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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杏树种植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选地建设果园，选地建设果园包括以下步

骤：园地选择，选择土壤层深厚、土质疏松、多孔

背风向阳的阳坡半阳坡或开阔的平坦土地，避免

在阴坡、通风坡和冷空气容易下沉的山谷里种植

杏树；整地施肥，确定好种植地后，对种植地进行

深翻整地，熟化土壤，然后开挖定植穴，定植穴面

积1m2，定植穴开挖完毕后。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杏

树种植方法，首先，能够更好的保证杏树果实的

大小，颜色香艳，含糖量增加，同时可拉长疏花疏

果时间，解决工作集中，人手不够的问题，其次，

能够提高果园土地面积覆盖率，增加经济收入，

最后，能够提高土壤蓄水保墒能力，增加土壤肥

效，带来更好的使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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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杏树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选地建设果园；

(2)、科学栽培；

(3)、做好水肥管理；

(4)、定期修剪；

(5)、病虫害防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杏树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选地建设果园

包括以下步骤：

(1.1)、园地选择，选择土壤层深厚、土质疏松、多孔背风向阳的阳坡半阳坡或开阔的平

坦土地，避免在阴坡、通风坡和冷空气容易下沉的山谷里种植杏树；

(1.2)、整地施肥，确定好种植地后，对种植地进行深翻整地，熟化土壤，然后开挖定植

穴，定植穴面积1m2，定植穴开挖完毕后，回填土厚度0.5-0.6m，回填土是由植物秸秆粗肥和

熟化的土壤组成，其中植物结杆厚度在18-22cm，粗肥厚度在18-22cm，熟化的土壤在8-

12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杏树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科学栽培包括

以下步骤：

(2 .1)、苗木选择，要选择品种纯正的杏树苗木，保证根系有4-5条侧根，主根长度在

20cm以上，苗笔直，苗木直径在0.8-1.0cm之间，高度在1m以上，定干要保证有5-6个饱满的

侧芽，在定植前将苗木浸泡在清水中24h，然后蘸取每升50mg浓度的生根粉，在春季进行定

植；

(2.2)、杏树定植，在平原地区和川地采用长方形定植，以南北成行，列距在3m，行距维

持在4-5m之间，杏树如果在山坡地定植，要采用等高线栽植模式，行株距维持在4m×3m，等

到定植穴的回填土下沉之后就可以定植了，定植前向定植穴内回填一定量熟化土壤，然后

将苗木摆放在定植穴中央，梳理苗木根系，确保苗木根系不打结不弯曲，然后回填熟化的土

壤，回填到定植穴2/3处时，轻轻提一下树苗，保证土壤和根系充分接触，然后回填剩余土

壤，用脚踏实，立即灌水，覆膜保墒；

(2 .3)、定植后管理，春季定植的杏树除去防寒土后，立即定干，定干高度维持在60-

80cm，在定干时剪口落在饱满侧芽上方1cm以上位置，春季定干后要立即覆膜，覆膜大小为

0.8-1.2m2，定植后检查杏树的成活率，对于未成活的杏树，或者缺棵较多的区域，可以使用

两年生的假植苗及时补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杏树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做好水肥管理

包括以下步骤：

(3.1)、改良土壤，每年要定期对杏园土壤进行返工处理，改良土壤，促进土壤熟化，在

每年果实采收后，秋季结合施入基肥，进行土壤改良，深翻深度控制在30-40cm，将表层熟化

土壤翻耕到底部，将底部未熟化土壤翻耕到上层，结合土壤改良，保证土壤疏松多孔，在树

盘上覆草，覆草厚度在18-22cm，在行间可以间作豆类、薯类等浅根性农作物；

(3.2)、施肥管理，杏树施肥主要以基肥、追肥和叶面施肥主，基肥要坚持以有机肥为

主，化肥为辅，在秋季果实采收后施入基肥，幼年杏树每株施入有机肥20kg，初果期杏树每

株施入有机肥50kg，进入盛果期之后，每株施入有机肥100kg，采用环状施肥方法施入，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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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在30-50cm，追肥在杏树生长旺盛期进行，在杏树花前、花后、硬核期及时进行追肥，幼

龄树每株施入氮磷复合肥0.8-1.2kg，盛果期杏树每株施入氮磷复合肥2kg，第三次施肥以

磷肥和钾肥为主，杏树生长到中后期，结合叶子生长情况，及时喷施叶面肥，叶面肥以0.3％

的尿素溶液、200倍液的磷酸钙溶液，0.1％的磷酸二氢钾溶液为主，叶面肥在清晨和傍傍晚

施入；

(3.3)、水分管理，每年杏树需要进行3-4次的灌溉，分别在杏树萌芽期，果实采收期和

土壤结冻期进行，灌溉时，要结合田间土壤墒情，确定灌溉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杏树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定期修剪包括

以下步骤：

(4.1)、幼年杏树修剪，杏树在幼年时期进行简单修剪同时这个时期要拉枝缓放，多培

养中小型结果枝组；

(4.2)、盛果期杏树修剪，对生长3-4年的结果枝逐渐短截更新，对连续多年结果的长枝

要及时回缩，恢复结果枝的生长能力，短结长结果枝，中短结果枝组要适当短截；

(4.3)、衰老树修剪，适当可以重度修剪，小结果枝要多短截少缓放，要充分利用好生长

枝、竞争枝和徒长枝更新树势，疏花疏果处理，同时养殖蜜蜂，通过蜜蜂进行传粉，控制花期

温度为6～16℃。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杏树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病虫害防治，选

择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确保用药安全，规范用药操作。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杏树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3)疏花疏果处

理，疏花蕾，在花芽膨大后进行，开花时结束，只保留两侧向下或向上的花蕾，其他全部抹

除，基部不保留花蕾；疏花，疏花从初花期开始，一直到落花期都可以进行，保留两侧的花，

其余的全部疏除，中果枝和短果枝要多疏，长果枝少疏，徒长性果枝可以不疏；疏幼果，疏幼

果在果实进入硬核期，坐果稳定，能分清大小果实时进行，保留没有病虫危害、中等大、颜色

浓绿的果实，保留结果枝叶片多的中部或者中间靠前部的果实，留果量根据果实大小灵活

掌握，长果枝保留2～5个，中果枝留1～3个，短果枝留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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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杏树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杏树种植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杏树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杏树为乔木，高5-12米；叶片呈宽卵形或圆卵形，长5-9厘米，宽4-8厘米，先端急尖

至短渐尖，基部圆形至近心形，叶边有圆钝锯齿，两面无毛或下面脉腋间具柔毛，叶柄长2-

3.5厘米，无毛，基部常具1-6腺体；

[0003] 现有杏树种植在使用时存在一定的弊端，(1)、现有的杏树种植一味追求产量，或

时或是因为缺少劳动力，不进行疏花疏果管理，造成果实个头小、颜色差、糖度低，最终导致

品质差卖不出去，影响经济效益；(2)、杏树是深根类作物，根系向纵深方向生长，但是分生

能力较差，长时间容易影响杏树的生长速度；(3)、现有的杏树种植园的土地利用率不足，同

时生物种类较少，影响杏园的生态平衡，导致土壤肥力不足；(4)、花期通过人工授粉，工作

量较大，同时不能进行及时的授粉，而且，绝大多数的杏树国产品中几乎都自花不育，为此，

我们提出一种杏树种植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杏树种植方法，可以有效解决背景技术中的问

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杏树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选地建设果园；

[0008] (2)、科学栽培；

[0009] (3)、做好水肥管理；

[0010] (4)、定期修剪；

[0011] (5)、病虫害防治。

[0012] 优选的，所述步骤(1)选地建设果园包括以下步骤：

[0013] (1.1)、园地选择，选择土壤层深厚、土质疏松、多孔背风向阳的阳坡半阳坡或开阔

的平坦土地，避免在阴坡、通风坡和冷空气容易下沉的山谷里种植杏树；

[0014] (1 .2)、整地施肥，确定好种植地后，对种植地进行深翻整地，熟化土壤，然后开挖

定植穴，定植穴面积1m2，定植穴开挖完毕后，回填土厚度  0.5-0.6m，回填土是由植物秸秆

粗肥和熟化的土壤组成，其中植物结杆厚度在18-22cm，粗肥厚度在18-22cm，熟化的土壤在

8-12cm。

[0015] 优选的，所述步骤(2)科学栽培包括以下步骤：

[0016] (2.1)、苗木选择，要选择品种纯正的杏树苗木，保证根系有4-5条侧根，主根长度

在20cm以上，苗笔直，苗木直径在0.8-1.0cm之间，高度在1m 以上，定干要保证有5-6个饱满

的侧芽，在定植前将苗木浸泡在清水中24h，然后蘸取每升50mg浓度的生根粉，在春季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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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植；

[0017] (2.2)、杏树定植，在平原地区和川地采用长方形定植，以南北成行，列距在3m，行

距维持在4-5m之间，杏树如果在山坡地定植，要采用等高线栽植模式，行株距维持在4m×

3m，等到定植穴的回填土下沉之后就可以定植了，定植前向定植穴内回填一定量熟化土壤，

然后将苗木摆放在定植穴中央，梳理苗木根系，确保苗木根系不打结不弯曲，然后回填熟化

的土壤，回填到定植穴2/3处时，轻轻提一下树苗，保证土壤和根系充分接触，然后回填剩余

土壤，用脚踏实，立即灌水，覆膜保墒；

[0018] (2 .3)、定植后管理，春季定植的杏树除去防寒土后，立即定干，定干高度维持在

60-80cm，在定干时剪口落在饱满侧芽上方1cm以上位置，春季定干后要立即覆膜，覆膜大小

为0.8-1.2m2，定植后检查杏树的成活率，对于未成活的杏树，或者缺棵较多的区域，可以使

用两年生的假植苗及时补种。

[0019] 优选的，所述步骤(3)做好水肥管理包括以下步骤：

[0020] (3 .1)、改良土壤，每年要定期对杏园土壤进行返工处理，改良土壤，促进土壤熟

化，在每年果实采收后，秋季结合施入基肥，进行土壤改良，深翻深度控制在30-40cm，将表

层熟化土壤翻耕到底部，将底部未熟化土壤翻耕到上层，结合土壤改良，保证土壤疏松多

孔，在树盘上覆草，覆草厚度在  18-22cm，在行间可以间作豆类、薯类等浅根性农作物；

[0021] (3.2)、施肥管理，杏树施肥主要以基肥、追肥和叶面施肥主，基肥要坚持以有机肥

为主，化肥为辅，在秋季果实采收后施入基肥，幼年杏树每株施入有机肥20kg，初果期杏树

每株施入有机肥50kg，进入盛果期之后，每株施入有机肥100kg，采用环状施肥方法施入，深

度控制在30-50cm，追肥在杏树生长旺盛期进行，在杏树花前、花后、硬核期及时进行追肥，

幼龄树每株施入氮磷复合肥0.8-1.2kg，盛果期杏树每株施入氮磷复合肥2kg，第三次施肥

以磷肥和钾肥为主，杏树生长到中后期，结合叶子生长情况，及时喷施叶面肥，叶面肥以

0.3％的尿素溶液、200倍液的磷酸钙溶液，0.1％的磷酸二氢钾溶液为主，叶面肥在清晨和

傍傍晚施入；

[0022] (3.3)、水分管理，每年杏树需要进行3-4次的灌溉，分别在杏树萌芽期，果实采收

期和土壤结冻期进行，灌溉时，要结合田间土壤墒情，确定灌溉量。

[0023] 优选的，所述步骤(4)定期修剪包括以下步骤：

[0024] (4.1)、幼年杏树修剪，杏树在幼年时期进行简单修剪同时这个时期要拉枝缓放，

多培养中小型结果枝组；

[0025] (4.2)、盛果期杏树修剪，对生长3-4年的结果枝逐渐短截更新，对连续多年结果的

长枝要及时回缩，恢复结果枝的生长能力，短结长结果枝，中短结果枝组要适当短截；

[0026] (4.3)、衰老树修剪，适当可以重度修剪，小结果枝要多短截少缓放，要充分利用好

生长枝、竞争枝和徒长枝更新树势，疏花疏果处理，同时养殖蜜蜂，通过蜜蜂进行传粉，控制

花期温度为6～16℃。

[0027] 优选的，所述步骤(5)病虫害防治，选择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确保用药安全，规

范用药操作。

[0028] 优选的，所述步骤(4.3)疏花疏果处理，疏花蕾，在花芽膨大后进行，开花时结束，

只保留两侧向下或向上的花蕾，其他全部抹除，基部不保留花蕾；疏花，疏花从初花期开始，

一直到落花期都可以进行，保留两侧的花，其余的全部疏除，中果枝和短果枝要多疏，长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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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少疏，徒长性果枝可以不疏；疏幼果，疏幼果在果实进入硬核期，坐果稳定，能分清大小果

实时进行，保留没有病虫危害、中等大、颜色浓绿的果实，保留结果枝叶片多的中部或者中

间靠前部的果实，留果量根据果实大小灵活掌握，长果枝保留2～5个，中果枝留1～3个，短

果枝留1个。

[002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30] 1、通过对杏树进行疏花疏果处理，能够更好的保证杏树果实的大小，颜色香艳，含

糖量增加，同时可拉长疏花疏果时间，解决工作集中，人手不够的问题；

[0031] 2、在行间可以间作豆类、薯类等浅根性农作物，既不会影响杏树的生长，同时能够

提高果园土地面积覆盖率，增加经济收入；

[0032] 3、通过改良土壤，促进土壤熟化，可以更好的提高杏树的生长速度，在树盘上覆

草，覆草厚度在18-22cm，这样能够提高土壤蓄水保墒能力，增加土壤肥效；

[0033] 4、利用蜜蜂对杏园内部的杏树进行异花授粉可高杂交优势，经济省时简单有效，

花期时的温度范围作了界定，应在6～16℃范围内，不要超过18℃，这样不但蜜蜂的传粉效

果好，而且符合杏的生物学特征。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本发明一种杏树种植方法制作整体结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36] 实施例1

[0037] 如图1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0038] (1)、选地建设果园，选地建设果园包括以下步骤：

[0039] (1.1)、园地选择，选择土壤层深厚、土质疏松、多孔背风向阳的阳坡半阳坡或开阔

的平坦土地，避免在阴坡、通风坡和冷空气容易下沉的山谷里种植杏树；

[0040] (1 .2)、整地施肥，确定好种植地后，对种植地进行深翻整地，熟化土壤，然后开挖

定植穴，定植穴面积1m2，定植穴开挖完毕后，回填土厚度0.5m，回填土是由植物秸秆粗肥和

熟化的土壤组成，其中植物结杆厚度在20cm，粗肥厚度在20cm，熟化的土壤在10cm；

[0041] (2)、科学栽培，科学栽培包括以下步骤：

[0042] (2.1)、苗木选择，要选择品种纯正的杏树苗木，保证根系有4-5条侧根，主根长度

在20cm以上，苗笔直，苗木直径在0.9cm之间，高度在1m以上，定干要保证有5个饱满的侧芽，

在定植前将苗木浸泡在清水中24h，然后蘸取每升50mg浓度的生根粉，在春季进行定植；

[0043] (2.2)、杏树定植，在平原地区和川地采用长方形定植，以南北成行，列距在3m，行

距维持在5m之间，杏树如果在山坡地定植，要采用等高线栽植模式，行株距维持在4m×3m，

等到定植穴的回填土下沉之后就可以定植了，定植前向定植穴内回填一定量熟化土壤，然

后将苗木摆放在定植穴中央，梳理苗木根系，确保苗木根系不打结不弯曲，然后回填熟化的

土壤，回填到定植穴2/3处时，轻轻提一下树苗，保证土壤和根系充分接触，然后回填剩余土

壤，用脚踏实，立即灌水，覆膜保墒；

说　明　书 3/7 页

6

CN 109258270 A

6



[0044] (2 .3)、定植后管理，春季定植的杏树除去防寒土后，立即定干，定干高度维持在

70cm，在定干时剪口落在饱满侧芽上方1cm以上位置，春季定干后要立即覆膜，覆膜大小为

1.0m2，定植后检查杏树的成活率，对于未成活的杏树，或者缺棵较多的区域，可以使用两年

生的假植苗及时补种；

[0045] (3)、做好水肥管理，做好水肥管理包括以下步骤：

[0046] (3 .1)、改良土壤，每年要定期对杏园土壤进行返工处理，改良土壤，促进土壤熟

化，在每年果实采收后，秋季结合施入基肥，进行土壤改良，深翻深度控制在35cm，将表层熟

化土壤翻耕到底部，将底部未熟化土壤翻耕到上层，结合土壤改良，还要做好除草保墒工

作，杏树进入生长季节后，果园容易出现杂草，要及时去除，保证土壤疏松多孔，在树盘上覆

草，覆草厚度在20cm，在行间可以间作豆类、薯类等浅根性农作物；

[0047] (3.2)、施肥管理，杏树施肥主要以基肥、追肥和叶面施肥主，基肥要坚持以有机肥

为主，化肥为辅，在秋季果实采收后施入基肥，幼年杏树每株施入有机肥20kg，初果期杏树

每株施入有机肥50kg，进入盛果期之后，每株施入有机肥100kg，采用环状施肥方法施入，深

度控制在40cm，追肥在杏树生长旺盛期进行，在杏树花前、花后、硬核期及时进行追肥，幼龄

树每株施入氮磷复合肥1.0kg，盛果期杏树每株施入氮磷复合肥2kg，第三次施肥以磷肥和

钾肥为主，杏树生长到中后期，结合叶子生长情况，及时喷施叶面肥，叶面肥以0.3％的尿素

溶液、200倍液的磷酸钙溶液，0.1％的磷酸二氢钾溶液为主，叶面肥在清晨和傍傍晚施入；

[0048] (3.3)、水分管理，每年杏树需要进行3次的灌溉，分别在杏树萌芽期，果实采收期

和土壤结冻期进行，灌溉时，要结合田间土壤墒情，确定灌溉量；

[0049] (4)、定期修剪，定期修剪包括以下步骤：

[0050] (4.1)、幼年杏树修剪，杏树在幼年时期不宜修剪过重，主要以增加树枝量，加速果

树生长，扩大树冠为主，同时这个时期要拉枝缓放，多培养中小型结果枝组；

[0051] (4.2)、盛果期杏树修剪，对生长3年的结果枝逐渐短截更新，对连续多年结果的长

枝要及时回缩，恢复结果枝的生长能力，短结长结果枝，中短结果枝组要适当短截；

[0052] (4.3)、衰老树修剪，适当可以重度修剪，小结果枝要多短截少缓放，要充分利用好

生长枝、竞争枝和徒长枝更新树势，疏花疏果处理，同时养殖蜜蜂，通过蜜蜂进行传粉，控制

花期温度为6℃，疏花蕾，在花芽膨大后进行，开花时结束，只保留两侧向下或向上的花蕾，

其他全部抹除，基部不保留花蕾；疏花，疏花从初花期开始，一直到落花期都可以进行，保留

两侧的花，其余的全部疏除，中果枝和短果枝要多疏，长果枝少疏，徒长性果枝可以不疏；疏

幼果，疏幼果在果实进入硬核期，坐果稳定，能分清大小果实时进行，保留没有病虫危害、中

等大、颜色浓绿的果实，保留结果枝叶片多的中部或者中间靠前部的果实，留果量根据果实

大小灵活掌握，长果枝保留3个，中果枝留2个，短果枝留1个；

[0053] (5)、病虫害防治，选择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确保用药安全，规范用药操作。

[0054] 实施例2

[0055] 如图1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0056] (1)、选地建设果园，选地建设果园包括以下步骤：

[0057] (1.1)、园地选择，选择土壤层深厚、土质疏松、多孔背风向阳的阳坡半阳坡或开阔

的平坦土地，避免在阴坡、通风坡和冷空气容易下沉的山谷里种植杏树；

[0058] (1 .2)、整地施肥，确定好种植地后，对种植地进行深翻整地，熟化土壤，然后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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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植穴，定植穴面积1m2，定植穴开挖完毕后，回填土厚度0.5m，回填土是由植物秸秆粗肥和

熟化的土壤组成，其中植物结杆厚度在20cm，粗肥厚度在20cm，熟化的土壤在10cm；

[0059] (2)、科学栽培，科学栽培包括以下步骤：

[0060] (2.1)、苗木选择，要选择品种纯正的杏树苗木，保证根系有4-5条侧根，主根长度

在20cm以上，苗笔直，苗木直径在0.9cm之间，高度在1m以上，定干要保证有5个饱满的侧芽，

在定植前将苗木浸泡在清水中24h，然后蘸取每升50mg浓度的生根粉，在春季进行定植；

[0061] (2.2)、杏树定植，在平原地区和川地采用长方形定植，以南北成行，列距在3m，行

距维持在5m之间，杏树如果在山坡地定植，要采用等高线栽植模式，行株距维持在4m×3m，

等到定植穴的回填土下沉之后就可以定植了，定植前向定植穴内回填一定量熟化土壤，然

后将苗木摆放在定植穴中央，梳理苗木根系，确保苗木根系不打结不弯曲，然后回填熟化的

土壤，回填到定植穴2/3处时，轻轻提一下树苗，保证土壤和根系充分接触，然后回填剩余土

壤，用脚踏实，立即灌水，覆膜保墒；

[0062] (2 .3)、定植后管理，春季定植的杏树除去防寒土后，立即定干，定干高度维持在

70cm，在定干时剪口落在饱满侧芽上方1cm以上位置，春季定干后要立即覆膜，覆膜大小为

1.0m2，定植后检查杏树的成活率，对于未成活的杏树，或者缺棵较多的区域，可以使用两年

生的假植苗及时补种；

[0063] (3)、做好水肥管理，做好水肥管理包括以下步骤：

[0064] (3 .1)、改良土壤，每年要定期对杏园土壤进行返工处理，改良土壤，促进土壤熟

化，在每年果实采收后，秋季结合施入基肥，进行土壤改良，深翻深度控制在35cm，将表层熟

化土壤翻耕到底部，将底部未熟化土壤翻耕到上层，结合土壤改良，还要做好除草保墒工

作，杏树进入生长季节后，果园容易出现杂草，要及时去除，保证土壤疏松多孔，在树盘上覆

草，覆草厚度在20cm，在行间可以间作豆类、薯类等浅根性农作物；

[0065] (3.2)、施肥管理，杏树施肥主要以基肥、追肥和叶面施肥主，基肥要坚持以有机肥

为主，化肥为辅，在秋季果实采收后施入基肥，幼年杏树每株施入有机肥20kg，初果期杏树

每株施入有机肥50kg，进入盛果期之后，每株施入有机肥100kg，采用环状施肥方法施入，深

度控制在40cm，追肥在杏树生长旺盛期进行，在杏树花前、花后、硬核期及时进行追肥，幼龄

树每株施入氮磷复合肥1.0kg，盛果期杏树每株施入氮磷复合肥2kg，第三次施肥以磷肥和

钾肥为主，杏树生长到中后期，结合叶子生长情况，及时喷施叶面肥，叶面肥以0.3％的尿素

溶液、200倍液的磷酸钙溶液，0.1％的磷酸二氢钾溶液为主，叶面肥在清晨和傍傍晚施入；

[0066] (3.3)、水分管理，每年杏树需要进行3次的灌溉，分别在杏树萌芽期，果实采收期

和土壤结冻期进行，灌溉时，要结合田间土壤墒情，确定灌溉量；

[0067] (4)、定期修剪，定期修剪包括以下步骤：

[0068] (4.1)、幼年杏树修剪，杏树在幼年时期不宜修剪过重，主要以增加树枝量，加速果

树生长，扩大树冠为主，同时这个时期要拉枝缓放，多培养中小型结果枝组；

[0069] (4.2)、盛果期杏树修剪，对生长3年的结果枝逐渐短截更新，对连续多年结果的长

枝要及时回缩，恢复结果枝的生长能力，短结长结果枝，中短结果枝组要适当短截；

[0070] (4.3)、衰老树修剪，适当可以重度修剪，小结果枝要多短截少缓放，要充分利用好

生长枝、竞争枝和徒长枝更新树势，疏花疏果处理，同时养殖蜜蜂，通过蜜蜂进行传粉，控制

花期温度为11℃，疏花蕾，在花芽膨大后进行，开花时结束，只保留两侧向下或向上的花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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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全部抹除，基部不保留花蕾；疏花，疏花从初花期开始，一直到落花期都可以进行，保留

两侧的花，其余的全部疏除，中果枝和短果枝要多疏，长果枝少疏，徒长性果枝可以不疏；疏

幼果，疏幼果在果实进入硬核期，坐果稳定，能分清大小果实时进行，保留没有病虫危害、中

等大、颜色浓绿的果实，保留结果枝叶片多的中部或者中间靠前部的果实，留果量根据果实

大小灵活掌握，长果枝保留3  个，中果枝留2个，短果枝留1个；

[0071] (5)、病虫害防治，选择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确保用药安全，规范用药操作。

[0072] 实施例3

[0073] 如图1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0074] (1)、选地建设果园，选地建设果园包括以下步骤：

[0075] (1.1)、园地选择，选择土壤层深厚、土质疏松、多孔背风向阳的阳坡半阳坡或开阔

的平坦土地，避免在阴坡、通风坡和冷空气容易下沉的山谷里种植杏树；

[0076] (1 .2)、整地施肥，确定好种植地后，对种植地进行深翻整地，熟化土壤，然后开挖

定植穴，定植穴面积1m2，定植穴开挖完毕后，回填土厚度0.5m，回填土是由植物秸秆粗肥和

熟化的土壤组成，其中植物结杆厚度在20cm，粗肥厚度在20cm，熟化的土壤在10cm；

[0077] (2)、科学栽培，科学栽培包括以下步骤：

[0078] (2.1)、苗木选择，要选择品种纯正的杏树苗木，保证根系有4-5条侧根，主根长度

在20cm以上，苗笔直，苗木直径在0.9cm之间，高度在1m以上，定干要保证有5个饱满的侧芽，

在定植前将苗木浸泡在清水中24h，然后蘸取每升50mg浓度的生根粉，在春季进行定植；

[0079] (2.2)、杏树定植，在平原地区和川地采用长方形定植，以南北成行，列距在3m，行

距维持在5m之间，杏树如果在山坡地定植，要采用等高线栽植模式，行株距维持在4m×3m，

等到定植穴的回填土下沉之后就可以定植了，定植前向定植穴内回填一定量熟化土壤，然

后将苗木摆放在定植穴中央，梳理苗木根系，确保苗木根系不打结不弯曲，然后回填熟化的

土壤，回填到定植穴2/3处时，轻轻提一下树苗，保证土壤和根系充分接触，然后回填剩余土

壤，用脚踏实，立即灌水，覆膜保墒；

[0080] (2 .3)、定植后管理，春季定植的杏树除去防寒土后，立即定干，定干高度维持在

70cm，在定干时剪口落在饱满侧芽上方1cm以上位置，春季定干后要立即覆膜，覆膜大小为

1.0m2，定植后检查杏树的成活率，对于未成活的杏树，或者缺棵较多的区域，可以使用两年

生的假植苗及时补种；

[0081] (3)、做好水肥管理，做好水肥管理包括以下步骤：

[0082] (3 .1)、改良土壤，每年要定期对杏园土壤进行返工处理，改良土壤，促进土壤熟

化，在每年果实采收后，秋季结合施入基肥，进行土壤改良，深翻深度控制在35cm，将表层熟

化土壤翻耕到底部，将底部未熟化土壤翻耕到上层，结合土壤改良，还要做好除草保墒工

作，杏树进入生长季节后，果园容易出现杂草，要及时去除，保证土壤疏松多孔，在树盘上覆

草，覆草厚度在20cm，在行间可以间作豆类、薯类等浅根性农作物；

[0083] (3.2)、施肥管理，杏树施肥主要以基肥、追肥和叶面施肥主，基肥要坚持以有机肥

为主，化肥为辅，在秋季果实采收后施入基肥，幼年杏树每株施入有机肥20kg，初果期杏树

每株施入有机肥50kg，进入盛果期之后，每株施入有机肥100kg，采用环状施肥方法施入，深

度控制在40cm，追肥在杏树生长旺盛期进行，在杏树花前、花后、硬核期及时进行追肥，幼龄

树每株施入氮磷复合肥1.0kg，盛果期杏树每株施入氮磷复合肥2kg，第三次施肥以磷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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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肥为主，杏树生长到中后期，结合叶子生长情况，及时喷施叶面肥，叶面肥以0.3％的尿素

溶液、200倍液的磷酸钙溶液，0.1％的磷酸二氢钾溶液为主，叶面肥在清晨和傍傍晚施入；

[0084] (3.3)、水分管理，每年杏树需要进行3次的灌溉，分别在杏树萌芽期，果实采收期

和土壤结冻期进行，灌溉时，要结合田间土壤墒情，确定灌溉量；

[0085] (4)、定期修剪，定期修剪包括以下步骤：

[0086] (4.1)、幼年杏树修剪，杏树在幼年时期不宜修剪过重，主要以增加树枝量，加速果

树生长，扩大树冠为主，同时这个时期要拉枝缓放，多培养中小型结果枝组；

[0087] (4.2)、盛果期杏树修剪，对生长3年的结果枝逐渐短截更新，对连续多年结果的长

枝要及时回缩，恢复结果枝的生长能力，短结长结果枝，中短结果枝组要适当短截；

[0088] (4.3)、衰老树修剪，适当可以重度修剪，小结果枝要多短截少缓放，要充分利用好

生长枝、竞争枝和徒长枝更新树势，疏花疏果处理，同时养殖蜜蜂，通过蜜蜂进行传粉，控制

花期温度为16℃，疏花蕾，在花芽膨大后进行，开花时结束，只保留两侧向下或向上的花蕾，

其他全部抹除，基部不保留花蕾；疏花，疏花从初花期开始，一直到落花期都可以进行，保留

两侧的花，其余的全部疏除，中果枝和短果枝要多疏，长果枝少疏，徒长性果枝可以不疏；疏

幼果，疏幼果在果实进入硬核期，坐果稳定，能分清大小果实时进行，保留没有病虫危害、中

等大、颜色浓绿的果实，保留结果枝叶片多的中部或者中间靠前部的果实，留果量根据果实

大小灵活掌握，长果枝保留3  个，中果枝留2个，短果枝留1个；

[0089] (5)、病虫害防治，选择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确保用药安全，规范用药操作。

[0090] 表1为对实施例1-3中不同温度下蜜蜂传粉，每株坐果数量，测试结果如下：

[0091]

  花期温度(℃) 每株坐果数量(个) 

实施例1 6 30 

实施例2 11 38 

实施例3 16 33 

[0092] 由表1实验数据可知，本发明杏树种植方法，随着温度的升高坐果数量不断增加，

当温度继续升高时，坐果数量开始下降，同时使用蜜蜂进行传粉，避免人工授粉，可以节省

人力与财力对授粉的投入，其次，通过蜜蜂授粉进行异花授粉，可以提高杂交优势，最后，还

可以通过养殖蜜蜂增加经济收益，另由表1可知实施例2为最优的选择。

[0093]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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