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17-08-16 接受日期：2017-09-02
基金项目：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2016GNC110002）；山东省农业科技发展资金（2015）；枣庄英才集聚工程（枣政办字[2016]23号）；枣庄市

科技计划（2016NS09）
作者简介：侯乐峰，男，研究员，长期从事石榴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创新利用等研究。E-mail: houlefeng@126.com

我国是世界石榴生产大国但非强国，国际石榴

鲜果市场竞争愈来愈激烈。因此必须顺应时势，革

新栽培技术，在石榴鲜果产量、营养质量、商品质量、

安全性等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才能在激烈的竞

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有鉴于此，笔者根据多年的试

验研究以及考察心得，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

合国内各产区自然条件以及技术水平，提出以下方

面技术革新意见，供各产区石榴科技工作者和广大

榴农在技术推广以及生产中参考。

1 建园技术革新

1.1 改小苗建园为大苗建园

1.1.1 改扦插育苗为掘接育苗 我国南北各地，石

榴育苗多是春天扦插，到当年深秋、初冬或次年春季

出售，供果农或种植企业建园[1-3]。由于整个生长季

节石榴幼苗细弱柔软，极易因风吹雨淋而倒伏，导致

1 a（年）生苗木生长慢、规格小，苗高仅 0.8 m、地径

0.7 cm左右，果农种植后成园较慢。近几年笔者利

用掘接方法，既在冬春季节选择抗性强、长势旺的1
a生硬籽甜石榴品种幼苗，从苗圃掘起，作为石榴良

种砧木，适当修根、修枝，并用劈接方法嫁接石榴良

种，最后定植到大棚或露地苗圃。当嫁接苗长至30
cm（不含砧木部分）高时，利用直径约1 cm、高1.2 m
的竹竿，垂直插入石榴嫁接苗附近，并在嫁接苗高

20 cm处用尼龙皮子绑缚；待石榴嫁接苗长至60 cm
高时，在嫁接苗 50 cm高处用尼龙皮子绑缚。以此

类推，直至当年苗木停止生长为止。此法有效延长

了石榴嫁接苗木的生长期，1 a等于1 a半甚至2 a的
生长量，苗木增粗、增高明显，有利于培育优质大苗。

1.1.2 改1 a生扦插小苗建园为2 a生大苗建园 多

年来，我国南北石榴产区，普遍采用 1 a生扦插苗建

园[4-5]。此法建园，苗小地空，杂草丛生，定植后2~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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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石榴栽培技术的革新增刊

内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管理，有的采用套种其

他作物来解决杂草问题，也需要大量人工投入，榴园

投产时间长，建园成本较高。如果利用 2 a生大苗

（苗高 1.8 m、地径 1.5 cm以上）建园，石榴幼苗在圃

集中、统一管理，可完成定干、整形等工作，定植后成

园快，部分大苗当年挂果，次年投产，缩短了榴园投

产时间，节约了土地成本。从果农或种植企业角度

看，采用 2 a生大苗建园，可有效降低幼龄期果园管

理成本及榴园经营风险，又兼顾了育苗者的利益。

1.2 改间作套种为纯林经营

石榴树具有发芽迟、开花坐果晚等特点，比较适

合间作套种。我国北方传统石榴产区，榴粮（油、菜、

瓜等）间作套种比较常见，应用范围也比较广泛 [1]。

但对石榴而言，前期土地利用率较低，石榴树密度较

稀，间作套种的作物对石榴幼树影响较大，产量上升

缓慢。最近几年，笔者对新发展榴园采取纯林经营，

通过密植栽培、强化管理，走群体增产的道路，提高

了前期的产量和效益。当石榴树体间相互影响时，

通过移植、间伐等措施，逐步减少栽植株数，采用这

种模式，一般4~5 a 666.7 m2产量就可达到1 500 kg，
有利于提前收回成本，调动种植者的积极性，促进石

榴种植快速扩张。

1.3 改传统株行距种植为宽行窄株种植

我国石榴传统种植模式多采用 2.5~3 m×3~4 m
株行距栽培[1，5]。成园后榴园极易郁闭，光照恶化，给

管理带来很大困难，增加大量不必要的用工和其他

物力投入。最近几年，笔者借鉴以色列、意大利、美

国等的现代栽培模式，采取宽行窄株（2~2.5 m×4~
5 m株行距）方式进行栽培试验，保持适宜的种植密

度，节约了土地，方便了一些小型机械的应用，省工

省力，节约了水、肥、药，降低了投入，有利于早期丰

产、优质高效。

1.4 改平面栽培为起垄栽培

我国石榴树多种植在山区、丘陵地带[1，5]，不论何

地或何种栽培方式，榴园行内、行间均为平面。多数

榴园土层瘠薄，有些榴园春秋土壤水分亏缺，部分榴

园夏秋积水，限制了石榴树根系活动范围和对养分、

水分的吸收，制约了石榴鲜果产量和质量提高。为

此，笔者开展了起垄栽培试验。研究表明，行内起垄

栽培，能够有效增加榴园活土层厚度，提高旱地榴园

土壤水分含量，增强对洪涝及土壤渍害的抵御能力，

改善榴园土壤理化、养分、水分环境，实现榴园优质、

丰产、高效的目标。

1.5 改露地栽培为保护地栽培

我国石榴为露地栽培，受自然因素影响极大。

其中，秋、冬、春3季温度的骤变或异常低温，都容易

引起北方石榴冻害发生，已成为我国北方石榴生产

最大的障碍因子[1，6-7]；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石榴

花期多雨、夏秋强光高温对石榴坐果、果实生长极为

不利[8]。通过多地小规模试验，石榴保护地栽培完全

可行。比较简易的单层塑料薄膜温室大棚，在秦岭、

淮河以北传统石榴产区即可解决石榴秋、冬、春3季
的冻害问题，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可缓解石榴坐果率

低的问题。与此同时，还可有效降低石榴病虫害发

生，继而减少农药使用，更有条件实现石榴绿色或有

机生产。

1.6 改一次成园为分步改造成园

传统石榴建园方式是按计划栽植密度，一次性

标定栽植穴，一次性栽植，其后不变，导致前期产量

和生产效益提升缓慢。而现代石榴生产中栽植密度

实行的是动态化管理。为此，笔者采取先栽密、后挖

稀，之后分步改造成园，有利于石榴产量和生产效益

的提升。这种模式是先栽密，通过群体增产增收，到

植株间相互影响、榴园光照条件恶化时，再移栽或间

伐改造，创造新的田间群体结构，促进生产效益最大

化，使榴园始终维持高效生产。

2 管理技术革新

2.1 改传统修剪为轻剪化修剪

2.1.1 改多干树形为单干树形 我国石榴树传统种

植和整形方式以“多干形”为主[1]，进入盛果期后，容

易出现严重的榴园郁闭、光照不良、内膛光秃、石榴

鲜果品质下降。依据石榴树生长结果习性，笔者借

鉴苹果、梨、大枣等果树种植和整形的方式方法，采

用主干疏层形、小冠疏层形、单干开心形、纺锤形等

单干树形，进行种植和整形。试验表明，该方法操作

简单，3 a可成型，5 a可丰产，榴园通风透光良好，各

种管理方便、节约。

2.1.2 改“冬春修剪为主”为“夏季修剪为主” 我国

石榴树修剪多在冬春季节进行[1，4-5]。但由于石榴树

对修剪反应十分敏感，冬春修剪后剪口处萌芽增多，

加剧了石榴树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的矛盾，影响了

坐果和光照，降低了品质，还增加了春、夏、秋3季修

剪用工。现代石榴生产则更侧重于夏剪控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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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春修剪为辅，重点在石榴生理落果后至8月初，进

行 1次以“疏枝、撸枝、除萌”为主的夏季修剪，收到

了节省用工（省工 1/3~1/2）、改善光照、提高品质等

效果。

2.1.3 改“撑拉别扭圈，割剥扎绞摘”为“撸枝疏

枝” 目前，我国石榴树整形修剪的方法多是“一年

四季均进行，‘撑拉别扭圈，割剥扎绞摘’一起上”。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技艺要求高且费时

费力的传统整形修剪方法面临严峻挑战。近几年，

笔者充分利用石榴枝条具有“韧性好、可塑性强”的

优势，在石榴枝条半木质化至木质化初期这一段时

间，依据整形需要，通过“撸枝”，调整拟保留枝干的

角度以及方向，并疏除多余枝条，重点培养树形，控

制其生长及树势，促使树体养分朝有利于开花结果

的方向转变。该方法具有操作方便、省工省物、快速

成型、早期丰产等优点，很有推广价值。

2.2 改浅施有机肥为深施有机肥

我国各石榴产区特别是北方产区，施用有机肥多

是施在榴园土壤表层。长此以往，极易引起石榴树根

系上浮，其抗旱、抗寒、抗倒伏等能力下降，石榴根结

线虫病危害加剧。试验表明，深施有机肥（深度 40
cm以下），可有效改良榴园土壤结构，增加土壤通气

性和蓄水保墒能力，逐步提高肥力，减少石榴根系生

长阻力，引导石榴根系向下生长，其根系生长量增加

明显，根结线虫病危害下降显著，石榴树能吸收更多

的水分和养分，增强其树势和抗性，满足其生长和结

果的需要，是提高石榴鲜果产量及品质的重要举措[9]。

2.3 改清耕除草为榴园生草

我国南北产区榴园土壤管理多是长期采用清

耕，导致榴园土壤理化性质和结构严重受损，榴园土

壤有机质及各种元素含量降低，严重影响石榴树根

系生长及石榴鲜果产量、品质。多地小规模多年试

验表明，榴园生草可有效抑制杂草生长，防止山坡、

丘陵榴园水土流失，改善榴园土壤结构以及土壤微

环境，提高榴园土壤肥力，调节榴园小气候，促进石

榴果实发育，改善石榴果实品质，尤其是节省榴园除

草用工效果十分显著[1，10]。

3 病虫害防治技术革新

改病虫害化学防治为综合防治。危害石榴的病

虫害较多[1，11]，因而榴园喷药具有次数多、浓度高等

特点，年喷药10余次。对石榴安全生产及消费者的

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近年来笔者在石榴生产中大

力推行综合防治措施，通过地下覆膜，树干缠膜，绑

药膜，挂性诱剂、黏虫板、黑光灯、糖醋液等物理方

法，果园生草，招引天敌等措施，提高对石榴害虫的

控制效果；加强田间耕作，通过晒、冻杀灭虫卵、幼体

等；尽可能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次数和使用浓度，提

高石榴鲜果的食用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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