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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

管理技术，本发明中通过在李树的园地选择中以

山地建园为优，主要是山地建园因海拔高而直射

光及紫外线增加，使果实色泽鲜艳，营养物质含

量高、品质佳、耐贮运、易丰产，而且在进行栽苗

时要将根系舒展开，苗木扶正，嫁接口朝迎风方

向，边填土边向上提苗、踏实，使根系与土壤充分

密接，栽植深度以嫁接口与地面相平，栽植后即

浇水封埯，从而有利于提高着果率和增加产量，

同时利用李的发枝特性，夏季还可对长新梢进行

摘心或剪梢，促讲分枝，加快枝组的培养，或缩短

整形年限，从而解决了现有的李树早产丰产调控

栽培管理技术方法可能由于栽培技术导致李树

的产量不稳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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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其特征在于：所述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

理技术的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一：园地选择，可选择山地、荒滩、平地建园，以山地建园为优；主要是山地建园因

海拔高而直射光及紫外线增加，使果实色泽鲜艳，营养物质含量高、品质佳、耐贮运、易丰

产；

步骤二：品种选择，一般选择中国李品系中的脆李和有市场前景的杂交李；

步骤三：定植密度和方式，土壤贫瘠的山地、荒滩及树冠较小的品种，可以略密植，反之

则稀，密度一般为3×4米或2×4米，为提高座果率，主栽品种外搭配一至三个授粉品种或在

每棵树中间取一到二枝来嫁接授粉品种枝来进行异花授粉；

步骤四：栽植时期和方法，李树应在落叶后至萌芽前栽植，其方法为先定线、后挖穴，挖

穴栽植加入农家肥，再把李树苗垂直放在穴中心，把根系舒展开，让根系均匀分布在穴内的

土壤中，使根尖顺势向下，然后边填土边轻轻提动树干，使根系与土壤间没有空隙而密切接

合，苗木的根颈要略高出地面5厘米左右，回填土时要分层踏实，最后把心土填在穴面，并在

栽植穴四周用土筑成直径1米的定植圈，以便于多灌水，幼苗栽植后立即灌足定根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其特征在于：所述李树

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的土、肥、水及花果管理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一：改土，结合中耕除草每年秋冬进行扩穴，全年深翻压绿；

步骤二：施肥，幼树施肥应以薄施勤施为原则，从发芽后每月施一次速效氮肥，同时施

入适量的磷钾肥，7—8月控制肥水，促进花芽分化；9—10月施基肥，亩施有机肥2000千克+

过磷酸钙50千克；成龄树施肥：全年施肥2—3次，花前肥：开花前半月施，亩施人畜粪1500千

克、硫酸钾10千克，壮果肥：5月中下旬，早熟品种提前、中晚熟品种推后，亩施人畜粪2000千

克、尿素25千克、硫酸钾20千克，基肥：9—10月施入有机肥和磷肥，采果后树势衰弱可追施

一次恢复树势；

步骤三：灌水控水，干旱适度灌水、果园覆草，雨季及时排水，注意控水，保持田间持水

量；

步骤四：喷施15%多效唑300倍，控制新梢徒长，形成大量花芽；

步骤五：推行人工授粉，果园放蜂技术；

步骤六：坚持疏花、疏果，确保果实品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其特征在于：所述李树

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的整形修剪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一：整形，一般推广两种树型，自然开心形和丫字形与自然开心形，自然开心形于

40至50厘米处定干，从剪口下长出的新梢中选留3至4根生长健壮，方向适宜，夹角较大的新

梢作为主枝，其余的枝条，生长旺的疏去或短截；在整个生长季节中，宜进行2至3次修剪，控

制各个枝条，使之生长均匀，Y字形宽行窄株带状栽培可用此方法，选与垂直伸向行间的两

个新梢培养为主枝，其余枝抹除或摘心；

步骤二：修剪，短截，对李树的1年生枝条剪去一部分，营养能满足供给被剪留的枝条，

疏剪，李树树冠上因枝条过密，影响通光透风，不利于花芽分化，适度从基部剪除一些枝条，

缩剪，对李树上生长势变弱的多年生枝条，进行回缩修剪，修剪每年在夏季和冬季进行，夏

季修剪一般进行3至5次，第一次在开春萌芽时进行，抹掉方向不正的芽或双芽中的弱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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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在谢花后，结合疏花，疏去过密的枝条，控制竞争枝，第三次在硬核后，对旺盛生长的枝

条进行短截，促进长出副梢，增加结果面积，冬季修剪在夏季修剪的基础上做些补充修剪。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其特征在于：所述李树

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的病虫防治的方法如下：

（1）、桃蛀螟：防治时间为6月至7月初，使用农药为25%灭幼脲3号悬浮剂1000倍液，或

2.5%功夫乳油、20%杀灭菊脂乳油3000倍液；

（2）、吸果夜蛾：从6月下旬开始，每10—15天树上喷洒5.7%百树得或保得2000倍液，共

喷4—5次；

（3）、桃蚜：防治时间为5月下旬开始，用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4000—6000倍液、1.8%阿

维菌素乳油6000—8000倍液或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2000倍喷雾；

（4）、流胶病：于旱春发芽前刮除病部，涂抹波美5度石硫合剂和伤口保护剂；

（5）、梨小食心虫：

一、物理防治

利用成虫趋光性、趋化性、趋黄性，用黑光灯、黄斑或用糖醋液诱杀成虫，并做好预测预

报工作；

二、生物防治

步骤一：于3月中旬在果园内悬挂性诱剂或性迷向素，并每个月换一次，直到8月底；

步骤二：保护果园内天敌入赤眼蜂；

三、化学防治

在萌芽前，喷波美度石硫合剂，喷主干，杀灭越冬幼虫，在4到6月幼虫孵化蛛梢前，喷施

灭幼脲、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受害严重的果园每隔10到15天用药一次；

（6）、细菌性穿孔病

步骤一：农业防治，加强水肥管理，注意排水，增施生物有机菌肥，合理修剪，改善果园

通风透光条件；

步骤二：冬季清园，秋末冬初结合修剪，剪除病枝、枯枝，清除僵果、残桩、落叶，集中烧

毁或深埋，全园喷涂石硫合剂、波尔多液、辛菌胺等药液，减少越冬病菌；

步骤三：药剂防治，发病初期可选用正生、有机铜制剂等细菌性药剂进行喷药防治；

（7）、白粉病

步骤一：农业防治，加强田间管理，合理密植，控制浇水，疏除过蜜枝和病枝，避免偏施

氮肥，使树冠通风透光；

步骤二：药剂防治，秋末冬初结合修剪，剪除病枝、枯枝，清除僵果、残桩、落叶，集中烧

毁或深埋，全园喷涂石硫合剂、波尔多液、辛菌胺等药液，减少越冬病菌；

（8）、李袋果病

重视冬季清园，冬季修剪后，及时清理枯枝落叶，全株喷雾，石硫合剂、波尔多液、辛菌

胺、正生、阿米妙收等药剂杀菌，待树干干燥后，可用松尔液态膜涂刷树干，阻隔病菌侵染，

可有效减轻第二年病害发生率，合理修剪，改善通风透光性，加强肥水管理，增施有机肥；

（9）、褐腐病

步骤一：农业防治，结合冬季清园清除树上僵果，合理修剪，加强通风透光，雨后及时排

水防治湿气滞留，合理全面施肥，增施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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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药剂防治，李树萌芽前喷洒波尔多液铲除越冬菌源，果实硬核以后可食用腐霉

利与恶霉灵、小檗碱、腈苯唑等药剂进行轮换防治。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其特征在于：所述延迟

李树落叶方法的方法如下：

步骤一：采果后立即喷21诺星1500倍或5保尔丰1200倍、或70赛生800倍、或70伊诺大生

交替使用，间隔10天，雨水多年份可加喷2次1:1:200倍波尔多液；

步骤二：加强土肥水管理，增强树势，提高树体对旱、涝、冻害的抵抗能力；及时防治枝

干病虫害，保护树体，减少伤口；对流胶病要刮除胶体，干腐病纵向划刀，然后涂抹5到10倍

菌之敌或30倍农丰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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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果树培育相关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

术。

背景技术

[0002] 李在我国栽培较广，是重要的核果类果树树种之一。果实成熟较早，品种又多，主

要供鲜销，对丰富早期果品市场具有一定的作用。李果除供鲜食外，还可加工制作蜜饯、果

干、果酱和糖水罐头等。无论鲜果或加工制品，都富有营养价值和独特风味，近年鲜李和蜜

饯等加工品均有销往港澳市场的，颇有好评。

[0003] 现有的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方法技术存在以下问题：现有的李树早产

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方法在进行培育的时候由于李树花期较早，易遭晚霜为害，同时有

的品种在某些地区栽培产量不稳定。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以解决上述背景技

术中提出的现有的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方法可能由于栽培技术导致李树的产

量不稳定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所述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的操作步

骤如下：

步骤一：园地选择，可选择山地、荒滩、平地建园，以山地建园为优。主要是山地建园因

海拔高而直射光及紫外线增加，使果实色泽鲜艳，营养物质含量高、品质佳、耐贮运、易丰

产；

步骤二：品种选择，一般选择中国李品系中的脆李和有市场前景的杂交李；

步骤三：定植密度和方式，土壤贫瘠的山地、荒滩及树冠较小的品种，可以略密植，反之

则稀，密度一般为3×4米或2×4米，为提高座果率，主栽品种外搭配一至三个授粉品种或在

每棵树中间取一到二枝来嫁接授粉品种枝来进行异花授粉；

步骤四：栽植时期和方法，李树应在落叶后至萌芽前栽植，其方法为先定线、后挖穴，挖

穴栽植加入农家肥，再把李树苗垂直放在穴中心，把根系舒展开，让根系均匀分布在穴内的

土壤中，使根尖顺势向下，然后边填土边轻轻提动树干，使根系与土壤间没有空隙而密切接

合，苗木的根颈要略高出地面5厘米左右，回填土时要分层踏实，最后把心土填在穴面，并在

栽植穴四周用土筑成直径1米的定植圈，以便于多灌水，幼苗栽植后立即灌足定根水。

[0006] 优选的，所述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的土、肥、水及花果管理操作步骤如

下：

步骤一：改土，结合中耕除草每年秋冬进行扩穴，全年深翻压绿；

步骤二：施肥，幼树施肥应以薄施勤施为原则，从发芽后每月施一次速效氮肥，同时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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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适量的磷钾肥，7—8月控制肥水，促进花芽分化；9—10月施基肥，亩施有机肥2000千克+

过磷酸钙50千克。成龄树施肥：全年施肥2—3次，花前肥：开花前半月施，亩施人畜粪1500千

克、硫酸钾10千克，壮果肥：5月中下旬，早熟品种提前、中晚熟品种推后，亩施人畜粪2000千

克、尿素25千克、硫酸钾20千克，基肥：9—10月施入有机肥和磷肥，采果后树势衰弱可追施

一次恢复树势；

步骤三：灌水控水，干旱适度灌水、果园覆草，雨季及时排水，注意控水，保持田间持水

量；

步骤四：喷施15%多效唑300倍，控制新梢徒长，形成大量花芽；

步骤五：推行人工授粉，果园放蜂技术；

步骤六：坚持疏花、疏果，确保果实品质。

[0007] 优选的，所述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的整形修剪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一：整形，一般推广两种树型，自然开心形和丫字形与自然开心形，自然开心形于

50至60厘米处定干，从剪口下长出的新梢中选留3至4根生长健壮，方向适宜，夹角较大的新

梢作为主枝，其余的枝条，生长旺的疏去或短截。在整个生长季节中，宜进行2至3次修剪，控

制各个枝条，使之生长均匀，Y字形宽行窄株带状栽培可用此方法，选与垂直伸向行间的两

个新梢培养为主枝，其余枝抹除或摘心；

步骤二：修剪，短截，对李树的1年生枝条剪去一部分，营养能满足供给被剪留的枝条，

疏剪，李树树冠上因枝条过密，影响通光透风，不利于花芽分化，适度从基部剪除一些枝条，

缩剪，对李树上生长势变弱的多年生枝条，进行回缩修剪，修剪每年在夏季和冬季进行，夏

季修剪一般进行3至5次，第一次在开春萌芽时进行，抹掉方向不正的芽或双芽中的弱芽，第

二次在谢花后，结合疏花，疏去过密的枝条，控制竞争枝，第三次在硬核后，对旺盛生长的枝

条进行短截，促进长出副梢，增加结果面积，冬季修剪在夏季修剪的基础上做些补充修剪。

[0008] 优选的，所述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的病虫防治的方法如下：

（1）、桃蛀螟：防治时间为6月至7月初，使用农药为25%灭幼脲3号悬浮剂1000倍液，或

2.5%功夫乳油、20%杀灭菊脂乳油3000倍液；

（2）、吸果夜蛾：从6月下旬开始，每10—15天树上喷洒5.7%百树得或保得2000倍液，共

喷4—5次；

（3）、桃蚜：防治时间为5月下旬开始，用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4000—6000倍液、1.8%阿

维菌素乳油6000—8000倍液或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2000倍喷雾；

（4）、流胶病：于旱春发芽前刮除病部，涂抹波美5度石硫合剂和伤口保护剂；

（5）、梨小食心虫：

一、物理防治

利用成虫趋光性、趋化性、趋黄性，用黑光灯、黄斑或用糖醋液诱杀成虫，并做好预测预

报工作；

二、生物防治

步骤一：于3月中旬在果园内悬挂性诱剂或性迷向素，并每个月换一次，直到8月底；

步骤二：保护果园内天敌入赤眼蜂；

三、化学防治

在萌芽前，喷波美度石硫合剂，喷主干，杀灭越冬幼虫，在4到6月幼虫孵化蛛梢前，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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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幼脲、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受害严重的果园每隔10到15天用药一次；

（6）、细菌性穿孔病

步骤一：农业防治，加强水肥管理，注意排水，增施生物有机菌肥，合理修剪，改善果园

通风透光条件；

步骤二：冬季清园，秋末冬初结合修剪，剪除病枝、枯枝，清除僵果、残桩、落叶，集中烧

毁或深埋，全园喷涂石硫合剂、波尔多液、辛菌胺等药液，减少越冬病菌；

步骤三：药剂防治，发病初期可选用正生、有机铜制剂等细菌性药剂进行喷药防治；

（7）、白粉病

步骤一：农业防治，加强田间管理，合理密植，控制浇水，疏除过蜜枝和病枝，避免偏施

氮肥，使树冠通风透光；

步骤二：药剂防治，秋末冬初结合修剪，剪除病枝、枯枝，清除僵果、残桩、落叶，集中烧

毁或深埋，全园喷涂石硫合剂、波尔多液、辛菌胺等药液，减少越冬病菌；

（8）、李袋果病

重视冬季清园，冬季修剪后，及时清理枯枝落叶，全株喷雾，石硫合剂、波尔多液、辛菌

胺等药剂清园杀菌，待树干干燥后，可用松尔液态膜涂刷树干，阻隔病菌侵染，可有效减轻

第二年病害发生率，合理修剪，改善通风透光性，加强肥水管理，增施有机肥；

（9）、褐腐病

步骤一：农业防治，结合冬季清园清除树上僵果，合理修剪，加强通风透光，雨后及时排

水防治湿气滞留，合理全面施肥，增施有机肥；

步骤二：药剂防治，李树萌芽前喷洒波尔多液铲除越冬菌源，果实硬核以后可食用腐霉

利与恶霉灵、小檗碱、腈苯唑等药剂进行轮换防治。

[0009] 优选的，所述延迟李树落叶方法的方法如下：

步骤一：采果后立即喷21诺星1500倍或5保尔丰1200倍、或70赛生800倍、或70伊诺大生

交替使用，间隔10天，雨水多年份可加喷2次1:1:200倍波尔多液；

步骤二：加强土肥水管理，增强树势，提高树体对旱、涝、冻害的抵抗能力。及时防治枝

干病虫害，保护树体，减少伤口。对流胶病要刮除胶体，干腐病纵向划刀，然后涂抹5到10倍

菌之敌或30倍农丰灵。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具备以下

有益效果：

本发明中通过在李树的园地选择中以山地建园为优，主要是山地建园因海拔高而直射

光及紫外线增加，使果实色泽鲜艳，营养物质含量高、品质佳、耐贮运、易丰产，而且在进行

栽苗时要将根系舒展开，苗木扶正，嫁接口朝迎风方向，边填土边向上提苗、踏实，使根系与

土壤充分密接，栽植深度以嫁接口与地面相平，栽植后即浇水封埯，从而有利于提高着果率

和增加产量，同时利用李的发枝特性，夏季还可对长新梢进行摘心或剪梢，促讲分枝，加快

枝组的培养，或缩短整形年限，从而解决了现有的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方法可

能由于栽培技术导致李树的产量不稳定的问题。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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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的操作步骤如

下：

步骤一：园地选择，可选择山地、荒滩、平地建园，以山地建园为优。主要是山地建园因

海拔高而直射光及紫外线增加，使果实色泽鲜艳，营养物质含量高、品质佳、耐贮运、易丰

产；

步骤二：品种选择，一般选择中国李品系中的脆李和有市场前景的杂交李；

步骤三：定植密度和方式，土壤贫瘠的山地、荒滩及树冠较小的品种，可以略密植，反之

则稀，密度一般为3×4米或2×4米，为提高座果率，主栽品种外搭配一至三个授粉品种或在

每棵树中间取一到二枝来嫁接授粉品种枝来进行异花授粉；

步骤四：栽植时期和方法，李树应在落叶后至萌芽前栽植，其方法为先定线、后挖穴，挖

穴栽植加入农家肥，再把李树苗垂直放在穴中心，把根系舒展开，让根系均匀分布在穴内的

土壤中，使根尖顺势向下，然后边填土边轻轻提动树干，使根系与土壤间没有空隙而密切接

合，苗木的根颈要略高出地面5厘米左右，回填土时要分层踏实，最后把心土填在穴面，并在

栽植穴四周用土筑成直径1米的定植圈，以便于多灌水，幼苗栽植后立即灌足定根水。

[0012] 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的土、肥、水及花果管理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一：改土，结合中耕除草每年秋冬进行扩穴，全年深翻压绿；

步骤二：施肥，幼树施肥应以薄施勤施为原则，从发芽后每月施一次速效氮肥，同时施

入适量的磷钾肥，7—8月控制肥水，促进花芽分化；9—10月施基肥，亩施有机肥2000千克+

过磷酸钙50千克。成龄树施肥：全年施肥2—3次，花前肥：开花前半月施，亩施人畜粪1500千

克、硫酸钾10千克，壮果肥：5月中下旬，早熟品种提前、中晚熟品种推后，亩施人畜粪2000千

克、尿素25千克、硫酸钾20千克，基肥：9—10月施入有机肥和磷肥，采果后树势衰弱可追施

一次恢复树势；

步骤三：灌水控水，干旱适度灌水、果园覆草，雨季及时排水，注意控水，保持田间持水

量；

步骤四：喷施15%多效唑300倍，控制新梢徒长，形成大量花芽；

步骤五：推行人工授粉，果园放蜂技术；

步骤六：坚持疏花、疏果，确保果实品质。

[0013] 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的整形修剪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一：整形，一般推广两种树型，自然开心形和丫字形与自然开心形，自然开心形于

50至60厘米处定干，从剪口下长出的新梢中选留3至4根生长健壮，方向适宜，夹角较大的新

梢作为主枝，其余的枝条，生长旺的疏去或短截。在整个生长季节中，宜进行2至3次修剪，控

制各个枝条，使之生长均匀，Y字形宽行窄株带状栽培可用此方法，选与垂直伸向行间的两

个新梢培养为主枝，其余枝抹除或摘心；

步骤二：修剪，短截，对李树的1年生枝条剪去一部分，营养能满足供给被剪留的枝条，

疏剪，李树树冠上因枝条过密，影响通光透风，不利于花芽分化，适度从基部剪除一些枝条，

缩剪，对李树上生长势变弱的多年生枝条，进行回缩修剪，修剪每年在夏季和冬季进行，夏

季修剪一般进行3至5次，第一次在开春萌芽时进行，抹掉方向不正的芽或双芽中的弱芽，第

二次在谢花后，结合疏花，疏去过密的枝条，控制竞争枝，第三次在硬核后，对旺盛生长的枝

条进行短截，促进长出副梢，增加结果面积，冬季修剪在夏季修剪的基础上做些补充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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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李树早产丰产调控栽培管理技术的病虫防治的方法如下：

（1）、桃蛀螟：防治时间为6月至7月初，使用农药为25%灭幼脲3号悬浮剂1000倍液，或

2.5%功夫乳油、20%杀灭菊脂乳油3000倍液；

（2）、吸果夜蛾：从6月下旬开始，每10—15天树上喷洒5.7%百树得或保得2000倍液，共

喷4—5次；

（3）、桃蚜：防治时间为5月下旬开始，用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4000—6000倍液、1.8%阿

维菌素乳油6000—8000倍液或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2000倍喷雾；

（4）、流胶病：于旱春发芽前刮除病部，涂抹波美5度石硫合剂和伤口保护剂；

（5）、梨小食心虫：

一、物理防治

利用成虫趋光性、趋化性、趋黄性，用黑光灯、黄斑或用糖醋液诱杀成虫，并做好预测预

报工作；

二、生物防治

步骤一：于3月中旬在果园内悬挂性诱剂或性迷向素，并每个月换一次，直到8月底；

步骤二：保护果园内天敌入赤眼蜂；

三、化学防治

在萌芽前，喷波美度石硫合剂，喷主干，杀灭越冬幼虫，在4到6月幼虫孵化蛛梢前，喷施

灭幼脲、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受害严重的果园每隔10到15天用药一次；

（6）、细菌性穿孔病

步骤一：农业防治，加强水肥管理，注意排水，增施生物有机菌肥，合理修剪，改善果园

通风透光条件；

步骤二：冬季清园，秋末冬初结合修剪，剪除病枝、枯枝，清除僵果、残桩、落叶，集中烧

毁或深埋，全园喷涂石硫合剂、波尔多液、辛菌胺等药液，减少越冬病菌；

步骤三：药剂防治，发病初期可选用正生、有机铜制剂等细菌性药剂进行喷药防治；

（7）、白粉病

步骤一：农业防治，加强田间管理，合理密植，控制浇水，疏除过蜜枝和病枝，避免偏施

氮肥，使树冠通风透光；

步骤二：药剂防治，秋末冬初结合修剪，剪除病枝、枯枝，清除僵果、残桩、落叶，集中烧

毁或深埋，全园喷涂石硫合剂、波尔多液、辛菌胺等药液，减少越冬病菌；

（8）、李袋果病

重视冬季清园，冬季修剪后，及时清理枯枝落叶，全株喷雾，石硫合剂、波尔多液、辛菌

胺等药液，待树干干燥后，可用松尔液态膜涂刷树干，阻隔病菌侵染，可有效减轻第二年病

害发生率，合理修剪，改善通风透光性，加强肥水管理，增施有机肥；

（9）、褐腐病

步骤一：农业防治，结合冬季清园清除树上僵果，合理修剪，加强通风透光，雨后及时排

水防治湿气滞留，合理全面施肥，增施有机肥；

步骤二：药剂防治，李树萌芽前喷洒波尔多液铲除越冬菌源，果实硬核以后可食用腐霉

利与恶霉灵、小檗碱、腈苯唑等药剂进行轮换防治。

[0015] 延迟李树落叶方法的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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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采果后立即喷21诺星1500倍或5保尔丰1200倍、或70赛生800倍、或70伊诺大生

交替使用，间隔10天，雨水多年份可加喷2次1:1:200倍波尔多液；

步骤二：加强土肥水管理，增强树势，提高树体对旱、涝、冻害的抵抗能力。及时防治枝

干病虫害，保护树体，减少伤口。对流胶病要刮除胶体，干腐病纵向划刀，然后涂抹5到10倍

菌之敌或30倍农丰灵。

[001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流程：

步骤一：育苗和栽植，大量繁殖李苗多用嫁接法，芽接或枝接均可，砧木用毛桃或李，北

方则用山毛桃或杏，桃砧耐旱力强，李砧耐潮湿和粘重土壤，可因地制宜选择，嫁接方法同

桃树，除嫁接法外，繁殖李苗还可应用扦插和分株法，李多数品种树体较小，经济寿命也较

短，故宜适当密植。株行距一般为(3-5)米×(4-6)米，桃砧、肥地、生长势强的品种株行距可

较大，李砧、瘠薄地、生长势弱的品种则小，栽植时需配10-20以上的授粉品种。即使自花授

粉能结果的品种，配植授粉树或以2-3个品种分行混栽，也有利于提高着果率和增加产量。

[0017] 步骤二：整形修剪，李的适宜树形根据中心干的强弱而定。中心干弱或不明显的品

种以用自然开心形为宜，中心干明显的品种以用两层式开心形或变则主干形为宜。具体整

形方法可参照桃、杏和梅。，李幼树期修剪除培养骨干枝需要进行短截外，其余枝条宜多轻

剪长放，以缓和树势，促进多数短枝形成，早日结果。对发枝多、长势旺的品种，尤其要少截

或不截，对直立旺枝和密生枝则宜疏除。利用李的发枝特性，夏季还可对长新梢进行摘心或

剪梢，促讲分枝，加快枝组的培养，或缩短整形年限。

[0018] 盛果期李树短果枝和花束状果枝数量极多，大量结果后生长势易衰弱，可分批回

缩着生这些结果枝的基枝和结果枝组，做到去弱留强，去老留新，不断更新复壮，维持一定

的生长势。并适当疏除一些衰老的、生长结果多年的花束状果枝群。对新生发育枝，可先缓

放1-2年，然后逐年回缩，培养成新的结果枝组，李隐芽寿命长，当树体趋于衰老时，可充分

利用树冠内膛长出的徒长技，适当短截或进行拉枝，使形成结果枝，补充树冠的空缺部分，

保证产量，也可用以更新骨干枝。

[0019] 步骤三：土肥水管理，李花量大，结果数量多，果实生长期短，特别是对氮素和钾素

的消耗量较大，需进行补充，基肥在早秋施用，用量占全年氮、钾肥的70磷肥的全部，追肥一

般早、中熟品种在采收后施一次，晚熟品种则在定果后增施一次追肥，以促进果实膨大和花

芽分化。老弱花多树也可在花前增施一次氮肥，以促进新梢生长和提高着果率，李树根系

浅，除结合施用基肥进行土壤深翻外，生长中期应经常中耕松土，保持树盘土壤疏松、湿润。

雨季应注意及时排水防涝。干旱季节则应进行灌溉或树盘覆草。

[0020] 步骤四：疏果，李树着果过多时，要进行疏果，以提高果实品质，增大果实，并有助

于防止大小年。疏果在生理落果结束后立即进行。一般每个短果枝留1个果实，叶片少的短

果枝可以不留果。大体上小果品种7-10厘米留1个果，大果品种15厘米左右留1个果，成熟时

果实之间互不接触。

[0021] 步骤五：主要病虫害及其防治，李树上的主要病虫害，有疮痂病、褐腐病、细菌性穿

孔病、流胶病和挑蚜、红蜘蛛、桃蛀螟、李实峰等。其中大多数病虫害为与桃树所共有，可参

照桃树进行防治，李实蜂以幼虫蛀食核部为害，使果肉、核仁皆空。一年发生1代，以老熟幼

虫在土中结茧越冬，第二年李开花期成虫羽化产卵为害。防治方法：结合树盘土壤深翻，深

埋虫果。成虫发生期进行地面及树冠喷药，但应避开盛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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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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