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尼斯’软籽石榴是原林业部考察团于 1986
年从突尼斯引入我国的石榴优良品种[1]，经过长期引

种栽培试验，在品质、外观方面表现颇为突出，因其

成熟早、籽粒大、色泽鲜、果实美、种核特软而备受市

场欢迎，是石榴产品中颇有竞争力的产品。又因其

抗旱、抗病、适应性广，在沿黄的邙岭地区成为主栽

石榴品种。但该品种抗寒性差，采取以抗寒的硬籽

砧木进行嫁接的方式来引种栽培，是邙岭地区采取

的抵御‘突尼斯’软籽石榴树越冬寒害的一项关键措

施[2]。

近年来，随着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和种植规模

的不断扩大，在‘突尼斯’软籽石榴树的引种栽培过

程中，因管理不善，造成其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弱，

尤其是遭遇疾风骤雨后劈折现象严重，如不立即采

取补救措施，轻则影响树体正常生长，减产减收；重

者导致其死亡，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为避免此类状

况的发生，笔者通过调查，掌握了此类树体的劈折状

况和形成原因，提出了有效的应对措施。

1 ‘突尼斯’软籽石榴植物学特征及劈

折的发生条件

1.1 植物学特征

‘突尼斯’软籽石榴树势中庸，枝干的木质较疏

松，直立性弱，干性差，但萌芽力、成枝力较强。由于

树体郁闭速度快，迎风面增加，以致对劲风的抵抗力

弱。

1.2 劈折的发生条件

荥阳市邙岭地区于 2017年 5月 22日晚发生强

降雨，南风 1~2级，2017年 6月 21日中午 12：30以

后，突降雷阵雨，同时伴有 3~4级东南风。因雨情

急，雨势大，风力强，造成辖区范围内的‘突尼斯’软

籽石榴基地5 a生挂果树发生大量的劈折。

2 对劈折树的调查

（1）树龄。5 a生的挂果树。（2）粗度。劈折树树

干粗度超过 5 cm。（3）位置及明显特征。 树干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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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多数有片状开裂翘皮，干腐病症状明显；劈折

位置集中在树干上，劈折处明显有 1~2个在原树干

上疑似因修剪形成的大伤疤，劈口内木质已严重失

水干缩，明显朽化。

在嫁接口处发生劈折，劈口内明显残留有嫁接

膜，木质疏松。

3 原因分析

3.1 树形调控过晚，修剪后形成大伤疤

因前期管理粗放，树体放任生长，使得树体结构

不合理，枝条密集杂乱。之后又以多干树形向单干

树形调控，造成树干上伤口多且大，极不易愈合，即

使愈合，也会因内部组织生长不充实，抗逆性差，遭

遇疾风骤雨后很容易在原伤口处劈折。

3.2 冻害加重树体创伤，并引发干腐病

2015年11—12月份，邙岭地区遭遇强降雪和持

续低温天气，当时的树叶未脱落，树体尚未进入休眠

状态，树液还未回流，枝干仍处于生长状态，皮层含

水量高，未经低温锻炼，抗寒性差，因此，发生了严重

的冻害，冻害发生部位于树干60 cm以下，其中，接近

地表根颈部（0~30 cm）受害程度最重。主干受冻后，

树干表皮、韧皮部和形成层发生褐变，之后，引发干腐

病，树皮干裂，出现翘皮、易脱落，木质部裸露。经过长

期风干，严重失水，遭遇强风暴雨后极易发生劈折。

3.3 嫁接膜解膜过晚，且没去净

嫁接后解膜过晚，导致嫁接膜随着嫁接苗的生

长逐渐缢入砧木的皮层，整个砧木的均匀加粗生长

受阻，有明显的环状勒痕；解膜过迟也极易导致解膜

不干净，去膜时揪不出来的膜就被滞留在树干里，自

此在树体里将终身保留，致使苗木逐渐死亡，有强风

侵袭后直接被刮倒。

4 应对措施

4.1 适树、适期、适量整形修剪

4.1.1 整形宜从小树着手 ‘突尼斯’软籽石榴的树

形宜以单主干树形为主，及早定形。

4.1.2 合理调整修剪时间 生长衰弱树宜在春季萌

芽前进行冬剪，必要时采取重短截。

旺长树和 5 a生及以上需更换结果枝组树的修

剪调控，修剪时期安排在采果后至落叶前。

旺长树第 2个修剪时期也可调整到 4—5月份，

发芽后至开花前，比常规的冬剪时间稍晚。

盛果树的修剪应以原树形为基础，侧重清内膛、

轻树头，保证树体通风透光，防止形成“大头树”，修

剪后抹芽宜小、宜早。

4.2 修剪后形成的伤口处理要及时、到位

对修剪后留下的伤口及时涂抹防腐剂做封闭处

理，边剪边锯边涂抹。

4.3 做好树体的防冻和干腐病的综合防治工作

需要采取措施：①增施有机肥；②浇封冻水；③
喷施防冻剂和落叶剂；④树干涂白；⑤培土堆，做好

防冻工作。同时，还要采取①刮老翘树皮；②做好清

园；③涂抹伤口愈合剂；④喷布石硫合剂等措施，做

好对石榴干腐病的综合防治工作，确保树体的健壮

生长。

4.4 解膜要及时，并去净膜

苗木嫁接后时刻关注伤口愈合情况和接穗新梢

的生长量，待嫁接口愈合完好，接穗长度为20 cm左

右时及时解膜，并去净嫁接膜。

4.5 合理控制负载量

及时疏蕾、疏花以调节树体营养；果实坐稳后根

据树体、树势，视载果量进行疏果，以合理控制负载

量。对于生长健壮的结果树，初果树以单株少于10
个优质商品果的载果量为度，完成营养生长向生殖

生长的初步转化；盛果树要根据生产管理水平，在保

证高产、稳产、优质的前提下，合理控制载果量。

4.6 借助外力，应对强风骤雨

一旦出现树体已受严重外伤、遭遇强风骤雨后

势必面临减产减收的状况时，必须借助外力及时进

行补救。应采用下部扶干、上部扶冠的办法，按种植

行向每隔 15 m立 1根 2 m高的支柱，再分别在树干

部位 30~50 cm处和上部 1.5 m左右树冠处拉 2道铁

丝，用无纺布做衬布进行绑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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