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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梨树“梳状篱壁形”树形及其整形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果树栽培学技术领域，涉及一种

梨树“梳状篱壁形”树形及其整形方法。一种梨树

“梳状篱壁形”树形，梨树总高不超过3.5m，梨树

中心主干高度为0.3~0.4m，所述中心主干两侧配

备两根主枝，所述主枝长度为1.5m，主枝的基部

与水平方向的夹角为30°，主枝的前端呈水平状

态；主枝上配备若干个直立结果枝，所述结果枝

在主枝上呈梳齿状铺开，结果枝之间的距离为

0.3m。该树形将棚架形梨树的平面结果改为紧凑

型立体结果，结果更多且不同位置的果实品质差

异较小，产量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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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梨树“梳状篱壁形”树形，其特征在于，梨树总高不超过3.5m，梨树中心主干高度

为0.3~0.4m，所述中心主干两侧配备两根主枝，所述主枝长度为1.5m，主枝的基部与水平方

向的夹角为30°，主枝的前端呈水平状态；主枝上配备若干个直立结果枝，所述结果枝在主

枝上呈梳齿状铺开，结果枝之间的距离为0.3m；

所述梨树“梳状篱壁形”树形的整形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架式搭建：在定植行每隔9m设置一根4m长的钢管，钢管埋入地下0.5m，并以钢

筋混凝土浇筑固定；钢管上距离地面0.75m、1.5m、2.5m和3.5m的位置分别打孔，并牵引钢丝

用于固定主枝、结果枝或防鸟网；

步骤二、树苗定植：按照行距2.5m、株距3m，及第一棵树苗距第一根钢管1.5m进行定植

梨树幼苗；

步骤三、主枝的培养：第一年早春定植后，在梨树高0.3~0.4m处进行定干处理；发芽长

出新梢后，选留2个新梢以培养成2个主枝，加强肥水管理，促进新梢长成1.5m的主枝，其余

新梢留成熟叶摘心；选留的新梢长到0.5m时，加竹竿固定，使新梢朝向45度角方向生长；第

一年9月份将主枝向下压至基部与水平方向呈30度夹角，将主枝的前端压至水平并绑缚固

定在高度为0.75m的钢丝上；

步骤四、结果枝的培养：第二年春季萌芽前，在主枝上每隔0.3m进行刻芽处理，加强肥

水管理，促进芽萌发和新梢生长，培养结果枝；在结果枝生长到0.5m时进行绑缚，以保持结

果枝直立生长，并对结果枝进行修剪。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梨树“梳状篱壁形”树形，其特征在于，所述修剪是指依据

结果枝生长势的强弱，在冬季修剪时对结果枝先端萌发的一年生枝条进行处理，若结果枝

强旺，则疏除强旺的一年生枝，选留相对弱小的一年生枝作为结果枝延长头；若结果枝衰

弱，则选留强枝短截后做延长头；其余先端的一年生枝条则予以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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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梨树“梳状篱壁形”树形及其整形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果树栽培学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梨树“梳状篱壁形”树形及其整形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梨是国际性的大宗果树作物，也是我国第二大落叶果树。我国梨的栽培面积和产

量均居世界第一，约占世界的70％以上。传统上，我国梨树的栽培树形主要有疏散分层形、

开心型和纺锤形等。这些树形通常树体高大，不便于田间管理作业，导致树形逐步变乱，结

果性能和果实品质逐年下降。

[0003] 上世纪90年代引入架式栽培后，又出现了水平棚架形、Y字形等树形。架式栽培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树体高度，保证了果实品质，不过这些树形整形相对困难，结果枝的诱引和

配置较为困难，特别是水平棚架树形的塑造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完成，早期丰产性较差。此

外，水平棚架需要果园作业人员仰面、举手作业，非常辛苦；向行间斜伸的架式，如Y字形，减

轻了作业人员的操作难度，但又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机械作业。

[0004] 如何在现有树形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创新，形成一套产量高、品质好、作业更轻

松、且便于果园作业人员学习掌握的新树形，显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梨树“梳状篱壁形”树形，另一目的是提供一种梨树“梳状

篱壁形”树形的整形方法，该树形将棚架形梨树的平面结果改为紧凑型立体结果，结果更多

且不同位置的果实品质差异较小，产量也更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本发明提供一种梨树“梳状篱壁形”树形，梨树总高不超过3.5m，梨树中心主干高

度为0.3～0.4m，所述中心主干两侧配备两根主枝，所述主枝长度为1.5m，主枝的基部与水

平方向的夹角为30°，主枝的前端呈水平状态；主枝上配备若干个直立结果枝，所述结果枝

在主枝上呈梳齿状铺开，结果枝之间的距离为0.3m。

[0008]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梨树“梳状篱壁形”树形的整形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步骤一、架式搭建：在定植行每隔9m设置一根4m长的钢管，钢管埋入地下0.5m，并

以钢筋混凝土浇筑固定；钢管上距离地面0.75m、1.5m、2.5m和3.5m的位置分别打孔，并牵引

钢丝用于固定主枝、结果枝或防鸟网；

[0010] 步骤二、树苗定植：按照行距2.5m、株距3m，及第一棵树苗距第一根钢管1.5m进行

定植梨树幼苗；

[0011] 步骤三、主枝的培养：第一年早春定植后，在梨树高0.3～0.4m处进行定干处理；发

芽长出新梢后，选留2个新梢以培养成2个主枝，加强肥水管理，促进新梢长成1.5m的主枝，

其余新梢留成熟叶摘心；选留的新梢长到0.5m时，加竹竿固定，使新梢朝向45度角方向生

长；第一年9月份将主枝向下压至基部与水平方向呈30度夹角，将主枝的前端压至水平并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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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固定在高度为0.75m的钢丝上；

[0012] 步骤四、结果枝的培养：第二年春季萌芽前，在主枝上每隔0.3m进行刻芽处理，加

强肥水管理，促进芽萌发和新梢生长，培养结果枝；在结果枝生长到0.5m时进行绑缚，以保

持结果枝直立生长，并对结果枝进行修剪。

[0013] 进一步地，所述修剪是指依据结果枝生长势的强弱，在冬季修剪时对结果枝先端

萌发的一年生枝条进行处理，若结果枝强旺，则疏除强旺的一年生枝，选留相对弱小的一年

生枝作为结果枝延长头；若结果枝衰弱，则选留强枝短截后做延长头；其余先端的一年生枝

条则予以疏除。

[0014] 相比现有技术，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5] 1.本发明将棚架形梨树的平面结果改为紧凑型立体结果，结果更多且不同位置的

果实品质差异较小，产量也更高。

[0016] 2.本发明梨树为“梳状篱壁树形”，其结果枝是直立生长的，整形时只需要将主枝

按45度角到30度角进行压弯，因此相比“龙干式Y形”，“梳状篱壁形”整形更容易，整形时间

总体上节省了1年；另外，结果枝直立生长，维持了较强的生长势，其上萌发的徒长枝并不

多，更容易集中养分供应给果实，生产品质更好的果实，果实品质总体比“龙干式Y形”要高。

[0017] 3.由于“梳状篱壁形”属于直立平面，极大地减少了工作人员在田间作业时弯腰、

仰头的频率，也更便于机械化作业，所以本发明地面管理、花果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果园管

理工作更为简便，成本也大大降低。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第一年春季新梢生长成主枝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第一年九月对主枝进行下压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梨树“梳状篱壁形”树形的单株树形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若为特别指明，实

施例中所用技术手段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常规手段。

[0022] 选用梨树为“中梨1号”，梨种苗选择标准：主根25cm以上，至少要有3个侧根、侧根

长度15cm以上，根茎部位粗度0.5cm以上，枝条充实、芽体饱满。

[0023] 实施例1

[0024] 如图1～图3所示，一种梨树“梳状篱壁形”树形，梨树总高为3m，梨树中心主干高度

为0.3m，中心主干两侧配备两根主枝，主枝长度为1.5m，主枝的基部与水平方向的夹角为

30°，主枝的前端呈水平状态；主枝上配备4个直立结果枝，结果枝在主枝上呈梳齿状铺开，

结果枝之间的距离为0.3m。

[0025] 上述梨树“梳状篱壁形”树形的整形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步骤一、架式搭建：在定植行每隔9m设置一根4m长的钢管，钢管埋入地下0.5m，并

以钢筋混凝土浇筑固定；钢管上距离地面0.75m、1.5m、2.5m和3.5m的位置分别打孔，并牵引

钢丝用于固定主枝、结果枝或防鸟网。

[0027] 步骤二、树苗定植：2014年早春按照行距2.5m、株距3m，及第一棵树苗距第一根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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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1.5m进行定植梨树幼苗。

[0028] 步骤三、主枝的培养：2014年早春定植后，在梨树高0.3m处进行定干处理；发芽长

出新梢后，选留2个生长势最好的新梢培养成2个主枝，其余新梢留成熟叶摘心。在5月中旬

每株施氮肥10～20g，然后每隔半个月施一次N、P、K复合肥、每次每株施20g左右，同时加强

病虫害的防治，主要防治蚜虫、金龟子等害虫。选留的新梢长到0.5m时，加竹竿固定，使新梢

朝向45度角方向生长；第一年9月份大部分幼树的2个主枝已长到1.5m。此时趁主枝枝条尚

软，处于韧性较好的阶段，小心将主枝下压至基部与水平方向呈30度夹角，并将主枝的前端

进一步压至水平并绑缚固定在高度为0.75m的钢丝上。

[0029] 步骤四、结果枝的培养：2015年春季萌芽前，在主枝上每隔0.3m、芽尖前方0.5cm的

位置，用刀或锯条进行刻芽处理，每个主枝刻伤4次，伤及木质部，伤口长度达到刻伤部位枝

条周长的二分之一。全年施N、P、K复合肥3～5次，每次每株施20g左右，促进芽萌发和新梢生

长成4个结果枝。在结果枝生长到0.5m时进行绑缚；以后按照结果枝的生长高度，分别将结

果枝绑缚固定在高度为1.5m和2.5m的钢丝上，以保持结果枝直立生长。在3.5m高度的钢丝

上固定防鸟网。依据结果枝生长势的强弱，在冬季修剪时对结果枝先端萌发的一年生枝条

进行处理，若结果枝强旺，则疏除强旺的一年生枝，选留相对弱小的一年生枝作为结果枝延

长头；若结果枝衰弱，则选留强枝短截后做延长头；其余先端的一年生枝条则予以疏除；经

修剪后梨树总高为3m。

[0030] 以“中梨1号”品种为例，比较“龙干式Y形”和“梳状篱壁形”的树形参数，如表1和表

2所示。

[0031] 表1“龙干式Y形”和“梳状篱壁形”的树形参数对比

[0032]

[0033] 由表1可知，“龙干式Y形”每亩种植44棵树，而“梳状篱壁形”每亩种植88棵树，相当

于将“龙干式Y形”的两个斜面扶直进行栽培。这样在同样的面积上增加了一倍的植株，意味

着整形会更快，同时负责吸收水分和养分的根系也增加了一倍，更有利于早期丰产。由于

“龙干式Y形”树形在整形时需要将主枝(即龙干)和结果枝按照水平和45度角分别压弯，而

“梳状篱壁形”结果枝是直立生长的，只需要将主枝按45度角到30度角进行压弯，因此“梳状

篱壁形”比“龙干式Y形”整形更容易，总体上节省了1年时间。此外，“龙干式Y形”为平面结

果，而“梳状篱壁形”则为紧凑型立体结果，结果更多且不同位置的果实品质差异较小，因此

“梳状篱壁形”产量明显更高。

[0034] 表2“龙干式Y形”和“梳状篱壁形”的果实品质和成本指标比较

[0035]

[0036] 由表2可知，尽管“龙干式Y形”为平面结果，通风透光条件更好，但是总体上树体生

长势稍弱，且由于其内堂着生的徒长枝远多于“梳状篱壁形”，消耗了较多的养分，所以其果

实平均单果重明显小于“梳状篱壁形”，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也略低于“梳状篱壁形”。“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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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篱壁形”树形由于结果枝直立生长，本身维持了较强的生长势，所以其上萌发的徒长枝并

不多，远少于“龙干式Y形”，更容易集中养分供应给果实，生产品质更好的果实，果实品质总

体比“龙干式Y形”要高。同时由于“梳状篱壁形”属于直立平面，极大地减少了工作人员在田

间作业时弯腰、仰头的频率，也更便于机械化作业，所以地面管理、花果管理、病虫害防治等

果园管理工作更为简便，成本也大大降低。

[0037] 实施例2

[0038] 一种梨树“梳状篱壁形”树形，梨树总高为3.5m，梨树中心主干高度为0.4m，中心主

干两侧配备两根主枝，主枝长度为1.5m，主枝的基部与水平方向的夹角为30°，主枝的前端

呈水平状态；主枝上配备4个直立结果枝，结果枝在主枝上呈梳齿状铺开，结果枝之间的距

离为0.3m。

[0039] 上述梨树“梳状篱壁形”树形的整形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0] 步骤一、架式搭建：在定植行每隔9m设置一根4m长的钢管，钢管埋入地下0.5m，并

以钢筋混凝土浇筑固定；钢管上距离地面0.75m、1.5m、2.5m和3.5m的位置分别打孔，并牵引

钢丝用于固定主枝、结果枝或防鸟网。

[0041] 步骤二、树苗定植：2014年早春按照行距2.5m、株距3m，及第一棵树苗距第一根钢

管1.5m进行定植梨树幼苗。

[0042] 步骤三、主枝的培养：2014年早春定植后，在梨树高0.4m处进行定干处理；发芽长

出新梢后，选留2个生长势最好的新梢以培养成2个主枝，其余新梢留成熟叶摘心。在5月中

旬每株施氮肥10～20g，然后每隔半个月施一次N、P、K复合肥、每次每株施20g左右，同时加

强病虫害的防治，主要防治蚜虫、金龟子等害虫。选留的新梢长到0.5m时，加竹竿固定，使新

梢朝向45度角方向生长；第一年9月份大部分幼树的2个主枝已长到1.5m。此时趁主枝枝条

尚软，处于韧性较好的阶段，小心将主枝下压至基部与水平方向呈30度夹角，并将主枝的前

端进一步压至水平并绑缚固定在高度为0.75m的钢丝上。

[0043] 步骤四、结果枝的培养：2015年春季萌芽前，在主枝上每隔0.3m、芽尖前方0.5cm的

位置，用刀或锯条进行刻芽处理，每个主枝刻伤4次，伤及木质部，伤口长度达到刻伤部位枝

条周长的二分之一。全年施N、P、K复合肥3～5次，每次每株施20g左右，促进芽萌发和新梢生

长成4个结果枝。在结果枝生长到0.5m时进行绑缚；以后按照结果枝的生长高度，分别将结

果枝绑缚固定在高度为1.5m和2.5m的钢丝上，以保持结果枝直立生长。在3.5m高度的钢丝

上固定防鸟网。依据结果枝生长势的强弱，在冬季修剪时对结果枝先端萌发的一年生枝条

进行处理，若结果枝强旺，则疏除强旺的一年生枝，选留相对弱小的一年生枝作为结果枝延

长头；若结果枝衰弱，则选留强枝短截后做延长头；其余先端的一年生枝条则予以疏除；经

修剪后梨树总高为3.5m。

[0044] 以上所述之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非限

制本发明实施范围，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当然可根据本说明书中所公开的技

术内容，通过置换或改变的方式轻易做出其它的实施方式，故凡在本发明的原理及工艺条

件所做的变化和改进等，均应包括于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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