浓度为

20％。

[0077] B、物理机械防治：灯光诱杀，利用成虫的趋光性来诱杀有害昆虫。如：利用在柑橘

园中悬挂杀虫灯来诱杀夜蛾类、毒蛾类、天蛾类、灯蛾类、刺蛾类、金龟子类等害虫成虫；利

用昆虫的趋色性来诱杀有害昆虫。如蚜虫、实蝇等对黄色最敏感，可利用悬挂黄色粘虫板诱

杀，蓟马等对蓝色特别敏感、可利用蓝色粘虫板诱杀。

[0078] C、生物防治：利用性诱剂和天敌生物对害虫进行杀害；其中在树龄4年以上的柑橘

园于每年的4月上、中旬释放捕食螨捕杀害虫；

[0079] D、植物防控：在柑橘栽培基地四周围栽木麻黄树和麻风树作生物隔离。木麻黄树

和麻风树作生物隔离，起到屏风的作用，可以有效降低外来病原菌的传播。

[0080] 按照上述方法栽植柑橘，未施用化学农药，柑橘园未见柑橘溃疡病和炭疽病发病，

柑橘亩产达到了3670kg，柑橘园中所产柑橘果品大小均匀，外表色泽圆润，着色整齐，可溶

性固形物平均提升1.5‑2.5个百分点，柑橘果品全部达到了无公害要求，果品销售价格每kg

提高1‑2元。

[0081] 实施例2

[0082]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步骤(6)病虫害防控部分溃疡病和炭疽病的

防治时：在春梢萌发期、幼果期和果实膨大转色期，均采用由麻风树种子油和生石灰水配置

的药物组合物进行全园喷洒，药物组合物中麻风树种子油和生石灰水的体积比为3：100；其

中，生石灰水的质量浓度为15％。

[0083] 在柑橘栽植过程中，于柑橘园发现溃疡病和炭疽病早期发病，于检测到发病之日

喷洒一次药物组合物，间隔7天，连续喷洒5次。

[0084] 按照上述方法栽植柑橘，未施用化学农药，柑橘亩产达到了3577kg，柑橘园中见柑

橘溃疡病和炭疽病早起发病，但经喷洒药物组合物后，柑橘溃疡病和炭疽病发病消除；柑橘

园中所产柑橘果品大小均匀，外表色泽圆润，着色整齐，可溶性固形物平均提升1.5‑2.5个

百分点，柑橘果品全部达到了无公害要求，果品销售价格每kg提高1‑2元。

[0085] 实施例3

[0086]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步骤(6)病虫害防控部分溃疡病和炭疽病的

防治时：在春梢萌发期、幼果期和果实膨大转色期，均采用由麻风树种子油和生石灰水配置

的药物组合物进行全园喷洒，药物组合物中麻风树种子油和生石灰水的体积比为5：100；其

中，生石灰水的质量浓度为10％。

[0087] 在柑橘栽植过程中，于柑橘园发现溃疡病和炭疽病早期发病，于检测到发病之日

喷洒一次药物组合物，间隔5天，连续喷洒7次。

[0088] 按照上述方法栽植柑橘，未施用化学农药，柑橘亩产达到了3506kg，柑橘园中见柑

橘溃疡病和炭疽病早起发病，但经喷洒药物组合物后，柑橘溃疡病和炭疽病发病消除；柑橘

园中所产柑橘果品大小均匀，外表色泽圆润，着色整齐，可溶性固形物平均提升1.5‑2.5个

百分点，柑橘果品全部达到了无公害要求，果品销售价格每kg提高1‑2元。

[0089] 以上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本发明不限于所描述的实

施方式。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对这些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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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仍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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