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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薄壳山核桃果材兼用林

的建立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造林地选

择；2)整地方式；3)品种选择；4)苗木选择；5)定

植和6)定植后管理。本发明的方法为不仅可以培

育大果型，产量高的优质果品，同时可以培养生

长快，产量高的优质木材，还可以为利用薄壳山

核桃建立农田林网、防护林、河道造林提供技术

支持，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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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薄壳山核桃果材兼用林的建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造林地选择：平地、山地或丘陵地；

2)整地方法：不同地形的土地采取不同的整地方法，对于平地及地势平坦的土地，在种

植带上挖深1-1.6m米、宽0.8-1.5米的定植沟，挖土时将表层土放在一侧，深层土放在另一

侧，在定植沟里铺30-80cm的腐熟有机肥，然后将表层土回填到定植沟里，深层土经过30天

以上冷冻后，回填到定植沟里，回填土与原来地面平行；对于山地和丘陵地块，采取挖大穴

的方式，利用挖掘挖长深宽各0.8-1.5m米的定植穴，在定植穴里铺30-80cm的腐熟有机肥，

然后将表层土回填到定植穴里，深层土经过30天以上冷冻后，回填到定植穴里，回填土与原

来地面平行；

3)品种选择：从现有薄壳山核桃优良品种中选择生长速度快、果个大、丰产性好的斯图

尔特和绍兴两个品种作为主要栽培品种，占总量的80％，选择波尼作为授粉品种，占总量的

20％；4)苗木选择：选择高度在5米以上的根系发达的优良品种嫁接苗；

5)定植：定植株行距为4-8m×4-8m，采用梅花桩种植方式，斯图尔特：波尼：绍兴：波尼

按4:1:4:1的方式种植，将薄壳山核桃苗木放在定植带上，利用挖机将土附在树苗的周围，

覆土高度高于地面20-30cm，定植后浇透水；

6)定植后管理，将苗木3m以下枝条全部去除，在高3.5m处定干，3m到3.5m之间的枝条全

部进行短截，枝条高度地于主干高度，树形采用主干分层型，修剪主要采取短截的方式；灌

溉方式采取滴管的方法，具体为每隔3天滴3天的方法，始终保持土壤湿润；7月份和8月份，

每2周进行1次叶面喷锌，组织人工捕捉和杀虫灯诱杀蛀干性害虫。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定植沟的深度是1.5m，宽1.3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腐熟的有机肥的厚度是50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冷冻的温度是指10℃以下的低

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定植穴的长深宽为1.5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的腐熟有机肥为腐熟牛粪、猪

粪或羊粪有机肥中的一种或多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优良品种嫁接苗是指米径3cm以

上，树龄3-5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定植株行距为6m×6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定植行的方向为东西向。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定植时覆土高度高于地面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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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薄壳山核桃果材兼用林的建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经济林栽培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薄壳山核桃果材兼用林的建立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薄壳山核桃，又名美国山核桃，系胡桃科、山核桃属中的一个种。原产美国和墨西

哥，是世界上重要的油料干果树种之一，其壳薄易剥、仁肉肥厚、味香可口，具有较高的营养

价值。薄壳山核桃树体高大直立，树干通直，木材坚韧，是军工、建筑、家具和运动器材等的

珍贵用材。由此可见，薄壳山核桃是一个用途广、受益期长、经济效益高、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明显的优良经济树种。

[0003] 薄壳山核桃于1900年引入我国，至今已有近120年的历史，经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尤其是近20年来，科研工作者通过引种选育了一些适合当地种植的优良品种，如波尼、卡

多、绍兴、斯图尔特等。于此同时突破了薄壳山核桃富根嫁接容器苗技术(一种薄壳山核桃

优良品种种苗快繁的方法，专利号：  ZL201410239981.5)，这些成绩的取得为薄壳山核桃产

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到目前为止，科研工作者和种植者更多的关注薄壳山核

桃果子产量，而对于其木材的价值，还未建立一片薄壳山核桃果材兼用林。

[0004] 长期以来，农民在种植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只用到地表20-30cm的土壤，土壤耕

地的厚度也只有20-30cm。长期以来土壤30cm以下部分未能得到深翻，土壤严重板结，水分

和肥料无法渗透到板结层及其以下部分，并且由于土壤耕作层较浅，农作物产量低，导致农

民收入低。薄壳山核桃是深根性树种，但是种植者在种植薄壳山核桃时，只是简单的挖坑种

树，并没有进行整地，没有深翻和改良土壤，导致薄壳山核桃树根系不能通过板结层，在后

期不仅影响薄壳山核桃产量，同时容易受到台风等的影响。因此，根据现有土地的特点，如

何进行整地和改良土壤是薄壳山核桃建园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

[0005] 前 期 ，科 研 工 作 者 发 明 了 一 种薄 壳 山 核 桃 果 材 兼 用的 高 定 干 方 法 

(CN108605630A)，具体方法步骤涉及苗圃地选择、种子播种、园地选择、幼苗移栽、定干嫁接

以及田间管理，此专利技术是在5-6年生实生苗上进行高接，高接费时费工，且嫁接成活率

比较低，不利于薄壳山核桃果材兼用林的标准化、整齐化，同时由于高接费时费工，也不利

于规模化发展。该专利中选用的薄壳山核桃品种较多，并没有从诸多品种中选择生长速度

快的优良品种，如卡多生长速度慢，不适合建林。同时该专利没有对园地选择、整地形式以

及土壤改良进行系统的研究，我们知道薄壳山核桃造林地除了选用平地外，还会选择山地

和丘陵地，同时整地及其相应的土壤改良将会给薄壳山核桃果材兼用林的建立打下良好的

立地基础。目前薄壳山核桃果园建立都是采用矮化密植等园艺化栽培技术，其主要目的是

为了生产大量的果实。因此本专利在现有技术不足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薄壳山核桃果材

兼用林的建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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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解决薄壳山核桃果材兼用林建设问题，提供一种薄

壳山核桃果材兼用林的建立方法。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8] 一种薄壳山核桃果材兼用林的建立方法，包括如下操作步骤：

[0009] 1)造林地选择：平地、山地或丘陵地；

[0010] 2)整地方法：不同地形的土地采取不同的整地方法，对于平地及地势平坦的土地，

在种植带上挖深1-1.6m米、宽0.8-1.5米的定植沟，挖土时将表层土放在一侧，深层土放在

另一侧，在定植沟里铺30-80cm的腐熟有机肥，然后将表层土回填到定植沟里，深层土经过

30天以上冷冻后，回填到定植沟里，回填土与原来地面平行；对于山地和丘陵地块，采取挖

大穴的方式，利用挖掘挖长深宽各  0.8-1.5m米的定植穴，在定植穴里铺30-80cm的腐熟有

机肥，然后将表层土回填到定植穴里，深层土经过30天以上冷冻后，回填到定植穴里，回填

土与原来地面平行；

[0011] 3)品种选择：从现有薄壳山核桃优良品种中选择生长速度快、果个大、丰产性好的

斯图尔特和绍兴两个品种作为主要栽培品种，占总量的80％，选择波尼作为授粉品种，占总

量的20％；4)苗木选择：选择高度在5米以上的根系发达的优良品种嫁接苗；

[0012] 5)定植：定植株行距为4-8m×4-8m，采用梅花桩种植方式，斯图尔特：波尼：绍兴：

波尼按4:1:4:1的方式种植，将薄壳山核桃苗木放在定植带上，利用挖机将土附在树苗的周

围，覆土高度高于地面20-30cm，定植后浇透水；

[0013] 6)定植后管理，将苗木3m以下枝条全部去除，在高3.5m处定干，3m到3.5m  之间的

枝条全部进行短截，枝条高度地于主干高度，树形采用主干分层型，修剪主要采取短截的方

式；灌溉方式采取滴管的方法，具体为每隔3天滴3天的方法，始终保持土壤湿润；7月份和8

月份，每2周进行1次叶面喷锌，组织人工捕捉和杀虫灯诱杀蛀干性害虫。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步骤(2)中定植沟的深度是1.5m，宽1.3米。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步骤(2)中腐熟的有机肥的厚度是50cm。

[001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步骤(2)中冷冻的温度是指10℃以下的低温。

[001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步骤(2)中定植穴的长深宽为1.5m。

[001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步骤(2)所述的腐熟有机肥为腐熟牛粪、猪粪或羊粪有机

肥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步骤(3)中优良品种嫁接苗是指米径3cm以上，树龄3-5

年。

[002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步骤(4)中定植株行距为6m×6m。

[002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步骤(4)中定植行的方向为东西向。

[002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步骤(4)中定植时覆土高度高于地面20cm。

[002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步骤(6)中树形修剪方法参考一种快速培养薄壳山核桃

树冠的方法(专利号：ZL201510026737.5)。

[0024] 本发明相对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为：

[0025] 本发明根据不同的地形(平地、山地、丘陵地)特点，采取不同的整地方式，解决了

薄壳山核桃造林地如何整地的难题。通过挖深1.5米的定植沟或定植穴，并在底部施入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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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机肥，打破了土壤30cm以下的板结层，充分的改善了土壤环境，尤其是土壤30cm以下的

生态环境，显著增加了有机质含量、透气性和透水性，提高了土壤中微生物的含量，增加了

土壤底层肥力，有利于薄壳山核桃根系向下生长，增加了抗台风的能力，还可以为薄壳山核

桃生长提供足够的营养，缩短了薄壳山核桃果材兼用林建成时间10年以上。

[0026] 选用生长快、大果型的优良品种，可以生产大量的优质坚果和木材。苗木选择米径

3cm以上，高度5m以上的嫁接苗，与现有技术相比可以达到整齐化、标准化、规模化的效果。

树干采用主干分层型，可以根据树势生长情况，逐年提高树干高度，形成更多的木材。行距

采用东西向，可以最大化的利用光照，提高光合作用，增加生长量。因此，本专利技术提供了

一种规模化、标准化的薄壳山核桃果材兼用林的建立技术，提高薄壳山核桃综合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还可以为利用薄壳山核桃建立农田林网、防护林、河道造林提供技术

支持。

附图说明

[0027] 图1.薄壳山核桃果材兼用林种植图和定植方式●表示优良品种斯图尔特，◎表示

优良品种波尼，○表示优良品种绍兴。

[0028] 图2.薄壳山核桃平地整地方式(定植沟)

[0029] 图3.薄壳山核桃丘陵地整地方式(定植穴)

[0030] 图4.薄壳山核桃定植带施入足量有机肥

[0031] 图5薄壳山核桃果材兼用林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实施例1

[0033] (一)薄壳山核桃平地果材兼用林建立方法

[0034] 1)整地方法：在种植带上用挖机挖深1.5米、宽1.3米的定植沟，挖土时将表层土放

在一侧，深层土放在另一侧，在定植沟里铺50cm的腐熟的有机肥，包括牛粪、猪粪、羊粪等，

然后将表层土回填到定植沟里，深层土经过30天以上冷冻后，回填到定植沟里，回填土与原

来地面平行。

[0035] 2)品种选择：从现有薄壳山核桃优良品种中选择生长速度快、果个大、丰产性好的

斯图尔特和绍兴两个品种作为主要栽培品种，占总量的80％，选择波尼作为授粉品种，占总

量的20％。

[0036] 3)苗木选择：选择高度在5米以上的根系发达的优良品种嫁接苗。

[0037] 4)定植：定植株行距为6m×6m，采用梅花桩种植方式，斯图尔特：波尼：绍兴：波尼

按4:1:4:1的方式种植，将薄壳山核桃苗木放在定植带上，利用挖机将土附在树苗的周围，

覆土高度高于地面20cm，定植后浇透水。

[0038] 5)定植后管理，将苗木3m以下枝条全部去除，在高3.5m处定干，3m到  3.5m之间的

枝条全部进行短截，枝条高度地于主干高度，树形采用主干分层型，修剪主要采取短截的方

式，具体修剪方法参考一种快速培养薄壳山核桃树冠的方法(专利号：ZL201510026737.5)。

灌溉方式采取滴管的方法，具体为每隔3天滴3天的方法，始终保持土壤湿润。7月份和8月

份，每2周进行1次叶面喷锌，组织人工捕捉和杀虫灯诱杀蛀干性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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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二)薄壳山核桃丘陵地、山地果材兼用林建立方法

[0040] 1)整地方法：采取挖大穴的方式，利用挖掘挖长深宽各1.5米的定植穴，在定植穴

里铺50cm的腐熟的有机肥，包括牛粪、猪粪、羊粪等，然后将表层土回填到定植穴里，深层土

经过30天以上冷冻后，回填到定植穴里，回填土与原来地面平行。

[0041] 2)品种选择：从现有薄壳山核桃优良品种中选择生长速度快、果个大、丰产性好的

斯图尔特和绍兴两个品种作为主要栽培品种，占总量的80％，选择波尼作为授粉品种，占总

量的20％。

[0042] 3)苗木选择：选择高度在5米以上的根系发达的优良品种嫁接苗。

[0043] 4)定植：定植株行距为6m×6m，采用梅花桩种植方式，斯图尔特：波尼：绍兴：波尼

按4:1:4:1的方式种植，将薄壳山核桃苗木放在定植带上，利用挖机将土附在树苗的周围，

覆土高度高于地面20cm，定植后浇透水。

[0044] 5)定植后管理，将苗木3m以下枝条全部去除，在高3.5m处定干，3m到  3.5m之间的

枝条全部进行短截，枝条高度地于主干高度，树形采用主干分层型，修剪主要采取短截的方

式，具体修剪方法参考一种快速培养薄壳山核桃树冠的方法(专利号：ZL201510026737.5)。

灌溉方式采取滴管的方法，具体为每隔3天滴3天的方法，始终保持土壤湿润。7月份和8月

份，每2周进行1次叶面喷锌，组织人工捕捉和杀虫灯诱杀蛀干性害虫。

[0045] 对比例1

[0046] 1)整地方法：在种植带上人工挖长宽深各30cm的定植穴。

[0047] 2)品种选择：从现有薄壳山核桃优良品种中选择生长速度快、果个大、丰产性好的

斯图尔特和绍兴两个品种作为主要栽培品种，占总量的80％，选择波尼作为授粉品种，占总

量的20％。

[0048] 3)苗木选择：选择高度在1米以上的根系发达的优良品种嫁接苗。

[0049] 4)定植：定植株行距为6m×6m，斯图尔特：波尼：绍兴：波尼按4:1:4:1  的方式种

植，将薄壳山核桃苗木放在定植穴里，覆土后浇透水。

[0050] 5)定植后管理，将苗木1m以下枝条全部去除，在高1处定干，树形采用主干分层型，

修剪主要采取短截的方式，具体修剪方法参考一种快速培养薄壳山核桃树冠的方法(专利

号：ZL201510026737.5)。灌溉方式采取滴管的方法，具体为每隔3天滴3天的方法，始终保持

土壤湿润。7月份和8月份，每2周进行  1次叶面喷锌，组织人工捕捉和杀虫灯诱杀蛀干性害

虫。

[0051] 对比例2(一种薄壳山核桃果材兼用的高定干方法，CN  108605630A)

[0052] 1)苗圃地选择：选择土层深厚，排灌方便、向阳的地块，进行整地，深耕，施基肥。整

地做到地平、疏松、土碎，无杂物。以每亩农家肥1500kg作基肥。做苗床，宽3.0m，高度0.5m，

苗床两侧挖宽0.5m，深0.3m左右的排水沟。

[0053] 2)种子播种：种子采集于9月低到11月初，选择12年以上生长健壮的薄壳山核桃母

树，采摘青皮变黄，顶部自然开裂的种子。采摘的种子采用堆沤法去青皮，将刚采收的果实

堆积在通风向阳处，厚约50cm，5d天后翻开脱青皮。去青皮后在阴凉通风的室内阴干一周，

后进行沙藏，沙子和种子的比例为2：1。翌年3月进行播种，播种前进行催芽，用浓度为

300ppm赤霉素(GA3)溶解浸泡24h，浸种后将种子播入整好的苗圃地。播种时行距为40cm，株

距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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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3)园地选择：选择土层深厚、肥沃、向阳地块建园。要求土层厚度在1m以上，进行深

翻，加深土壤厚度。每亩施复合肥50kg。园的三侧铺设道路，沿道路旁挖水沟，形成良好的排

水系统。在园的另一侧修蓄水池，方便干旱时灌溉。

[0055] 4)幼苗移栽：移栽前深挖定植穴，穴的大小选用1.2m×1.0m×1.0m。于播种后第5、

6年选择生长健壮、主干高2.5m、地径在2.5cm以上的薄壳山核桃幼苗进行移植。移栽前进行

断根处理，起苗时保留主根长度35cm左右，断根截面直径15  cm左右。并保留根周围的泥土，

用绳子包扎成土球状。定植株行距为8m×8m，定植后采用漫灌，保证浇透水。以后根据旱情，

每隔2月浇水一次。移栽后用三角木架支撑，防止定植苗被风吹倒。

[0056] 5)定干嫁接：选择授粉品种波尼、卡多，主栽品种马汉、肖肖尼、威斯顿等优良品种

进行品种配置。接穗取自上述品种12年嫁接母树，接穗规格为1年生的粗度在1.0m以上的枝

条。采集的接穗剪掉复叶，保留叶柄基部，后用自来水冲洗，湿棉布分品种包扎，放在阴凉

处，2天内嫁接完。采用方块芽接，按主栽品种与授粉品种5：1进行嫁接。嫁接从8月底开始，

架设梯子，用芽接刀在砧木2.5  m以上的光滑部位横切一刀，长度约4.0cm；宽度约为所切砧

木位置粗度的1/3，再用芽接刀在切口左侧或/右侧由上往下纵切一刀，从一侧撕下韧皮部，

并在缺口下方开一个长2.0cm，宽0.5cm的伤流沟。在穗条饱满芽周围划出一个相同大小的

芽块，用手将芽体连同内皮剥下。将方块芽嵌入砧木缺口，使上下和一边对齐，迅速用塑料

嫁接膜绑紧接口。每个砧木在2.5m以上不同方向嫁接4个芽。嫁接后2天，第一次剪砧，砧木

3m以上保留2-3片叶子。20天后解绑，解绑时观察接芽颜色是否转青，轻轻推动能否脱落，若

满足以二个条件即为成活，可解绑。解绑后及时补水，防止接芽因缺水开裂而死，同时对于

不成活的接芽要及时补接。第二年3-4月萌蘖较多，每一周清除一次砧木萌芽，并进行二次

剪砧，促进接芽生长。必要时对接芽搭支柱防风吹折。

[0057] 6)田间管理：及时除去行间杂草，浇水、施肥、修剪，施肥时在树体外围  30cm处开

深15cm，宽10cm的环状沟，按氮肥与磷肥2：1施肥，每株施15g。施肥后浇水。冬季剪去老弱病

枝、枯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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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0059]

[0060] 备注：A：实施例1薄壳山核桃平地果材兼用林建立方法；B：薄壳山核桃丘陵地、山

地果材兼用林建立方法；C：对比例1；D：对比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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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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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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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10

CN 110140584 A

10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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