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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提高杜梨苗木移栽成活

率的方法，通过苗木选择、基质配制、苗木培育、

摆床、田间管理，土地管理，定植和后期管理等步

骤实现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能培育根系结构良

好、侧根系发达的杜梨苗木，苗木出圃率高，且可

远距离运输，移栽过程中根系不易损伤，苗木失

水少，栽后成活率高，尤其是土壤贫瘠的区域更

加明显，是有效解决土壤立地条件差的地区造林

成活率低和保存率低的关键技术措施，该技术容

易被果农掌握，田间管理方便，具有较高的实用

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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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杜梨苗木移栽成活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苗木选择：春季萌芽前选择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一年生本地产杜梨苗木，苗高≥

80cm，地径≥0.5cm；

（2）基质配制：选取园土、腐殖质和腐熟羊粪按照4.5～5.5：2.5～3.5：1.5～2.5的比例

进行充分混合配制成育苗基质；

（3）苗木培育：将杜梨苗木的主根剪短至8～10cm，以促使其产生更多的须根，育苗容器

中装填1/3体积的步骤（2）中所配制的育苗基质，将杜梨苗木放入育苗容器正中央，边加育

苗基质边提苗，使苗木根系舒展，基质加满后压实；

（4）摆床：在田间或育苗大棚开沟，所述沟深0.4～0.6m、宽0.5～0.7m，行距0.8～1.2m，

每条沟内放入两排步骤（3）所述的育苗容器并互相紧靠，之后将土回填使地面平齐并保证

育苗容器不露出地面，地面平齐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70～90m³/667㎡；

（5）田间管理：苗木萌芽后施速效肥2～3次，每次间隔27～33天，施用量为8～12  kg/

667㎡，施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70～90m³/667㎡，此后每隔25～30天灌一次水，

灌水量为30～50m³/667㎡，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次透水，灌

水量为70～90m³/667㎡；

苗木生长期及时进行摘心以控制新梢过旺生长，促使主干发育充实；

（6）土地管理：当年秋季选择排水良好、地表平整的土地，定植前开沟，所述沟深0.8～

1.0m，宽0.8～1.0m，沟底施腐熟有机肥3～4m³/667㎡，之后将土回填并大水漫灌进行压碱；

（7）定植：第二年春季土壤解冻后在定植沟内挖深0.4～0.6m，直径为0.4～0.6m的小

坑，将育苗容器内的杜梨苗木取出，放入小坑中央，扶正苗木，使苗木纵横成行，一边填土一

边向上提苗，使根系舒展，踏实，根茎高于地表，栽植完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70～90m³/667

㎡，一周后再灌一次水，灌水量为30～50m³/667㎡；

（8）后期管理：定植后一个月施速效肥2～3次，每次间隔27～33天，施用量为8～12  kg/

667㎡，施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70～90m³/667㎡，此后每隔25～30天灌一次水，

灌水量为30～50m³/667㎡，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次透水，灌

水量为70～90m³/667㎡；

所述配制步骤（2）中所述的育苗基质前，将园土、腐殖质和腐熟羊粪分别均匀摊开曝晒

8～10h，并每隔4～5h翻动一次；

所述育苗容器选择直径为20～25cm，高为25～30cm的美植袋或无纺布育苗袋；

所述步骤（5）和步骤（8）中的速效肥为尿素或磷酸二铵中的一种或两种；

所述步骤（5）和步骤（8）中的施肥方式为沟施；

所述步骤（6）中大水漫灌压碱时的灌水量为110～130m³/667㎡；

所述步骤（6）中腐熟有机肥为经过充分腐熟的羊粪；

所述腐殖质由植物残体、土壤和人粪尿按4.5～5.5：0.3～0.7：0.8～1.2的比例混合均

匀后，加水润湿并进行密封堆沤腐熟，腐熟至黑、烂、臭即可，所述植物残体为稻草、小麦秸

秆或植物落叶中的一种或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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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杜梨苗木移栽成活率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提高杜梨苗木移栽成活率的方法，属于植物栽培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库尔勒香梨（简称“香梨”）是新疆最具代表性的“名、优、特”优良果品，具有悠久的

栽培历史和鲜明的地域特色，以其皮薄肉细、酥脆多汁、香味浓郁、耐贮藏等特点享誉国内

外市场。目前新疆全区香梨种植面积已达5.8万公顷，其规模效益和特色优势效益日益显

著，已成为新疆主要栽培和农业增效、果农增收及出口创汇的大宗果品之一。

[0003] 目前香梨的种植普遍采用两年生的杜梨砧木建园，次年或第三年在杜梨上嫁接香

梨的方式，由于杜梨实生苗的直根性及侧根再生较难，造成移栽后成活率较低、缓苗期长、

投产迟；在一些土壤环境条件较差的地区常常造成每年补苗，园相不整齐，管理费时费工等

现象，影响果园的正常生产和经济效益。因此，如何提高杜梨苗木的移栽成活率是香梨产业

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技术环节。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杜梨苗木移栽成活率低、缓苗期长、投产迟以及土壤条件要

求苛刻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提高杜梨苗木移栽成活率的方法。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提高杜梨苗木移栽成活率的方

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苗木选择：春季萌芽前选择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一年生本地产杜梨苗木，苗

高≥80cm，地径≥0.5cm；

[0007] （2）基质配制：选取园土、腐殖质和腐熟羊粪按照4.5～5.5：2.5～3.5：1.5～2.5的

比例进行充分混合制成育苗基质；

[0008] 配制上述育苗基质前，最好将园土、腐殖质和腐熟羊粪分别均匀摊开在水泥地上

曝晒8～10h，并每隔4～5h翻动一次；

[0009] 进一步的，所述腐殖质由植物残体、土壤和人粪尿按4.5～5.5：0.3～0.7：0.8～

1.2的比例混合均匀后，用水充分湿润，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进行堆沤腐熟而成，腐熟标准

为堆材达到黑、烂、臭的程度时即可使用，所述植物残体为稻草、小麦秸秆或植物落叶中的

一种或几种；

[0010] （3）苗木培育：将杜梨苗木的主根剪短至8～10cm，以促使其产生更多的须根，育苗

容器中装填1/3体积的步骤（2）中所配制的育苗基质，将杜梨苗木放入育苗容器正中央，边

加育苗基质边提苗，使苗木根系舒展，基质加满后压实；

[0011] 所述育苗容器选择直径为20～25cm，高为25～30cm的美植袋或无纺布育苗袋；

[0012] （4）摆床：在田间或育苗大棚开沟，所述沟深0.4～0.6m、宽0.5～0.7m，行距0.8～

1.2m，每条沟内放入两排步骤（3）所述的育苗容器并互相紧靠，之后将土回填使地面平齐并

保证育苗容器不露出地面，地面平齐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70～90m³/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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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5）田间管理：苗木萌芽后施速效肥2～3次，每次间隔27～33天，施用量为8～

12kg/667㎡，施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70～90m³/667㎡，此后每隔25～30天灌一

次水，灌水量为30～50m³/667㎡，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次透

水，灌水量为70～90m³/667㎡；

[0014] 苗木生长期注意控制新梢不能过旺生长，苗木过旺生长时要及时进行摘心，以促

使主干发育充实。

[0015] 进一步地，所述速效肥为尿素或磷酸二铵中的一种或两种。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施肥方式采用沟施。

[0017] （6）土地管理：当年秋季选择排水良好、地表平整的土地，定植前开沟，所述沟深

0.8～1.0m，宽0.8～1.0m，沟底施腐熟有机肥3～4m³/667㎡，之后将土回填并大水漫灌进行

压碱；

[0018] 进一步地，大水漫灌压碱时的灌水量为110～130m³/667㎡；

[0019] 进一步地，所述腐熟有机肥为经过充分腐熟的羊粪；

[0020] （7）定植：第二年春季土壤解冻后在定植沟内挖深0.4～0.6m，直径为0.4～0.6m的

小坑，将育苗容器内的杜梨苗木取出，放入小坑中央，扶正苗木，使苗木纵横成行，一边填土

一边向上提苗，使根系舒展，踏实，根茎略高于地表，栽植完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70～90m

³/667㎡，一周后再灌一次水，灌水量为30～50m³/667㎡；

[0021] （8）后期管理：定植后一个月施速效肥2～3次，每次间隔27～33天，施用量为8～12 

kg/667㎡，施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70～90m³/667㎡，此后每隔25～30天灌一次

水，灌水量为30～50m³/667㎡，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次透

水，灌水量为70～90m³/667㎡。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能培育根系结构良好、侧根系发达的杜梨苗木，苗木出圃率

高，且可远距离运输，移栽过程中根系不易损伤，苗木失水少，栽后成活率高，尤其是土壤贫

瘠的区域更加明显，是有效解决土壤立地条件差的地区造林成活率低和保存率低的关键技

术措施，该技术容易被果农掌握，田间管理方便，具有较高的实用及推广价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详细说明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1：包括以下步骤：

[0025] （1）苗木选择：春季萌芽前选择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一年生本地产杜梨苗木，苗

高80cm，地径0.5cm；

[0026] （2）基质配制：选取园土、腐殖质和腐熟羊粪分别均匀摊开在水泥地上曝晒8h，并

每隔5h翻动一次，然后按照4.5：3.5：1.5的比例进行充分混合制成育苗基质；

[0027] 所述腐殖质由植物残体、土壤和人粪尿按5.5：0.3：1.2的比例混合均匀后，用水充

分湿润，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进行堆沤腐熟而成，腐熟标准为堆材达到黑、烂、臭的程度时

即可使用，所述植物残体为稻草、小麦秸秆或植物落叶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8] （3）苗木培育：将杜梨苗木的主根剪短至8cm，以促使其产生更多的须根，选择直径

为20cm，高为30cm的美植袋或无纺布育苗袋作为育苗容器，装填1/3体积的步骤（2）中所配

制的育苗基质，将杜梨苗木放入育苗容器正中央，边加育苗基质边提苗，使苗木根系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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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加满后压实；

[0029] （4）摆床：在田间或育苗大棚开沟，所述沟深0.4m、宽0.7m，行距0.8m，每条沟内放

入两排步骤（3）所述的育苗容器并互相紧靠，之后将土回填使地面平齐并保证育苗容器不

露出地面，地面平齐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70m³/667㎡；

[0030] （5）田间管理：苗木萌芽后施尿素2次，所述施肥方式采用沟施，每次间隔27天，施

用量为8kg/667㎡，施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90m³/667㎡，此后每隔30天灌一次

水，灌水量为30m³/667㎡，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次透水，灌

水量为70m³/667㎡；

[0031] 苗木生长期注意控制新梢不能过旺生长，苗木过旺生长时要及时进行摘心，以促

使主干发育充实。

[0032] （6）土地管理：当年秋季选择排水良好、地表平整的土地，定植前开沟，所述沟深

1.0m，宽0.8m，沟底施腐熟有机肥3m³/667㎡，之后将土回填并大水漫灌进行压碱，灌水量为

110m³/667㎡；

[0033] 所述腐熟有机肥为经过充分腐熟的羊粪；

[0034] （7）定植：第二年春季土壤解冻后在定植沟内挖深0.4m，直径为0.6m的小坑，将育

苗容器内的杜梨苗木取出，放入小坑中央，扶正苗木，使苗木纵横成行，一边填土一边向上

提苗，使根系舒展，踏实，根茎略高于地表，栽植完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90m³/667㎡，一周

后再灌一次水，灌水量为50m³/667㎡；

[0035] （8）后期管理：定植后一个月施速效肥2次，每次间隔33天，施用量为8  kg/667㎡，

施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70m³/667㎡，此后每隔25天灌一次水，灌水量为30m³/

667㎡，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次透水，灌水量为90m³/667㎡。

[0036] 实施例2：包括以下步骤：

[0037] （1）苗木选择：春季萌芽前选择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一年生本地产杜梨苗木，苗

高81cm，地径0.6cm；

[0038] （2）基质配制：选取园土、腐殖质和腐熟羊粪分别均匀摊开在水泥地上曝晒8.3h，

并每隔4.9h翻动一次，然后按照4.6：3.3：2.5的比例进行充分混合制成育苗基质；

[0039] 所述腐殖质由植物残体、土壤和人粪尿按5.4：  0.7：  1.2的比例混合均匀后，用水

充分湿润，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进行堆沤腐熟而成，腐熟标准为堆材达到黑、烂、臭的程度

时即可使用，所述植物残体为稻草、小麦秸秆或植物落叶中的一种或几种；

[0040] （3）苗木培育：将杜梨苗木的主根剪短至8.5cm，以促使其产生更多的须根，选择直

径为25cm，高为29cm的美植袋或无纺布育苗袋作为育苗容器，装填1/3体积的步骤（2）中所

配制的育苗基质，将杜梨苗木放入育苗容器正中央，边加育苗基质边提苗，使苗木根系舒

展，基质加满后压实；

[0041] （4）摆床：在田间或育苗大棚开沟，所述沟深0.45m、宽0.65m，行距0.85m，每条沟内

放入两排步骤（3）所述的育苗容器并互相紧靠，之后将土回填使地面平齐并保证育苗容器

不露出地面，地面平齐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72m³/667㎡；

[0042] （5）田间管理：苗木萌芽后施尿素3次，所述施肥方式采用沟施，每次间隔33天，施

用量为8.5kg/667㎡，施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88m³/667㎡，此后每隔26天灌一

次水，灌水量为33m³/667㎡，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次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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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量为73m³/667㎡；

[0043] 苗木生长期注意控制新梢不能过旺生长，苗木过旺生长时要及时进行摘心，以促

使主干发育充实。

[0044] （6）土地管理：当年秋季选择坡度为1：300的沙壤土，定植前开沟，所述沟深0.9m，

宽0.9m，沟底施腐熟有机肥3.5m³/667㎡，之后将土回填并大水漫灌进行压碱，灌水量为

113m³/667㎡；

[0045] 所述腐熟有机肥为经过充分腐熟的羊粪；

[0046] （7）定植：第二年春季土壤解冻后在定植沟内挖深0.6m，直径为0.4m的小坑，将育

苗容器内的杜梨苗木取出，放入小坑中央，扶正苗木，使苗木纵横成行，一边填土一边向上

提苗，使根系舒展，踏实，根茎略高于地表，栽植完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88m³/667㎡，一周

后再灌一次水，灌水量为47m³/667㎡；

[0047] （8）后期管理：定植后一个月施速效肥3次，每次间隔27天，施用量为9kg/667㎡，施

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72m³/667㎡，此后每隔26天灌一次水，灌水量为33m³/667

㎡，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次透水，灌水量为87m³/667㎡。

[0048] 实施例3：包括以下步骤：

[0049] （1）苗木选择：春季萌芽前选择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一年生本地产杜梨苗木，苗

高90cm，地径0.7cm；

[0050] （2）基质配制：选取园土、腐殖质和腐熟羊粪分别均匀摊开在水泥地上曝晒8.6h，

并每隔4.8h翻动一次，然后按照4.7：3.2：1.8的比例进行充分混合制成育苗基质；

[0051] 所述腐殖质由植物残体、土壤和人粪尿按5.3：0.3：1.2的比例混合均匀后，用水充

分湿润，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进行堆沤腐熟而成，腐熟标准为堆材达到黑、烂、臭的程度时

即可使用，所述植物残体为稻草、小麦秸秆或植物落叶中的一种或几种；

[0052] （3）苗木培育：将杜梨苗木的主根剪短至9cm，以促使其产生更多的须根，选择直径

为24cm，高为28cm的美植袋或无纺布育苗袋作为育苗容器，装填1/3体积的步骤（2）中所配

制的育苗基质，将杜梨苗木放入育苗容器正中央，边加育苗基质边提苗，使苗木根系舒展，

基质加满后压实；

[0053] （4）摆床：在田间或育苗大棚开沟，所述沟深0.5m、宽0.6m，行距0.9m，每条沟内放

入两排步骤（3）所述的育苗容器并互相紧靠，之后将土回填使地面平齐并保证育苗容器不

露出地面，地面平齐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74m³/667㎡；

[0054] （5）田间管理：苗木萌芽后施尿素2次，所述施肥方式采用沟施，每次间隔28天，施

用量为9kg/667㎡，施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86m³/667㎡，此后每隔29天灌一次

水，灌水量为36m³/667㎡，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次透水，灌

水量为76m³/667㎡；

[0055] 苗木生长期注意控制新梢不能过旺生长，苗木过旺生长时要及时进行摘心，以促

使主干发育充实。

[0056] （6）土地管理：当年秋季选择排水良好、地表平整的土地，定植前开沟，所述沟深

0.8m，宽1.0m，沟底施腐熟有机肥3.4m³/667㎡，之后将土回填并大水漫灌进行压碱，灌水量

为115m³/667㎡；

[0057] 所述腐熟有机肥为经过充分腐熟的羊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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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7）定植：第二年春季土壤解冻后在定植沟内挖深0.5m，直径为0.5m的小坑，将育

苗容器内的杜梨苗木取出，放入小坑中央，扶正苗木，使苗木纵横成行，一边填土一边向上

提苗，使根系舒展，踏实，根茎略高于地表，栽植完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86m³/667㎡，一周

后再灌一次水，灌水量为44m³/667㎡；

[0059] （8）后期管理：定植后一个月施速效肥2次，每次间隔28天，施用量为10kg/667㎡，

施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74m³/667㎡，此后每隔28天灌一次水，灌水量为35m³/

667㎡，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次透水，灌水量为85m³/667㎡。

[0060] 实施例4：包括以下步骤：

[0061] （1）苗木选择：春季萌芽前选择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一年生本地产杜梨苗木，苗

高89cm，地径1.5cm；

[0062] （2）基质配制：选取园土、腐殖质和腐熟羊粪分别均匀摊开在水泥地上曝晒8.8h，

并每隔4.7h翻动一次，然后按照4.8：3.1：1.9的比例进行充分混合制成育苗基质；

[0063] 所述腐殖质由植物残体、土壤和人粪尿按5.2：  0.7：0.8的比例混合均匀后，用水

充分湿润，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进行堆沤腐熟而成，腐熟标准为堆材达到黑、烂、臭的程度

时即可使用，所述植物残体为稻草、小麦秸秆或植物落叶中的一种或几种；

[0064] （3）苗木培育：将杜梨苗木的主根剪短至9.5cm，以促使其产生更多的须根，选择直

径为21cm，高为27cm的美植袋或无纺布育苗袋作为育苗容器，装填1/3体积的步骤（2）中所

配制的育苗基质，将杜梨苗木放入育苗容器正中央，边加育苗基质边提苗，使苗木根系舒

展，基质加满后压实；

[0065] （4）摆床：在田间或育苗大棚开沟，所述沟深0.6m、宽0.55m，行距0.95m，每条沟内

放入两排步骤（3）所述的育苗容器并互相紧靠，之后将土回填使地面平齐并保证育苗容器

不露出地面，地面平齐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76m³/667㎡；

[0066] （5）田间管理：苗木萌芽后施磷酸二铵2次，所述施肥方式采用沟施，每次间隔29

天，施用量为9.5kg/667㎡，施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84m³/667㎡，此后每隔38天

灌一次水，灌水量为39m³/667㎡，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次透

水，灌水量为78m³/667㎡；

[0067] 苗木生长期注意控制新梢不能过旺生长，苗木过旺生长时要及时进行摘心，以促

使主干发育充实。

[0068] （6）土地管理：当年秋季选择林下腐叶土且土地的坡度为1：100，定植前开沟，所述

沟深0.85m，宽0.85m，沟底施腐熟有机肥3.3m³/667㎡，之后将土回填并大水漫灌进行压碱，

灌水量为118m³/667㎡；

[0069] 所述腐熟有机肥为经过充分腐熟的羊粪；

[0070] （7）定植：第二年春季土壤解冻后在定植沟内挖深0.5m，直径为0.6m的小坑，将育

苗容器内的杜梨苗木取出，放入小坑中央，扶正苗木，使苗木纵横成行，一边填土一边向上

提苗，使根系舒展，踏实，根茎略高于地表，栽植完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84m³/667㎡，一周

后再灌一次水，灌水量为42m³/667㎡；

[0071] （8）后期管理：定植后一个月施速效肥3次，每次间隔29天，施用量为11kg/667㎡，

施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76m³/667㎡，此后每隔26天灌一次水，灌水量为37m³/

667㎡，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次透水，灌水量为83m³/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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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实施例5：包括以下步骤：

[0073] （1）苗木选择：春季萌芽前选择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一年生本地产杜梨苗木，苗

高88cm，地径0.7cm；

[0074] （2）基质配制：选取园土、腐殖质和腐熟羊粪分别均匀摊开在水泥地上曝晒9h，并

每隔4.6h翻动一次，然后按照4.9：3：2.4的比例进行充分混合制成育苗基质；

[0075] 所述腐殖质由植物残体、土壤和人粪尿按5.1：  0.7：0.8的比例混合均匀后，用水

充分湿润，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进行堆沤腐熟而成，腐熟标准为堆材达到黑、烂、臭的程度

时即可使用，所述植物残体为稻草、小麦秸秆或植物落叶中的一种或几种；

[0076] （3）苗木培育：将杜梨苗木的主根剪短至10cm，以促使其产生更多的须根，选择直

径为22cm，高为26cm的美植袋或无纺布育苗袋作为育苗容器，装填1/3体积的步骤（2）中所

配制的育苗基质，将杜梨苗木放入育苗容器正中央，边加育苗基质边提苗，使苗木根系舒

展，基质加满后压实；

[0077] （4）摆床：在田间或育苗大棚开沟，所述沟深0.6m、宽0.5m，行距1m，每条沟内放入

两排步骤（3）所述的育苗容器并互相紧靠，之后将土回填使地面平齐并保证育苗容器不露

出地面，地面平齐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80m³/667㎡；

[0078] （5）田间管理：苗木萌芽后施磷酸二铵3次，所述施肥方式采用沟施，每次间隔31

天，施用量为10kg/667㎡，施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82m³/667㎡，此后每隔27天

灌一次水，灌水量为42m³/667㎡，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次透

水，灌水量为80m³/667㎡；

[0079] 苗木生长期注意控制新梢不能过旺生长，苗木过旺生长时要及时进行摘心，以促

使主干发育充实。

[0080] （6）土地管理：当年秋季选择排水良好、地表平整的土地，定植前开沟，所述沟深

0.95m，宽0.95m，沟底施腐熟有机肥3.2m³/667㎡，之后将土回填并大水漫灌进行压碱，灌水

量为120m³/667㎡；

[0081] 所述腐熟有机肥为经过充分腐熟的羊粪；

[0082] （7）定植：第二年春季土壤解冻后在定植沟内挖深0.6m，直径为0.4m的小坑，将育

苗容器内的杜梨苗木取出，放入小坑中央，扶正苗木，使苗木纵横成行，一边填土一边向上

提苗，使根系舒展，踏实，根茎略高于地表，栽植完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82m³/667㎡，一周

后再灌一次水，灌水量为40m³/667㎡；

[0083] （8）后期管理：定植后一个月施速效肥2次，每次间隔30天，施用量为11kg/667㎡，

施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78m³/667㎡，此后每隔25天灌一次水，灌水量为39m³/

667㎡，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次透水，灌水量为80m³/667㎡。

[0084] 实施例6：包括以下步骤：

[0085] （1）苗木选择：春季萌芽前选择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一年生本地产杜梨苗木，苗

高85cm，地径1.0cm；

[0086] （2）基质配制：选取园土、腐殖质和腐熟羊粪分别均匀摊开在水泥地上曝晒9.2h，

并每隔4.5h翻动一次，然后按照5：2.9：2.2的比例进行充分混合制成育苗基质；

[0087] 所述腐殖质由植物残体、土壤和人粪尿按5：0.6：0.9的比例混合均匀后，用水充分

湿润，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进行堆沤腐熟而成，腐熟标准为堆材达到黑、烂、臭的程度时即

说　明　书 6/10 页

8

CN 107047215 B

8



可使用，所述植物残体为稻草、小麦秸秆或植物落叶中的一种或几种；

[0088] （3）苗木培育：将杜梨苗木的主根剪短至10cm，以促使其产生更多的须根，选择直

径为20cm，高为25cm的美植袋或无纺布育苗袋作为育苗容器，装填1/3体积的步骤（2）中所

配制的育苗基质，将杜梨苗木放入育苗容器正中央，边加育苗基质边提苗，使苗木根系舒

展，基质加满后压实；

[0089] （4）摆床：在田间或育苗大棚开沟，所述沟深0.4m、宽0.7m，行距1.05m，每条沟内放

入两排步骤（3）所述的育苗容器并互相紧靠，之后将土回填使地面平齐并保证育苗容器不

露出地面，地面平齐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82m³/667㎡；

[0090] （5）田间管理：苗木萌芽后施磷酸二铵2次，所述施肥方式采用沟施，每次间隔30

天，施用量为10.5kg/667㎡，施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80m³/667㎡，此后每隔25

天灌一次水，灌水量为45m³/667㎡，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次

透水，灌水量为82m³/667㎡；

[0091] 苗木生长期注意控制新梢不能过旺生长，苗木过旺生长时要及时进行摘心，以促

使主干发育充实。

[0092] （6）土地管理：当年秋季，选择坡度≤1：50的园土地，定植前开沟，所述沟深0.8m，

宽1.0m，沟底施腐熟有机肥3.1m³/667㎡，之后将土回填并大水漫灌进行压碱，灌水量为

122m³/667㎡；

[0093] 所述腐熟有机肥为经过充分腐熟的羊粪；

[0094] （7）定植：第二年春季土壤解冻后在定植沟内挖深0.6m，直径为0.5m的小坑，将育

苗容器内的杜梨苗木取出，放入小坑中央，扶正苗木，使苗木纵横成行，一边填土一边向上

提苗，使根系舒展，踏实，根茎略高于地表，栽植完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80m³/667㎡，一周

后再灌一次水，灌水量为38m³/667㎡；

[0095] （8）后期管理：定植后一个月施速效肥3次，每次间隔31天，施用量为12kg/667㎡，

施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81m³/667㎡，此后每隔27天灌一次水，灌水量为41m³/

667㎡，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次透水，灌水量为78m³/667㎡。

[0096] 实施例7：包括以下步骤：

[0097] （1）苗木选择：春季萌芽前选择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一年生本地产杜梨苗木，苗

高83cm，地径1.2cm；

[0098] （2）基质配制：选取园土、腐殖质和腐熟羊粪分别均匀摊开在水泥地上曝晒9.4h，

并每隔4.4h翻动一次，然后按照5.1：2.8：2.1的比例进行充分混合制成育苗基质；

[0099] 所述腐殖质由植物残体、土壤和人粪尿按4.9：0.5：1的比例混合均匀后，用水充分

湿润，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进行堆沤腐熟而成，腐熟标准为堆材达到黑、烂、臭的程度时即

可使用，所述植物残体为稻草、小麦秸秆或植物落叶中的一种或几种；

[0100] （3）苗木培育：将杜梨苗木的主根剪短至9.5cm，以促使其产生更多的须根，选择直

径为25cm，高为25.5cm的美植袋或无纺布育苗袋作为育苗容器，装填1/3体积的步骤（2）中

所配制的育苗基质，将杜梨苗木放入育苗容器正中央，边加育苗基质边提苗，使苗木根系舒

展，基质加满后压实；

[0101] （4）摆床：在田间或育苗大棚开沟，所述沟深0.5m、宽0.65m，行距1.1m，每条沟内放

入两排步骤（3）所述的育苗容器并互相紧靠，之后将土回填使地面平齐并保证育苗容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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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地面，地面平齐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84m³/667㎡；

[0102] （5）田间管理：苗木萌芽后施磷酸二铵3次，所述施肥方式采用沟施，每次间隔32

天，施用量为11kg/667㎡，施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78m³/667㎡，此后每隔29天

灌一次水，灌水量为48m³/667㎡，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次透

水，灌水量为84m³/667㎡；

[0103] 苗木生长期注意控制新梢不能过旺生长，苗木过旺生长时要及时进行摘心，以促

使主干发育充实。

[0104] （6）土地管理：当年秋季选择排水良好、地表平整的土地，定植前开沟，所述沟深

0.85m，宽0.95m，沟底施腐熟有机肥3.9m³/667㎡，之后将土回填并大水漫灌进行压碱，灌水

量为124m³/667㎡；

[0105] 所述腐熟有机肥为经过充分腐熟的羊粪；

[0106] （7）定植：第二年春季土壤解冻后在定植沟内挖深0.5m，直径为0.4m的小坑，将育

苗容器内的杜梨苗木取出，放入小坑中央，扶正苗木，使苗木纵横成行，一边填土一边向上

提苗，使根系舒展，踏实，根茎略高于地表，栽植完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78m³/667㎡，一周

后再灌一次水，灌水量为36m³/667㎡；

[0107] （8）后期管理：定植后一个月施速效肥2次，每次间隔32天，施用量为12kg/667㎡，

施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83m³/667㎡，此后每隔25天灌一次水，灌水量为43m³/

667㎡，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次透水，灌水量为76m³/667㎡。

[0108] 实施例8：包括以下步骤：

[0109] （1）苗木选择：春季萌芽前选择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一年生本地产杜梨苗木，苗

高100cm，地径1.4cm；

[0110] （2）基质配制：选取园土、腐殖质和腐熟羊粪分别均匀摊开在水泥地上曝晒9.6h，

并每隔4.3h翻动一次，然后按照5.2：2.7：2的比例进行充分混合制成育苗基质；

[0111] 所述腐殖质由植物残体、土壤和人粪尿按4.8：0.4：1.1的比例混合均匀后，用水充

分湿润，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进行堆沤腐熟而成，腐熟标准为堆材达到黑、烂、臭的程度时

即可使用，所述植物残体为稻草、小麦秸秆或植物落叶中的一种或几种；

[0112] （3）苗木培育：将杜梨苗木的主根剪短至9cm，以促使其产生更多的须根，选择直径

为24cm，高为26.5cm的美植袋或无纺布育苗袋作为育苗容器，装填1/3体积的步骤（2）中所

配制的育苗基质，将杜梨苗木放入育苗容器正中央，边加育苗基质边提苗，使苗木根系舒

展，基质加满后压实；

[0113] （4）摆床：在田间或育苗大棚开沟，所述沟深0.45m、宽0.6m，行距1.15m，每条沟内

放入两排步骤（3）所述的育苗容器并互相紧靠，之后将土回填使地面平齐并保证育苗容器

不露出地面，地面平齐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86m³/667㎡；

[0114] （5）田间管理：苗木萌芽后施尿素3次，所述施肥方式采用沟施，每次间隔33天，施

用量为11.5kg/667㎡，施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76m³/667㎡，此后每隔27天灌一

次水，灌水量为50m³/667㎡，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次透水，

灌水量为86m³/667㎡；

[0115] 苗木生长期注意控制新梢不能过旺生长，苗木过旺生长时要及时进行摘心，以促

使主干发育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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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6] （6）土地管理：当年秋季选择排水良好、地表平整的土地，定植前开沟，所述沟深

1.0m，宽0.85m，沟底施腐熟有机肥3.6m³/667㎡，之后将土回填并大水漫灌进行压碱，灌水

量为126m³/667㎡；

[0117] 所述腐熟有机肥为经过充分腐熟的羊粪；

[0118] （7）定植：第二年春季土壤解冻后在定植沟内挖深0.6m，直径为0.5m的小坑，将育

苗容器内的杜梨苗木取出，放入小坑中央，扶正苗木，使苗木纵横成行，一边填土一边向上

提苗，使根系舒展，踏实，根茎略高于地表，栽植完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76m³/667㎡，一周

后再灌一次水，灌水量为34m³/667㎡；

[0119] （8）后期管理：定植后一个月施速效肥3次，每次间隔33天，施用量为8kg/667㎡，施

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85m³/667㎡，此后每隔28天灌一次水，灌水量为45m³/667

㎡，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次透水，灌水量为74m³/667㎡。

[0120] 实施例9：包括以下步骤：

[0121] （1）苗木选择：春季萌芽前选择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一年生本地产杜梨苗木，苗

高105cm，地径2.0cm；

[0122] （2）基质配制：选取园土、腐殖质和腐熟羊粪分别均匀摊开在水泥地上曝晒9.8h，

并每隔4.2h翻动一次，然后按照5.3：2.6：1.6的比例进行充分混合制成育苗基质；

[0123] 所述腐殖质由植物残体、土壤和人粪尿按4.7：0.7：1.2的比例混合均匀后，用水充

分湿润，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进行堆沤腐熟而成，腐熟标准为堆材达到黑、烂、臭的程度时

即可使用，所述植物残体为稻草、小麦秸秆或植物落叶中的一种或几种；

[0124] （3）苗木培育：将杜梨苗木的主根剪短至8.5cm，以促使其产生更多的须根，选择直

径为23cm，高为27.5cm的美植袋或无纺布育苗袋作为育苗容器，装填1/3体积的步骤（2）中

所配制的育苗基质，将杜梨苗木放入育苗容器正中央，边加育苗基质边提苗，使苗木根系舒

展，基质加满后压实；

[0125] （4）摆床：在田间或育苗大棚开沟，所述沟深0.55m、宽0.55m，行距1.2m，每条沟内

放入两排步骤（3）所述的育苗容器并互相紧靠，之后将土回填使地面平齐并保证育苗容器

不露出地面，地面平齐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88m³/667㎡；

[0126] （5）田间管理：苗木萌芽后施尿素和磷酸二铵2次，所述施肥方式采用沟施，每次间

隔27天，施用量为12kg/667㎡，施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73m³/667㎡，此后每隔

26天灌一次水，灌水量为36m³/667㎡，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

次透水，灌水量为88m³/667㎡；

[0127] 苗木生长期注意控制新梢不能过旺生长，苗木过旺生长时要及时进行摘心，以促

使主干发育充实。

[0128] （6）土地管理：当年秋季选择排水良好、地表坡度≤1：100的土地，定植前开沟，所

述沟深0.95m，宽0.8m，沟底施腐熟有机肥4m³/667㎡，之后将土回填并大水漫灌进行压碱，

灌水量为128m³/667㎡；

[0129] 所述腐熟有机肥为经过充分腐熟的羊粪；

[0130] （7）定植：第二年春季土壤解冻后在定植沟内挖深0.4m，直径为0.4m的小坑，将育

苗容器内的杜梨苗木取出，放入小坑中央，扶正苗木，使苗木纵横成行，一边填土一边向上

提苗，使根系舒展，踏实，根茎略高于地表，栽植完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73m³/667㎡，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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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灌一次水，灌水量为32m³/667㎡；

[0131] （8）后期管理：定植后一个月施速效肥2次，每次间隔28天，施用量为9kg/667㎡，施

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87m³/667㎡，此后每隔29天灌一次水，灌水量为47m³/667

㎡，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次透水，灌水量为72m³/667㎡。

[0132] 实施例10：包括以下步骤：

[0133] （1）苗木选择：春季萌芽前选择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一年生本地产杜梨苗木，苗

高95cm，地径1.8cm；

[0134] （2）基质配制：选取园土、腐殖质和腐熟羊粪分别均匀摊开在水泥地上曝晒10h，并

每隔4h翻动一次，然后按照5.5：2.5：1.8的比例进行充分混合制成育苗基质；

[0135] 所述腐殖质由植物残体、土壤和人粪尿按4.5：0.3：0.8的比例混合均匀后，用水充

分湿润，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进行堆沤腐熟而成，腐熟标准为堆材达到黑、烂、臭的程度时

即可使用，所述植物残体为稻草、小麦秸秆或植物落叶中的一种或几种；

[0136] （3）苗木培育：将杜梨苗木的主根剪短至8cm，以促使其产生更多的须根，选择直径

为22cm，高为28.5cm的美植袋或无纺布育苗袋作为育苗容器，装填1/3体积的步骤（2）中所

配制的育苗基质，将杜梨苗木放入育苗容器正中央，边加育苗基质边提苗，使苗木根系舒

展，基质加满后压实；

[0137] （4）摆床：在田间或育苗大棚开沟，所述沟深0.4m、宽0.5m，行距1.2m，每条沟内放

入两排步骤（3）所述的育苗容器并互相紧靠，之后将土回填使地面平齐并保证育苗容器不

露出地面，地面平齐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90m³/667㎡；

[0138] （5）田间管理：苗木萌芽后施尿素和磷酸二铵3次，所述施肥方式采用沟施，每次间

隔30天，施用量为8kg/667㎡，施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70m³/667㎡，此后每隔30

天灌一次水，灌水量为30m³/667㎡，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次

透水，灌水量为90m³/667㎡；

[0139] 苗木生长期注意控制新梢不能过旺生长，苗木过旺生长时要及时进行摘心，以促

使主干发育充实。

[0140] （6）土地管理：当年秋季选择排水良好、地表坡度≤1：300的土地，定植前开沟，所

述沟深1.0m，宽0.9m，沟底施腐熟有机肥3.8m³/667㎡，之后将土回填并大水漫灌进行压碱，

灌水量为130m³/667㎡；

[0141] 所述腐熟有机肥为经过充分腐熟的羊粪；

[0142] （7）定植：第二年春季土壤解冻后在定植沟内挖深0.6m，直径为0.6m的小坑，将育

苗容器内的杜梨苗木取出，放入小坑中央，扶正苗木，使苗木纵横成行，一边填土一边向上

提苗，使根系舒展，踏实，根茎略高于地表，栽植完后立即灌水，灌水量为70m³/667㎡，一周

后再灌一次水，灌水量为30m³/667㎡；

[0143] （8）后期管理：定植后一个月施速效肥3次，每次间隔27天，施用量为10kg/667㎡，

施肥结束后立即进行灌水，灌水量为90m³/667㎡，此后每隔30天灌一次水，灌水量为50m³/

667㎡，每次灌水后一周进行浅耕除草，土壤封冻前灌最后一次透水，灌水量为70m³/667㎡。

[0144]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化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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