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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沃柑生产技术领域，公开一种沃

柑幼龄树的管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幼龄树

的施肥方法：对幼龄树的施肥方法分种植3年内

的施用，并且每年要进行扩穴改土；（2）整形修剪

方法：幼龄树从定植以后要定期进行定干，整形

和抹芽放梢；（3）控花果的管理管理方法：幼龄树

在种植第2年春季采取疏花疏果措施；（4）土壤管

理方法：采用地膜和树盘覆盖结合的方法；（5）水

分管理的方法：采取主沟深于边沟，边沟深于厢

沟的原则。本发明能够解决一般沃柑在幼龄树期

间易感溃疡病，未进行改土工作易造成树体结果

率不高，果树生长缓慢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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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沃柑幼龄树的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幼龄树的施肥方法：对幼龄树的施肥方法分种植3年内的施用，并且每年要进行扩

穴改土：

a.种植第1年施肥方法：幼龄树在第一次梢转绿后，用质量浓度为0.3％的平衡型水溶

肥，每株施4.5～5kg；萌芽抽梢前15天按按第一次梢转绿的施肥方法施一次，自剪后按第一

次梢转绿的施肥方法再施一次，每次的施肥量逐次增加0.5kg；在3月上旬开始，选下雨前

后，按月交替施30～50g尿素或50g生物有机肥，一年至少施肥5次；每次梢壮梢期结合病虫

害防治根外喷施1～2次叶面肥，施肥时要距树干15～20cm；

b.种植第2年施肥方法：在春节前施冬肥，结合扩穴改土进行，每株每次交替施撒施50

～100g尿素或100～150g生物有机肥，每株每次尿素施用量不超过100g；施肥时要距树干15

～20cm；每次的施肥量逐次增加0.5kg；一年至少施肥5次；

c.种植第3年施肥方法：若种植后第3年不计划挂果的，施肥方法同种植第2年施肥方

法；

d.每年进行扩穴改土的方法：在树冠滴水线外，紧接着原来的改土穴或沟的外缘进行

开穴或壕沟，穴或沟的深度为50～80cm，宽度为0.5～1m，使见到根系；每年轮换改土位置，

逐年分期进行，在植株的一侧或两侧进行，并在丰产前完成全园改土；所述改土材料按重量

份数比包括：20-30份粗纤维有机物，60-70份腐熟的禽畜粪，1-10份麸肥，按每株分层施入

改土材料20～30kg，将改土材料分成2～3层，每层加适量石灰，最上层加入过磷酸钙0.5～

1kg；

（2）整形修剪方法：幼龄树从定植以后要定期进行定干、整形和抹芽放梢:

a.定干的方法：定植成活后，在离地面30～50cm，枝梢中部芽饱满处短截定干；短截后

剪口芽以下10～15cm之间为整形带，整形带以下即为主干；在所述主干上萌发的枝、芽需要

及时抹去，保持主干在进入投产后有30cm以上的高度；

b.整形的方法：第一年在整形带内选不同方位的3～4个长势一致的枝梢培养成一级主

枝；以后每趟梢均选留3～4个长势均匀，分布合理的枝梢，在每次梢老熟时，短剪并留下20

～25cm并包含6～8片叶的枝梢，促下一批新梢萌发，以此形成二级、三级、四级主枝；准备来

年投产的树，秋梢老熟后不能短剪；对枝条直立的植株，在新梢老熟后或萌发前用细绳将主

枝拉成50°左右，松绑后恢复45°，25～30天后解开细绳，使树冠开张；

c.抹芽放梢的方法：每次基梢自剪前适当摘心，以加快枝梢老熟；枝梢老熟后，留20～

25cm枝干并留下6～8片叶进行短剪，促下一批新梢萌发，在新芽长至5～6cm时及时疏去过

多的弱芽，疏芽时考虑芽的着生方向，每条基梢上只留2～3条分布合理的健壮芽；每次疏芽

时每个位点选留长势均匀的一条新梢；如此循环，至投产时培养秋梢超过100条以上，进入

初挂果期；梢期的时间安排：定植后第1年、第2年每年留5次梢，放梢时间：春梢2月，夏梢5月

上旬,第2次夏梢5月底至6月上旬，秋梢8月中旬、9月底至10月上旬；第3年幼龄结果树留3次

梢，放梢时间：春梢2月、夏梢6月下旬至7月上旬、秋梢8月下旬至9月上中旬；

（3）控花果的管理管理方法：幼龄树在种植第2年春季采取疏花疏果措施：

a.喷植物生长调节剂及灌水：在冬季最后一次梢开始老熟时喷质量分数为50ppm的赤

霉酸和250ppm的尿素，喷1～2次；如果冬旱要灌水或加施氮肥，保持树势旺盛，能有效控制

来年春季开花，促发大量春梢营养枝；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192487 A

2



b.施速效氮肥及疏蕾疏果：在春季抽春梢前9～12天施速效氮肥，如果以上措施都没有

做到位，并已成花的，需要人工及时摘除花蕾、幼果，促进快速抽梢；

（4）土壤管理方法：采用地膜和树盘覆盖结合的方法：

a.地膜覆盖的方法：地膜选用黑膜或银灰膜或防草地布或吸水绒布；地膜覆盖全园进

行，只留主干周围少部分祼露不盖；地膜覆盖只适合采用2～3年，树冠扩大后取出，以利于

根系生长；

b.树盘覆盖的方法：对树冠下的树盘应进行铺草覆盖，铺草厚度为10～20cm；每年要新

增覆盖物，补充腐烂分解的部分；

（5）水分管理的方法：采取主沟深于边沟，边沟深于厢沟的原则，即主沟不低于60×

60cm，边沟不低于40×40cm，厢沟不低于20×20cm；同时坡地要将土回填到厢面上以避免坡

地悬根，不耐旱、耐脊；春夏多雨季节要及时排除积水；秋冬遇旱要及时灌水、覆盖保湿；次

年要挂果的树在秋梢老熟后注意控水，以抑制冬梢和促进花芽分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沃柑幼龄树的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粗纤维有机物

为绿肥或树枝叶或杂草或山草。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沃柑幼龄树的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叶面肥为

0.4%-0.5%硫酸锌溶液。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沃柑幼龄树的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覆盖物为地布

或稻草或麦秆或蔗叶或山草。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沃柑幼龄树的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该生物有机肥

按重量份数比包括：蘑菇渣6-10份，薄荷叶4-6份，鸡粪4-8份，玉米秸秆8-10份；纳豆粉0.5-

3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沃柑幼龄树的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质量浓度为

0.3％的平衡型水溶肥通过水肥一体化设施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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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沃柑幼龄树的管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沃柑生产管理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沃柑幼龄树的管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沃柑是“坦普尔”橘橙与“丹西”红橘的杂交种。该品种属于晚熟杂交柑桔品种。生

长势强，树冠初期呈自然圆头形，结果后逐步开张，枝梢上具短刺。沃柑早结丰产，在广西南

宁，三年生果树的株产量以达到50-100kg，五年生果树株产以达到100-150kg，丰产期亩产

达3500kg以上，面积大的果园收获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另外，沃柑不仅味道香甜，还具

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含有溶性固形物13.3％，滴定酸0.58％，转化糖12.76克  /100毫升，

还原糖6.84克/100毫升，Vc含量23.69毫克/100毫升，固酸比22.9。可食率  76.62％，出汁率

59.56％。

[0003] 沃柑在定植后至开花结果前称为幼龄树。由于沃柑非常容易成花，进入结果期的

关键在于幼树树冠，枝梢结构的培养。在肥水充足的情况下，一般种植2～3年左右，进入试

果期。而沃柑在幼龄树期间易感溃疡病，且一般南方的沃柑果园是在贫瘠的桉树林和甘蔗

地上改种的，土壤备耕工作不到位，一般幼龄树未进行改土工作，易造成树体结果率不高、

果树生长缓慢。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沃柑幼龄树的管理方法，解决一般沃柑在幼龄树期间

易感溃疡病，未进行改土工作易造成树体结果率不高，果树生长缓慢的技术问题。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提供了一种沃柑幼龄树的管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幼龄树的施肥方法：对幼龄树的施肥方法分种植3年内的施，并且每年要进行扩穴

改土：

a.种植第1年施肥方法：幼龄树在第一次梢转绿后，用质量浓度为0.3％的平衡型水溶

肥，每株施4.5～5kg；萌芽抽梢前15天按第一次梢转绿的施肥方法施一次，自剪后按第一次

梢转绿的施肥方法再施一次，每次的施肥量逐次增加0.5kg；在3月上旬开始，选下雨前后，

按月交替施30～50g尿素或50g生物有机肥，一年至少施肥5次；每次梢壮梢期结合病虫害防

治根外喷施1～2次叶面肥，施肥时要距树干15～20公分；

b.种植第2年施肥方法：在春节前施冬肥，结合扩穴改土进行，每株每次交替施撒施50

～  100克尿素或100～150克生物有机肥，每株每次尿素施用量不超过100g；施肥时要距树

干15～20公分；每次的施肥量逐次增加0.5kg；一年至少施肥5次；

c.种植第3年施肥方法：若种植后第3年不计划挂果的，施肥方法同种植第2年施肥方

法；

d.每年进行扩穴改土的方法：在树冠滴水线外，紧接着原来的改土穴或沟的外缘进行

开穴或壕沟，穴或沟的深度为50～80cm，宽度为0.5～1m，使见到根系；每年轮换改土位置，

逐年分期进行，在植株的一侧或两侧进行，并在丰产前完成全园改土；所述改土材料按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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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数比包括：20-30份粗纤维有机物，60-70份腐熟的禽畜粪，1-10份麸肥，按每株分层施入

改土材料20～30kg，将改土材料分成2～3层，每层加适量石灰，最上层加入过磷酸钙  0.5～

1kg；

(2)整形修剪方法：幼龄树从定植以后要定期进行定干、整形和抹芽放梢:

a.定干的方法：定植成活后，在离地面30～50cm，枝梢中部芽饱满处短截定干；短截后

剪口芽以下10～15cm之间为整形带，整形带以下即为主干；在所述主干上萌发的枝、芽需要

及时抹去，保持主干在进入投产后有30cm以上的高度；

b.整形的方法：第一年在整形带内选不同方位的3～4个长势一致的枝梢培养成一级主

枝；以后每趟梢均选留3～4个长势均匀，分布合理的枝梢，在每次梢老熟时，短剪并留下20

～  25cm并包含6～8片叶的枝梢，促下一批新梢萌发，以此形成二级、三级、四级主枝；准备

来年投产的树，秋梢老熟后不能短截；对枝条直立的植株，在新梢老熟后或萌发前用细绳将

主枝拉成50°左右，松绑后恢复45°，25～30天后解开细绳，使树冠开张；

c.抹芽放梢的方法：每次基梢自剪前适当摘心，以加快枝梢老熟；枝梢老熟后，留20～ 

25cm枝干并留下6～8片叶进行短截，促下一批新梢萌发，在新芽长至5～6cm时及时疏去过

多的弱芽，疏芽时考虑芽的着生方向，每条基梢上只留2～3条分布合理的健壮芽；每次疏芽

时每个位点选留长势均匀的一条新梢；如此循环，至投产时培养秋梢超过100条以上，进入

初挂果期；梢期的时间安排：定植后第1年、第2年每年留5次梢，放梢时间：春梢2  月，夏梢5

月上旬,第2次夏梢5月底至6月上旬，秋梢8月中旬、9月底至10月上旬；第  3年幼龄结果树留

3次梢，放梢时间：春梢2月、夏梢6月下旬至7月上旬，秋梢8月下旬至9月上中旬；

(3)控花果的管理管理方法：幼龄树在种植第2年春季采取疏花疏果措施：

a.喷植物生长调节剂及灌水：在冬季最后一次梢开始老熟时喷质量分数为50ppm的赤

霉酸和  250ppm加尿素，喷1～2次；如果冬旱要灌水或加施氮肥，保持树势旺盛，能有效控制

来年春季开花，促发大量春梢营养枝；

b.施速效氮肥及疏蕾疏果：在春季抽春梢前9～12天施速效氮肥，加速春梢生长，削弱

花蕾、幼果生长；如果以上措施都没有做到位，并已成花的，需要人工及时摘除花蕾、幼果，

促进快速抽梢；

(4)土壤管理方法：采用地膜和树盘覆盖结合的方法：

a.地膜覆盖的方法：地膜选用黑膜或银灰膜或防草地布或吸水绒布；地膜覆盖全园进

行，只留主干周围少部分祼露不盖；地膜覆盖只适合采用2～3年，树冠扩大后取除，以利于

根系生长；

b.树盘覆盖的方法：对树冠下的树盘进行铺草覆盖，铺草厚度为10～20cm；每年要新增

覆盖物，补充腐烂分解的部分；

(5)水分管理的方法：采取主沟深于边沟，边沟深于厢沟的原则，即主沟不低于60× 

60cm，边沟不低于40×40cm，厢沟不低于20×20cm；同时坡地要将土回填到厢面上以避免坡

地悬根，不耐旱、耐脊；春夏多雨季节要及时排除积水；秋冬遇旱要及时灌水、覆盖保湿；次

年要挂果的树在秋梢老熟后注意控水，以抑制冬梢和促进花芽分化。

[0006] 特别的，所述粗纤维有机物为绿肥或树枝叶或杂草或山草。

[0007] 特别的，所述叶面肥为0.4％-0.5％硫酸锌溶液。

[0008] 特别的，所述覆盖物为地布或稻草或麦秆或蔗叶或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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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特别的，所述该生物有机肥按重量份数比包括：蘑菇渣6-10份，薄荷叶4-6份，鸡粪

4-8份，玉米秸秆8-10份；纳豆粉0.5-3份。

[0010] 特别的，所述质量浓度为0.3％的平衡型水溶肥通过水肥一体化设施淋施。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1.本发明的施肥方法和土壤管理方法控制氮肥的施用量，能够防止幼龄树患溃疡病；

能够扩大有效土层，培肥土壤,保水增肥,防止水土流失，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酸

碱度，增加近根系的土壤肥力，使沃柑根系能够得到充分扩展，形成深、广、密的强大根群，

保证地上部分的生长；幼龄树生长速度良好。

[0012] 2.本发明的整形修剪方法促新梢萌发，以实现迅速形成树冠；能够保留延长枝和

辅养枝，培养出多开花结果的优良母枝，结果率高，结果品质优良，产量高。

[0013] 3.本发明的水分管理能够抑制冬梢和促进花芽分化。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能更易于被

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的界定。

[0015] 实施例：

2015年12月10日于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九联村采用上述沃柑幼龄树的管理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1)幼龄树的施肥方法：对幼龄树的施肥方法分种植3年内的施用，并且每年要进行扩

穴改土：

a.种植第1年施肥方法：幼龄树在第一次梢转绿后，用质量浓度为0.3％的平衡型水溶

肥通过水肥一体化设施淋施，每株施5kg；萌芽抽梢前15天按第一次梢转绿的施肥方法施一

次，自剪后按第一次梢转绿的施肥方法再施一次，每次的施肥量逐次增加0.5kg；在3月上旬

开始，选下雨前后，按月交替施50g尿素或50g生物有机肥，该生物有机肥按重量份数比包

括：蘑菇渣10份，薄荷叶6份，鸡粪8份，玉米秸秆10份；纳豆粉3份。一年至少施肥  5次；每次

梢壮梢期结合病虫害防治根外喷施2次叶面肥，叶面肥为0.4％-0.5％硫酸锌溶液；施肥时

要距树干20cm。

[0016] b.种植第2年施肥方法：在春节前施冬肥，结合扩穴改土进行，每株每次交替施撒

施  100g尿素或150g生物有机肥，每株每次尿素施用量不超过100g；施肥时要距树干15～ 

20cm；每次的施肥量逐次增加0.5kg；一年施肥8次。

[0017] c.种植第3年施肥方法：若种植后第3年不计划挂果的，施肥方法同种植第2年施肥

方法。

[0018] d .每年进行扩穴改土的方法：在树冠滴水线外，紧接着原来的改土沟的外缘进行

壕沟，沟的深度为70cm，宽度为1m，并能够看到根部；每年轮换改土位置，逐年分期进行，在

植株的两侧进行，并在丰产前完成全园改土；所述改土材料按重量份数比包括：20份粗纤维

有机物，70份腐熟的禽畜粪，10份麸肥，按每株分层施入改土材料30kg，将改土材料分成3

层，每层加适量石灰，最上层加入过磷酸钙1kg；粗纤维有机物为树枝叶。

[0019] (2)整形修剪方法：幼龄树从定值以后要定期进行定干，整形和抹芽放梢:

a.定干的方法：定植成活后，在离地面40cm，枝梢中部芽饱满处短截定干；短截后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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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以下10～15cm之间为整形带，整形带以下即为主干；在所述主干上萌发的枝、芽需要及时

抹去，保持主干在进入投产后有30cm以上的高度。

[0020] b.整形的方法：第一年在整形带内选不同方位的3～4个长势一致的枝梢培养成一

级主枝；以后每趟梢均选留3～4个长势均匀，分布合理的枝梢，在每次梢老熟时，短剪并留

下20～25cm并包含6～8片叶的枝梢，促下一批新梢萌发，以此形成二级、三级、四级主枝；准

备来年投产的树，秋梢老熟后不能短剪；对枝条直立的植株，在新梢老熟后用细绳将主枝拉

成50°左右，松绑后恢复45°，25～30天后解开细绳，使树冠开张。

[0021] c.抹芽放梢的方法：每次基梢自剪前适当摘心，以加快枝梢老熟；枝梢老熟后，留 

20～25cm枝干并留下6～8片叶进行短剪，促下一批新梢萌发，在新芽长至5～6cm时及时疏

去过多的弱芽，疏芽时考虑芽的着生方向，每条基梢上只留2～3条分布合理的健壮芽；每次

疏芽时每个位点选留长势均匀的一条新梢；如此循环，至投产时培养秋梢超过100条以上，

进入初挂果期；梢期的时间安排：定植后第1年、第2年每年留5次梢，放梢时间：春梢2月，夏

梢5月上旬,第2次夏梢5月底至6月上旬，秋梢8月中旬、9月底至10月上旬；第3年幼龄结果树

留3次梢，放梢时间：春梢2月、夏梢6月下旬至7月上旬，秋梢8  月下旬至9月上中旬。

[0022] (3)控花果的管理管理方法：幼龄树在种植第2年春季采取疏花疏果措施：

a.喷植物生长调节剂及灌水：在冬季最后一次梢开始老熟时喷质量分数为50ppm的赤

霉酸和  250ppm的尿素，喷1～2次；如果冬旱加施氮肥，保持树势旺盛，能有效控制来年春季

开花，促发大量春梢营养枝。

[0023] b.施速效氮肥及疏蕾疏果：在春季抽春梢前9～12天施速效氮肥，加速春梢生长，

削弱花蕾、幼果生长；如果以上措施都没有做到位，并已成花的，需要人工及时摘除花蕾、幼

果，促进快速抽梢。

[0024] (4)土壤管理方法：采用地膜和树盘覆盖结合的方法：

a.地膜覆盖的方法：地膜选用黑膜；地膜覆盖全园进行，只留主干周围少部分祼露不

盖；地膜覆盖只适合采用2～3年，树冠扩大后取除，以利于根系生长。

[0025] b.树盘覆盖的方法：对树冠下的树盘进行铺草覆盖，铺草厚度为10～20cm；每年要

新增覆盖物，补充腐烂分解的部分；覆盖物为稻草。

[0026] (5)水分管理的方法：采取主沟深于边沟，边沟深于厢沟的原则，即主沟不低于60 

×60cm，边沟不低于40×40cm，厢沟不低于20×20cm；同时坡地要将土回填到厢面上以避免

坡地悬根，不耐旱、耐脊；春夏多雨季节要及时排除积水；秋冬遇旱要及时灌水、覆盖保湿；

次年要挂果的树在秋梢老熟后注意控水，以抑制冬梢和促进花芽分化。

[0027] 以下记载了本实施例以及沃柑种植方法的定植时间、第一年树冠、第二年树冠、第

三年树冠、结果个数及产量。

[0028] 如下表1所示，本实施例同对比的沃柑种植方法同一天2016年1月2日在南宁市武

鸣区城厢镇九联村的不同地点、地表坡度相同的情况下进行定植。在2017年1月3日对沃柑

幼龄树进行定植第一年后树冠的测量，采用本实施例沃柑幼龄树管理方法的沃柑幼龄树平

均株高、平均南北冠长和平均东西冠长明显大于采用一般沃柑幼龄树种植方法的沃柑幼龄

树；在2018年1月3日对沃柑幼龄树进行定植第二年后树冠的测量及单株产量的统计，采用

本实施例沃柑幼龄树管理方法的沃柑幼龄树平均株高、平均南北冠长、平均东西冠长和单

株产量与采用一般沃柑幼龄树种植方法的沃柑幼龄树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2019年1月3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10192487 A

7



日对沃柑幼龄树进行定植第三年后树冠的测量及单株产量的统计时，采用本实施例沃柑幼

龄树管理方法的沃柑幼龄树的单株产量实现飞跃进步，平均株高、平均南北冠长和平均东

西冠长也与采用一般沃柑幼龄树种植方法的沃柑幼龄树拉了一定距离。

[0029] 表1本实施例沃柑种植方法与沃柑种植方法定植树冠及产量的对比表

注：表1的株高、南北冠长、东西冠长及单株产量都为每亩沃柑上述平均值。

[0030] 检测得出，采用本实施例幼龄树方法的幼龄树的溃疡病发病率为1.3％；采用一般

幼龄树管理方法的幼龄树的溃疡病发病率为19.3％。

[0031] 综上，本实施例沃柑幼龄树管理方法有效防治溃疡病，能够培肥土壤、保水增肥、

防止水土流失，使沃柑根系能够得到充分扩展，幼龄树生长速度良好，结果率高，结果品质

优良，产量高。

[0032] 虽然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但是专利所有者以在所附权利要求的范围之内做

出各种变形或修改，只要不超过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描述的保护范围，都应当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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