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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果树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成活率高的山核桃育苗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1）种子处理：选取种仁饱满、无霉变和虫蛀

的薄壳山核桃种子，将选好的薄壳山核桃种子放

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2d，然后使用植物激素浸种

7d，晾干；（2）催芽育苗：将经过浸泡的薄壳山核

桃种子进行催芽，发芽的薄壳山核桃种子移栽到

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中，在薄壳山核桃种苗

培育装置中的每个育苗盆中央点播1粒，育苗盆

内放有营养土；（3）露地移植：选择沙红色土壤和

小颗粒砾石土壤的露地圃地；（4）苗期管理：搭设

荫棚，发现枯枝及时清除并拔除病死株；本发明

提供的山核桃育苗种植方法使得薄壳山核桃种

子发芽率高，提高了山核桃育苗种植的成活率。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7页  附图6页

CN 112493049 A

2021.03.16

CN
 1
12
49
30
49
 A



1.一种成活率高的山核桃育苗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种子处理：选取种仁饱满、无霉变和虫蛀的薄壳山核桃种子，将选好的薄壳山核桃

种子放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2d，然后使用植物激素浸种7d，晾干；

（2）催芽育苗：将经过浸泡的薄壳山核桃种子进行催芽，发芽的薄壳山核桃种子移栽到

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中，在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中的每个育苗盆中央点播1粒，育

苗盆内放有营养土，点播后覆土2cm‑3cm，用0.5%高锰酸钾溶液浇透，将薄壳山核桃种苗培

育装置置于大棚内，大棚温度控制在15‑30℃，当大棚内温度高于30℃时及时通风透气，每2

天对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喷雾1次，保持营养土湿润；

（3）露地移植：选择沙红色土壤和小颗粒砾石土壤的露地圃地，按每亩地15kg‑25kg的

量均匀撒入有机肥后用挖机深翻30‑50cm，做宽30‑35cm、高度20‑25cm的移植穴，从薄壳山

核桃种苗培育装置中选取高度达15cm‑20cm以上的薄壳山核桃育苗，将薄壳山核桃育苗放

进移植穴内，放正后培土压实，浇透水；

（4）苗期管理：搭设荫棚，棚高2‑3m，用透光率在50%‑70%的遮阳网覆盖，当日照强度较

弱、日照日数较少时减少遮荫时间，发现枯枝及时清除并拔除病死株，薄壳山核桃叶面喷施

浓度为280mg/L‑350  mg/L的  pp333溶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成活率高的山核桃育苗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

述的植物激素选自吲哚丁酸（IBA），吲哚乙酸（IAA），萘乙酸（NAA）中的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成活率高的山核桃育苗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

述营养土包含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组分：壤土40%‑50%，东北草炭土20%‑25%，蘑菇料8%‑

10%，河沙8%‑10%，腐熟鸡粪20%‑2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成活率高的山核桃育苗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

述的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包括：育苗盆（1），所述的育苗盆（1）设置有多个，且每个所

述育苗盆（1）均具有一容置槽（10）及套设布置在所述容置槽（10）上部的托撑板（11），

所述托撑板（11）上导通开设有第一通孔（12）和第二通孔（13），所述第一通孔（12）靠近

容置槽（10）的一侧内壁上开设有第三通孔（14），所述第一通孔（12）经所述的第三通孔（14）

与所述容置槽（10）导通连接，

所述第一通孔（12）的两个孔口处插置有与所述第一通孔（12）孔径吻合的第一活塞

（15），所述第二通孔（13）的两个孔口处插置有与所述第二通孔（13）孔径吻合的第二活塞

（16），

所述第一活塞（15）和所述第二活塞（16）的一端部分别布置有第一限位板（17）和第二

限位板（18），所述第一活塞（15）和所述第二活塞（16）的腰部分别开设有第一限流孔（19）和

第二限流孔（20），

多个所述育苗盆（1）通过卡扣结构相互卡合，且相邻的两个所述托撑板（11）上所述第

一通孔（12）的孔口相互吻合连接，相邻两个所述托撑板（11）上所述第二通孔（13）的孔口相

互吻合连接；

育苗盘（2），用于承装所述的育苗盆（1）；

储液箱（3），用于给所述的育苗盆（1）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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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成活率高的山核桃育苗种植方法

[0001] 技术领域：

本发明属于果树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成活率高的山核桃育苗种植方法。

[0002] 背景技术：

山核桃呈椭圆或圆形，营养价值丰富，可直接食用，亦可作为食品配料，  是我国传

统的食品加工原料。核桃不仅食用价值很高，而且具有极高的保健  功能和药用价值。核桃

仁中的磷脂，对脑神经有良好保健作用；核桃仁中含  有锌、锰、铬等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

素，可对人体在衰老过程中锌、锰含  量日渐降低进行补充；中医认为核桃性温、味甘、无毒，

有健胃、补血、润肺、  养神等功效。

[0003] 目前国内薄壳山核桃的种植园大多采用粗放式管理，因园址不当、水肥缺乏而导

致树体衰落、病虫害严重，产量低且不稳定。更有一些种植户一味追求高速度和大面积，忽

视了薄壳山核桃的育苗，导致育苗的种植成活率低，影响了薄壳山核桃种植的经济效益。

[0004] 发明内容：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成活率高的山核桃育苗种植

方法。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成活率高的山核桃

育苗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种子处理：选取种仁饱满、无霉变和虫蛀的薄壳山核桃种子，将选好的薄壳山

核桃种子放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2d，然后使用植物激素浸种7d，晾干；

（2）催芽育苗：将经过浸泡的薄壳山核桃种子进行催芽，发芽的薄壳山核桃种子移

栽到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中，在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中的每个育苗盆中央点播1

粒，育苗盆内放有营养土，点播后覆土2cm‑3cm，用0.5%高锰酸钾溶液浇透，将薄壳山核桃种

苗培育装置置于大棚内，大棚温度控制在15‑30℃，当大棚内温度高于30℃时及时通风透

气，每2天对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喷雾1次，保持营养土湿润；

（3）露地移植：选择沙红色土壤和小颗粒砾石土壤的露地圃地，按每亩地15kg‑

25kg的量均匀撒入有机肥后用挖机深翻30‑50cm，做宽30‑35cm、高度20‑25cm的移植穴，从

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中选取高度达15cm‑20cm以上的薄壳山核桃育苗，将薄壳山核桃

育苗放进移植穴内，放正后培土压实，浇透水；

（4）苗期管理：搭设荫棚，棚高2‑3m，用透光率在50%‑70%的遮阳网覆盖，当日照强

度较弱、日照日数较少时减少遮荫时间，发现枯枝及时清除并拔除病死株，薄壳山核桃叶面

喷施浓度为280mg/L‑350  mg/L的  pp333溶液。

[0006] 优选条件下，步骤（1）中所述的植物激素选自吲哚丁酸（IBA），吲哚乙酸（IAA），萘

乙酸（NAA）中的一种。

[0007] 优选条件下，步骤（2）中所述营养土包含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组分：壤土40%‑

50%，东北草炭土20%‑25%，蘑菇料8%‑10%，河沙8%‑10%，腐熟鸡粪20%‑25%。

[0008] 优选条件下，步骤（2）中所述的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包括：

育苗盆，所述的育苗盆设置有多个，且每个所述育苗盆均具有一容置槽及套设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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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所述容置槽上部的托撑板，

所述托撑板上导通开设有第一通孔和第二通孔，所述第一通孔靠近容置槽的一侧

内壁上开设有第三通孔，所述第一通孔经所述的第三通孔与所述容置槽导通连接，

所述第一通孔的两个孔口处插置有与所述第一通孔孔径吻合的第一活塞，所述第

二通孔的两个孔口处插置有与所述第二通孔孔径吻合的第二活塞，

所述第一活塞和所述第二活塞的一端部分别布置有第一限位板和第二限位板，所

述第一活塞和所述第二活塞的腰部分别开设有第一限流孔和第二限流孔，

多个所述育苗盆通过卡扣结构相互卡合，且相邻的两个所述托撑板上所述第一通

孔的孔口相互吻合连接，相邻两个所述托撑板上所述第二通孔的孔口相互吻合连接；

育苗盘，用于承装所述的育苗盆；

储液箱，用于给所述的育苗盆供水。

[0009] 优选条件下，所述的卡扣结构包括：在所述托撑板两外侧面布置的凸块，及在另两

外侧面布置的与所述凸块相匹配适用的凹槽。

[0010] 优选条件下，所述的卡扣结构还包括：在所述托撑板的底板临近所述凹槽处经扭

力弹簧连接的卡块，及在所述托撑板的底板临近所述凸块处设置的与所述卡块相匹配适用

的卡槽。

[0011] 优选条件下，所述的第一通孔的孔口相互吻合连接处，及所述的第二通孔的孔口

相互吻合连接处均布置有密封橡胶圈。

[0012] 优选条件下，还包括支撑结构，所述支撑结构包括支撑架和多个托架，

所述支撑架由支撑底座和支撑杆组成，

多个所述的托架由轴承及沿轴承外壁周向均匀间隔布置的U型托板组成，多个所

述的托架经轴承可旋转的套设在所述支撑杆上，所述U型托板相对的两内板面设有条状凹

槽，用于嵌合所述的育苗盘。

[0013] 优选条件下，所述条状凹槽的底壁开设有安装槽，所述安装槽内可转动的布置有

若干滚轮。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技术效果：

1、本发明提供的山核桃育苗种植方法通过植物激素催芽、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

置育苗，再配合常规技术管理措施，使得山核桃种子发芽率高，提高了山核桃育苗种植的成

活率，进一步实现了山核桃后期生长过程中更为理想的促花促果效果，保证山核桃早期产

量的形成和效益的提高，为山核桃的规模化生产提供参考，满足国内市场对山核桃的需求；

2、根据本发明提供的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在托撑板上设置有第一通孔和第

二通孔，及将第一通孔和容置槽导通的第三通孔，并在各育苗盆卡合的时候将第一通孔的

孔口和第二通孔的孔口相吻合连接，通过调整第一活塞和第二活塞在第一通孔及在第二通

孔中的位置，来根据育苗盆内山核桃育苗的缺水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喷洒浇水；通过在吻合

连接处布置有密封橡胶圈，避免喷洒浇水的过程中出现滴漏水，这样设计可解决传统育苗

装置只能大面积浇水的缺陷，本发明提供的育苗装置使用起来更加灵活，提高了育苗的喷

洒效率，体现了本发明实用性强的优点；

3、本发明中提供的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通过设置有凸块及与所述凸块相匹

配适用的凹槽，设置有卡块及与所述卡块相匹配适用的卡槽，通过双重保护的卡扣结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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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整个育苗装置在使用的过程中更加稳固，在移苗的过程中不会出现某些育苗盆从育苗盘

中滑落的现象，避免了育苗被破坏的问题，这样在提高育苗效率的同时减少了原材料的浪

费，整体上提高了育苗的成活率；

4、本发明中提供的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通过在支撑架上可旋转的布置有托

架，托架上放置有承装育苗盆的育苗盘，这样设计便于根据育苗盆中薄壳山核桃育苗所受

到的光照情况，通过旋转托架实现对薄壳山核桃种苗的遮阴及采光处理，为育苗盆中的薄

壳山核桃种苗提供良好的光照环境，提高薄壳山核桃种苗的成活率；通过在支撑杆上沿竖

向套设有多个托架，可进行多层培育，节省空间也方便培育，避免了现代进行育苗过程中不

能够对空间充分的利用；

5、根据本发明的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将承载多个育苗盆的育苗盘嵌合放置

在U型托板上，这样设计，当育苗完成后便于直接将装有育苗的育苗盆移至大田栽种，提高

了大田移苗效率，避免了劳动强度高及工作效率低的问题；通过在安装槽内布置有滚轮，便

于将育苗盆从U型托板中抽取出，省时省力。

[0015] 本发明的其他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的具体实施方式中予以详细说明。

[0016] 附图说明：

图1为本发明中成活率高的山核桃育苗种植方法的流程图；

图2为本发明中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的具体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中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中多个育苗盆卡合状态时的剖视图；

图4为图3中A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中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中多个育苗盆卡合状态时的俯视图；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第一活塞的工作状态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2中第一活塞的工作状态示意图；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3中第一活塞的工作状态示意图；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4中第一活塞的工作状态示意图。

[0017] 图中标号说明：1‑育苗盆；10‑容置槽；11‑托撑板；110‑凸块；112‑扭力弹簧；113‑

卡块；114‑卡槽；12‑第一通孔；13‑第二通孔；14‑第三通孔；15‑第一活塞；16‑第二活塞；17‑

第一限位板；18‑第二限位板；19‑第一限流孔；20‑第二限流孔；2‑育苗盘；3‑储液箱；4‑支撑

架；40‑支撑底座；41‑支撑杆；5‑托架；  50‑轴承；51‑U型托板；52‑滚轮。

[0018] 具体实施方式：

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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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具体附图及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

[0019]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发明中，当元件被称为“固定于”另一个元件，它可以直接在另

一个元件上或者也可以存在居中的元件。当一个元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元件，它可以

是直接连接到另一个元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元件。本文中所使用的术语“垂直的”、“水

平的”、“左”、“右”以及类似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并不表示是唯一的实施方式。

[0020]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体

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及”包括一个或多个相关的所

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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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本发明提供的以下实施例中，所述的山核桃育苗通过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培

育得到的，具体请参阅图3‑5，所述的育苗盆1布置有9个，在对薄壳山核桃种苗进行培育前，

需要对所述的育苗盆进行卡合拼接组装，通过在所述托撑板11上布置有凸块110，及与所述

凸块110相匹配适用的凹槽，将9个育苗盆1相互卡合拼接在一起，并且在拼接的过程中要使

得相邻的两个所述育苗盆1上所述第一通孔12的孔口相互吻合连接，相邻两个所述育苗盆1

上所述第二通孔13的孔口相互吻合连接，为了避免喷洒浇水的过程中出现滴漏水，本发明

在第一通孔12孔口和第二通孔13吻合连接处布置有密封橡胶圈；为了使得拼合后的育苗盆

1整体更加稳固，在移苗的过程中不会出现育苗盆1从育苗盘中滑落的现象，本发明在所述

托撑板11的底板上布置有卡块113及与所述卡块113相匹配适用的卡槽114；最后用第一活

塞15和第二活塞16将暴露的所述第一通孔12的孔口和第二通孔13的孔口封住；

具体参阅图5，为本发明中所述的9个育苗盆1卡合拼接组装完成后的状态，薄壳山

核桃种苗内置于所述育苗盆的所述容置槽内；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实施例1，当只需给第一排薄壳山核桃种苗浇水时，具体参阅图

5和图6，将第一排右侧所述育苗盆1上的所述第二活塞16取下，所述储液箱3的导液管管口

和第一排右侧所述育苗盆1上的所述第二通孔13的孔口吻合连接，接着调整靠近所述储液

箱3的所述第一活塞15，使所述第一活塞15中的所述第一限位板17处于所述第一通孔12和

所述第二通孔13十字交叉处如图6所示，由于所述第一限位板17的阻挡作用，使得所述储液

箱3内的液体对第一排的薄壳山核桃种苗进行浇水；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实施例2，当只需给第二排薄壳山核桃种苗浇水时，具体参阅图

5‑7，调整第一排右侧的所述第一活塞15中的所述第一限流孔19的位置，使所述第一限流孔

19孔口对准所述储液箱3的导液管管口如图6所示，接着调整第二排右侧的所述第一活塞15

中的所述第一限位板17的位置，调整至如图5所示的位置处，这样在第一排右侧的所述第一

活塞15和第二排右侧的所述第一活塞15的共同作用下，使得所述储液箱3内的液体对第二

排的薄壳山核桃种苗进行浇水；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实施例3，当需同时给第一排和第三排薄壳山核桃种苗浇水，不

给第二排育苗浇水时，具体参阅图5和图7‑8，调整第一排右侧所述第一活塞15中所述第一

限位板17的位置，调整至如图8所示的位置，调整第二排右侧所述第一活塞15中所述第一限

位板17的位置，调整至如图7所示的位置，这样在第一排右侧的所述第一活塞15和第二排右

侧的所述第一活塞15的共同作用下，使得所述储液箱3内的液体同时给第一排和第三排薄

壳山核桃种苗浇水，不给第二排育苗浇水；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实施例4，当停止对薄壳山核桃种苗进行浇水时，调整第一排右

侧所述第一活塞15中所述第一限位板17的位置，使第一排右侧所述第一活塞15中所述第一

限位板17处于如图9所示的位置，这样在第一排右侧所述第一活塞15的作用下，使得所述储

液箱3内的液体无法对薄壳山核桃种苗进行浇水；

进一步的，根据本发明，具体请参阅图2，本发明的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还包

括支撑结构，所述支撑结构包括支撑架4和多个托架5，其中所述托架5可布置有多个，所述

托架5可旋转的布置在所述支撑架4上，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中，所述U型托板51上通过所

述育苗盘2放置有所述育苗盆1，可根据观察所述育苗盆1中薄壳山核桃种苗所受到的光照

情况，通过旋转所述托架5实现对薄壳山核桃种苗的遮阴及采光处理，为所述育苗盆1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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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壳山核桃种苗提供良好的光照环境，提高薄壳山核桃种苗的成活率；进一步的，通过所述

U型托板51上布置的可转动滚轮52，便于将装有多个所述育苗盆1的所述育苗盘2放置于所

述U型托板51上，或当育苗完成后，直接将育苗盆1从U型托板51中抽取出，便于大田埋地移

苗，省时省力。

[0022] 实施例1

一种成活率高的山核桃育苗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种子处理：选取种仁饱满、无霉变和虫蛀的薄壳山核桃种子，将选好的薄壳山

核桃种子放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2d，然后使用质量浓度为250mg/L的萘乙酸（NAA）浸种7d，

晾干；

（2）催芽育苗：将经过浸泡的薄壳山核桃种子进行催芽，发芽的薄壳山核桃种子移

栽到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中，在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中的每个育苗盆中央点播1

粒，育苗盆内放有营养土，点播后覆土2cm，用0.5%高锰酸钾溶液浇透，将薄壳山核桃种苗培

育装置置于大棚内，大棚温度控制在15℃，当大棚内温度高于30℃时及时通风透气，每2天

对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喷雾1次，保持营养土湿润；

（3）露地移植：选择沙红色土壤和小颗粒砾石土壤的露地圃地，按每亩地15kg的量

均匀撒入有机肥后用挖机深翻30cm，做宽30cm、高度20cm的移植穴，从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

装置中选取高度达15cm以上的薄壳山核桃育苗，将薄壳山核桃育苗放进移植穴内，放正后

培土压实，浇透水；

（4）苗期管理：搭设荫棚，棚高2m，用透光率在50%的遮阳网覆盖，当日照强度较弱、

日照日数较少时减少遮荫时间，发现枯枝及时清除并拔除病死株，薄壳山核桃叶面喷施浓

度为280mg/L的  pp333溶液。

[0023] 步骤（2）中所述的营养土包含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组分：壤土40%，东北草炭土

20%，蘑菇料8%，河沙8%，腐熟鸡粪20%。

[0024] 实施例2

一种成活率高的山核桃育苗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种子处理：选取种仁饱满、无霉变和虫蛀的薄壳山核桃种子，将选好的薄壳山

核桃种子放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2d，然后使用质量浓度为250mg/L的吲哚丁酸（IBA）浸种

7d，晾干；

（2）催芽育苗：将经过浸泡的薄壳山核桃种子进行催芽，发芽的薄壳山核桃种子移

栽到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中，在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中的每个育苗盆中央点播1

粒，育苗盆内放有营养土，点播后覆土2cm，用0.5%高锰酸钾溶液浇透，将薄壳山核桃种苗培

育装置置于大棚内，大棚温度控制在20℃，当大棚内温度高于30℃时及时通风透气，每2天

对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喷雾1次，保持营养土湿润；

（3）露地移植：选择沙红色土壤和小颗粒砾石土壤的露地圃地，按每亩地20kg的量

均匀撒入有机肥后用挖机深翻40cm，做宽30cm、高度20cm的移植穴，从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

装置中选取高度达18cm以上的薄壳山核桃育苗，将薄壳山核桃育苗放进移植穴内，放正后

培土压实，浇透水；

（4）苗期管理：搭设荫棚，棚高3m，用透光率在60%的遮阳网覆盖，当日照强度较弱、

日照日数较少时减少遮荫时间，发现枯枝及时清除并拔除病死株，薄壳山核桃叶面喷施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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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300  mg/L的  pp333溶液。

[0025] 步骤（2）中所述的营养土包含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组分：壤土45%，东北草炭土

25%，蘑菇料9%，河沙9%，腐熟鸡粪25%。

[0026] 实施例3

一种成活率高的山核桃育苗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种子处理：选取种仁饱满、无霉变和虫蛀的薄壳山核桃种子，将选好的薄壳山

核桃种子放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2d，然后使用质量浓度为100mg/L的吲哚乙酸（IAA）浸种

7d，晾干；

（2）催芽育苗：将经过浸泡的薄壳山核桃种子进行催芽，发芽的薄壳山核桃种子移

栽到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中，在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中的每个育苗盆中央点播1

粒，育苗盆内放有营养土，点播后覆土3cm，用0.5%高锰酸钾溶液浇透，将薄壳山核桃种苗培

育装置置于大棚内，大棚温度控制在30℃，当大棚内温度高于30℃时及时通风透气，每2天

对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喷雾1次，保持营养土湿润；

（3）露地移植：选择沙红色土壤和小颗粒砾石土壤的露地圃地，按每亩地25kg的量

均匀撒入有机肥后用挖机深翻50cm，做宽35cm、高度25cm的移植穴，从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

装置中选取高度达20cm以上的薄壳山核桃育苗，将薄壳山核桃育苗放进移植穴内，放正后

培土压实，浇透水；

（4）苗期管理：搭设荫棚，棚高3m，用透光率在70%的遮阳网覆盖，当日照强度较弱、

日照日数较少时减少遮荫时间，发现枯枝及时清除并拔除病死株，薄壳山核桃叶面喷施浓

度为350  mg/L的  pp333溶液。

[0027] 步骤（2）中所述的营养土包含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组分：壤土50%，东北草炭土

25%，蘑菇料10%，河沙10%，腐熟鸡粪25%。

[0028] 对照例1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3中的山核桃育苗种植方法基本相同，不同的是，使用清水对选

取的薄壳山核桃种子进行浸种，其余不变。

[0029] 对照例2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3中的山核桃育苗种植方法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未采用薄壳山

核桃种苗培育装置进行薄壳山核桃育苗，其余不变。

[0030] 催芽后50d观察萌芽情况，统计薄壳山核桃种子的发芽率；移植前观察薄壳山核桃

育苗的生长情况，分别测量薄壳山核桃育苗的苗高和根茎；移植后30d统计薄壳山核桃育苗

的成活率。

[0031] 统计结果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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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述测试数据可以看出，基于本发明提供的山核桃育苗种植方法，薄壳山核

桃种子发芽率在93‑98%，薄壳山核桃育苗的苗高10.8‑14.4cm，根茎0.45‑0.49cm，移植后薄

壳山核桃育苗的成活率96‑98%，说明本发明通过植物激素催芽、薄壳山核桃种苗培育装置

育苗，再配合常规技术管理措施，使得薄壳山核桃种子发芽率高，提高了薄壳山核桃育苗种

植的成活率，进一步实现了山核桃后期生长过程中更为理想的促花促果效果，保证薄壳山

核桃早期产量的形成和效益的提高。

[0032]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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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

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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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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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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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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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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