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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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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标准综合体第 1部分 核桃名词术语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核桃（Juglans regia）的名词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适用于核桃科研、生产和流通的所有环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主根 primary root; tap root

由种子胚根发育而成的或扦插繁殖的苗木生长若干年后其不定根中形成的直立向下生长的大根。

3.2

Ⅰ级侧根 first degree lateral root

直接从主根上长出的侧向生长的根。

3.3

地径 caliper

树（苗）干离地面5 cm左右的直径。

3.4

嫁接部位以上高度 height of grafted nursery plant

指从嫁接部位中心到苗干顶芽基部的高度。

3.5

复幼 rejuvenate

指经过反复嫁接或重剪等措施使发育枝恢复或部分恢复生根能力。

3.6

二次花 second flow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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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芽当年形成当年开花的现象，花的形态多为雄花序或雌雄混合花序。

3.7

早实 early bearing

指实生苗4 a内即可开花的现象，早实类型多具侧生混合芽特性。

3.8

晚实 late bearing

指实生苗5 a及以上才开始开花的现象，晚实类型一般仅顶芽为混合芽。

3.9

特种用途苗 graftings for special purpose

用于建立果材兼用林或其他特殊用途的专用苗木。

3.10

坚果良种纯度 nut varietal purity

所要求的良种坚果个数占检测坚果总数的百分数。

3.11

坚果均匀度 nut uniformity

指坚果大小、形状的差异程度。

3.12

坚果壳厚度 nut shell thickness

是指坚果壳面胴部的厚度。

3.13

缝合线紧密度 shell seal scale

坚果缝合线在受到挤压后开裂的难易程度，可分为紧密、较紧密、较松和松4个等级。

3.14

核仁饱满度 kernel plumpness

核仁紧实丰满的程度，可分为饱满、较饱满、较瘪和瘪4个等级。

3.15

核仁充实度 filled-nut percentage

核仁在核壳内的充满程度，可分为充实、较充实、不充实等3个等级。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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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仁皮色 color of endopleura

核仁表皮颜色，可分为黄白、浅黄、黄、黄褐、褐、紫、紫红、红及其它。

3.17

出仁率 kernel percentage

核仁重量占坚果重量的百分数。

3.18

稳产性 yield stability

指测试良种进入盛果期后，在同一管理水平下连续3 a~5 a产量的变幅，变幅≤20%为稳产。

3.19

过氧化值 peroxide value

核仁中油脂氧化程度的一种指标，以1 kg油脂中过氧化物的mmol数表示。

3.20

黑斑果率 stained nut rate

坚果外壳上出现黑斑的坚果数占检测坚果数的百分数。

3.21

洁净果率 clean nut rate

表面光洁、呈现果壳正常色泽的坚果数占检测坚果数的百分数。

3.22

破损果率 damaged nut rate

外壳破裂的坚果数占检测坚果数的百分数。

3.23

瘪果 fully shriveled kernel nut

即虚果，是指核仁干瘪部位＞1/2体积的核桃坚果。

3.24

瘪果率 fully shriveled kernel nut rate

即虚果率，是指瘪果占检测坚果数的百分数。

3.25

半瘪果 partially shriveled kernel nut

即半虚果，是指核仁干瘪部位≤1/2体积的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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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半瘪果率 partially shriveled kernel nut rate

即半虚果率，是指半瘪果占检测坚果数的百分数。

3.27

虫果 insect bored nut

指果实表面或内部存在活虫或虫体活动痕迹的坚果。

3.28

出油果 oil oozing nut

核壳或核仁颜色变深、表面出现渗油现象的坚果。

3.29

酸败果 rancidity nut

即哈败果，是指核仁中油脂发生氧化、颜色变深、并产生不良气味或味道的坚果。

3.30

霉变果 moldy nut
指核壳或核仁出现霉点或霉斑的坚果。

3.31

霉变果率 moldy nut rate
指霉变果数占检测坚果数的百分数。

3.32

干食良种 walnut cultivars for consumption of nut with shell

指适宜干制后带壳销售的良种。

3.33

鲜食良种 walnut cultivars for fresh consumption

指采后直接食用具有独特风味的良种。

3.34

加工良种 walnut cultivars for kernel use

指适宜机械取仁的良种。

3.35

果材兼用良种 walnut cultivars for fruit and timber use

除获取坚果外，干性和材质较好、可获得优良木材的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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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干性 trunk nature

中心干的强弱和维持时间的长短，分为：强、较强、弱3级。

3.37

侧芽结果能力 lateral bud bearing ability

侧芽抽生果枝并开花结果的能力，用侧生混合芽占侧芽的百分比来衡量，＞60%为强，20%~60%
为中等，＜20%为弱。

3.38

萌芽力 sprouting ability

一年生枝条上芽的萌发能力，以萌芽率（萌发芽占总芽的百分数）表示，萌芽率＞60%为强，20%~60%
为中等，＜20%为弱。

3.39

成枝力 bud brunching ability

一年生枝条春季萌发的芽抽生＞30 cm长枝的能力，以长枝数占总萌芽数的百分数表示，＞67%为

强，34%~67%为中等，＜34%为弱。

3.40

丰产性 yielding ability

良种的产量表现，盛果期树连续三年每m2树冠投影面积产核仁＞220 g为丰产，160 g~220 g为较丰

产，＜160 g不丰产。

3.41

抗寒性 cold resistance

管理水平一致，定植3 a内的同龄核桃幼树一年生枝的越冬抗抽条能力，用强、较强、中等、不抗

寒表述。在冬季不做防护情况下，次年萌芽期随机统计30个以上一年生枝的平均抽条指数。

抽条指数=（枝条抽条长度/枝条总长度）×100%
抽条指数＜10%为抗寒性强；抽条指数≥10%而＜30%为抗寒性较强；抽条指数≥30%而＜60%为抗

寒性中等；抽条指数≥60%为不抗寒。

3.42

抗病性 disease resistance

指抵御有害病原物从而减轻发病和损失程度的能力。

核桃单个果实、叶片等的染病程度由低到高用数字0~10表示，0表示无病害，1表示1%~10%染病，

2表示11%~20%染病，……，10表示91%~100%染病。发病期，随机抽取100个以上果实或叶片，统计感

病程度，计算出病情指数。

病情指数=∑（各级果或病叶数×各级代表值）/(调查总果或总叶数×最高级代表值) ×100%
病果（叶）率=病果（叶）数/调查总果（叶）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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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病情指数或病果率来判定其抗病性，抗病性用“强”、“较强”“中等”和“不抗病”来表述。病情指

数或病果（叶）率＜10%为强；病情指数或病果（叶）率≥10%而＜30%为较强；病情指数或病果（叶）

率≥30%而＜60%为中等；病情指数或病果（叶）率≥60%为不抗病。

3.43

速生性 fast-growing ability

在相同时间和相对适宜的立地条件下，高生长和径生长相对较快的特性，通常认为株高或胸径生长

量超出对照良种 15%的称为速生性强，反之称为速生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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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标准综合体第 2部分 核桃良种选育标准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核桃良种选育途径、无性系测定、区域试验和良种指标。

本部分适用于核桃良种选育。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6909 植物新良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指南 核桃属

3 引种

3.1 检疫

对引入（尤其从国外引入）的嫁接苗或接穗，要进行严格的检疫，按照《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林
业部分)》执行。

3.2 试种

对从生态环境差异较大的地区或国外引进的良种，选择有代表性地块进行小面积试种，嫁接苗需10
株~15株，大树高接需6株~10株。对坚果品质、丰产性等连续观测3 a，表现优良的良种进行区域试验。

对不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应及时淘汰或终止试种。

对从生态环境相似地引进的良种，可不经试种直接进行区域试验。

4 选育途径

4.1 实生选种

4.1.1 初选

按照良种指标（表2-1至2-4），对实生单株的坚果品质、丰产性、抗病性等性状进行连续3 a观测，

与标准良种相比有一项以上的性状具有显著优势的确定为优良单株。

4.1.2 复选

对初选的优良单株，按本部分条目5进行无性系测定。根据试验结果，选出一致性和稳定性符合育

种目标的优良无性系，作为区试的优系。

4.2 杂交育种

4.2.1 亲本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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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育种目标，选择具有目标优良性状的亲本，设计杂交组合。

4.2.2 花粉采集与贮藏

当雄花花药充分成熟变黄或基部个别花药已开裂散粉时，采集雄花序平摊在背阴干燥处的硫酸纸上，

1 d~2 d后收集花粉于干燥玻璃瓶内，短期存于0℃~ 5℃冰箱冷藏，或-20℃冰箱冻藏。

4.2.3 杂交

雄花散粉前，雌花显现后掰除结果母枝上的雄花序并立即套袋隔离。当雌花柱头分裂成倒“八”字时

进行人工授粉，授粉1次即可，宜上午进行，用毛笔或其它工具蘸少许花粉给雌花授粉，切忌授粉过多，

授粉后至柱头枯萎保持隔离（一般情况下约1周时间），柱头枯萎后解除隔离。做好标记和记录。

4.2.4 杂交果采收与处理

杂交果充分成熟后，按杂交组合分别采收，去青皮，清洗后装入尼龙网袋常温干燥，妥善保管。土

壤上冻前，对杂交果进行沙藏（参照《核桃标准综合体》第3部分条目3.1.4.1 ）。

4.2.5 杂交苗培育

翌年春，土壤化冻后，取出沙藏的杂交果，在温室用营养钵育苗。待苗长至20 cm~30 cm时，移入

杂交园。

4.2.6 杂交种圃建立

园地选择参照《核桃标准综合体》第3部分条目3.1.1。整地参照《核桃标准综合体》第5部分条目3。
杂交苗按株行距1 m~2 m × 2 m~3 m定植。作定植图，记录杂交组合、杂交年份、播种年份和单株位置。

按杂交年份-杂交组合代码-单株编号对每个后代单株进行编号（如“2016-5-001”），并适时挂牌。杂交

苗及幼树管理参照《核桃标准综合体》第3部分、第5部分相关内容。

4.2.7 初选和子代测定

通过对坚果品质、抗寒性等性状的初步测定，及时淘汰劣株。当结果量达到30个后，对坚果品质、

丰产性、抗病性、抗寒性等连续观测3 a~5 a，通过综合分析选出符合育种目标的优良单株，然后对选出

的优良单株进行无性系测定。

4.3 芽变育种

4.3.1 初选

对发现的优良或特异性状芽变观测1 a~3 a，与原良种相比，芽变性状具有显著优势且其它性状无劣

变的可定为优良芽变。

4.3.2 复选

对初选出的优良芽变，通过嫁接苗或高接建园，进行无性系测定。试验园四周设置保护行，选择原

良种和1~2个当地主栽良种为对照。每4株~6株为一试验小区，重复3次。结果后连续观测3 a以上，根据

试验结果，认定其是否为优良品系。

5 无性系测定



LY/T 3004—2018

9

对选出的优株，通过嫁接苗或高接建园，进行无性系测定。试验园四周设置保护行，选择1~2个当

地主栽良种为对照。每4株~6株为一试验小区，重复3次。早实高接换优树观测到5 a以上，嫁接苗观测

到8 a以上。晚实高接换优树观测8 a以上，嫁接苗观测到10 a以上。详细观测其坚果品质、丰产性、稳

产性、植物学特征、生物学特性等，按GB/T 26909标准完成DUS测试。通过无性系测定，认定其是否为

优良品系。

6 区域试验

对选出的优良品系，通过嫁接苗或高接在3个或以上不同生态类型的省（区）建区试园，选择1~2
个主栽良种为对照，试验园四周设置保护行，每4株~6株为一试验小区，重复3次。随机区组设计，要求

同一区组内立地条件、树龄一致，管理措施相同。性状观测同“无性系测定”。为缩短育种年限，区域试

验可与无性系测定同时进行。

7 良种指标

核桃良种按主要用途可分为：干食良种、鲜食良种、加工良种he 果材兼用良种。核桃良种主要指

标见表2-1、表2-2、表2-3和表2-4。

7.1 良种坚果指标

表 2-1 核桃良种坚果指标（食用方式）

良种

类型

外

观

果壳

完整

度

缝合

线紧

密度

单果

重/g

壳厚

（mm）

出仁率

（%）

取仁

难易

鲜种

仁去

皮难

易

核仁

颜色

核仁

饱满

度

核仁

充实

度

蛋白

质含

量

（%）

脂肪

含量

（%）

干食

良种

美

观
完整 紧 ≥10 0.8~1.5 ≥50 易 —

浅黄-

黄白
饱满

充实/

较充

实

≥15 ≥60

鲜食

良种
— — 较紧 ≥10 0.8~1.2 ≥50 极易 易

黄-黄

白

较饱

满

充实/

较充

实

≥15 ≥50

表 2-2 核桃良种坚果指标（加工方式）

良种

类型

外

观

果壳

完整

度

缝合

线紧

密度

单果

重/g

壳厚

（mm）

出仁率

（%）

取仁

难易

鲜种

仁去

皮难

易

核仁

颜色

核仁

饱满

度

核仁

充实

度

蛋白

质含

量

（%）

脂肪

含量

（%）

机械

加工

良种

— 完整 紧 ≥8 ≥1.0 ≥45
易/

极易
—

浅黄-

黄白
饱满

较充

实
≥15 ≥60

果材

兼用

良种

较

美

观

完整 紧 — ≥1.0 ≥45 极易 —
黄-黄

白
饱满

充实/

较充

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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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良种树体指标

表 2-3 核桃良种树体指标（食用方式）

良种类

型

干

性

侧芽结果能

力
萌芽力 成枝力

丰产

性

稳产

性

抗寒

性

抗病

性

速生

性

专有特

性
备注

干食良

种
— 中等/强

中等/

强

中等/

强
丰产 稳产 较强 较强 — — —

鲜食良

种
— 中等/强

中等/

强

中等/

强
丰产 稳产 较强 较强 — —

青皮染手

轻

表 2-4 核桃良种树体指标（加工方式）

良种类型
干

性

侧芽结果能

力
萌芽力 成枝力

丰产

性

稳产

性

抗寒

性

抗病

性

速生

性

专有特

性
备注

机械加工良

种
— 中等/强

中等/

强

中等/

强
丰产 稳产 较强 较强 — — —

果材兼用良

种
强 弱/中等

弱/中

等
强

较丰

产
稳产 较强 较强 强 —

材质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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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标准综合体第 3部分 核桃嫁接苗培育和分级标准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核桃嫁接苗培育的圃地选择与整理、砧木苗的培育与嫁接、苗木的假植、包装运输、

质量等级指标、测定方法及验收规则等技术。

本部分适用于核桃嫁接苗的培育、分级、检验和销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6001 育苗技术规程

GB 6000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3 苗圃地整理

3.1 圃地选择

选择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土质疏松、土层厚度＞1 m、排水良好、具灌溉条件、地下水位低于2 m、

光照充足的砂壤土或壤土。不宜连作。

3.2 整地作床

播种前，每亩撒施充分腐熟的有机肥4000 kg ~5000 kg，全圃深翻混匀，并及时耙平保墒。育苗前，

全面浅耕，深度15 cm~20 cm，耙平整细作床或作垄。北方宜作床，床面宽1.0 m~1.5 m，步道宽40 cm
左右，床面低于步道15 cm~25 cm，苗床长度随地形而定，一般10 m~20 m；南方宜作垄，垄高20 cm~30
cm，垄顶宽15 cm~25 cm，垄中心距70 cm，垄长20 m~30 m。

4 砧木苗培育

4.1 实生砧木苗的培育

宜采用当地核桃本砧培育实生砧木苗。

4.1.1 种子选择

选择当地充分成熟、种仁饱满、个大均匀、无病虫害、无霉变、自然干燥的当年坚果。

4.1.2 种子贮藏

将种子装于麻袋等容器中，置于干燥、阴凉处。

4.1.3 种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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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播种子处理方法可选择以下任意1种。

——沙藏

土壤冻结前，选排水良好、背风向阳、无鼠害的地方挖储藏坑，坑深60 cm~100 cm，宽100 cm~150
cm，长度依种子多少而定。沙藏前，将种子用冷水浸泡2 d~3 d。先在坑底铺一层10 cm厚的湿沙（手握

成团而不滴水，绝对含水量约为30%），其上放一层核桃，然后放一层10 cm厚的湿沙，依此分层铺放，

直至距坑口20 cm处，用湿沙填平，上用土堆成屋脊形，在坑的中间竖一草把，草把上露头，下至坑底，

坑长时，每隔1.5 m竖一草把。储藏坑四周开排水沟。翌年3月，当50%的坚果裂口长出新根时，即可播

种。储藏时间应在＞50 d。
——冷水浸种

春季播种前，将种子装入麻袋，用石块等物压入河水中，或给缸、池等容器注入冷水，将种子浸入

水中，每天换水1次。浸泡7 d~10 d，待20%的种子裂口时，捞出晾晒1 h~2 h后播种。

——热水浸种

播种前，将种子放入盛有80 ℃热水的缸中，立即用木棍搅动，使其温度降至常温，浸泡8 d~10 d，
每天换水1次，待种子膨胀裂口，捞出晾晒1 h~2 h后播种。

——开水烫种

将种子放入缸内，边搅拌边倒入沸水，使种子全部浸没，2 min ~3 min后，立即加入适量凉水，使

其自然冷却，然后每天换凉水一次，浸泡3 d~5 d，待种子膨胀裂口，捞出晾晒1 h~2 h后播种。此法适

用于厚壳1.2 cm~1.5 cm核桃种子，及在播种时间紧的情况下采用。

4.1.4 播种时间

春播在土壤解冻后进行，宜3月中旬到4月底。秋播在核桃采收后到土壤冻结前进行，宜10月下旬到

11月下旬。

4.1.5 播种方法

开沟点播，株行距15 cm×60 cm，沟深8 cm ~10 cm。种尖朝向一侧。覆土6 cm~8 cm。

4.1.6 播种量

每亩播种干核桃85 kg~110 kg。

4.2 无性系砧木苗的培育

4.2.1 设施条件

催芽棚宜采用普通日光温棚。催芽池宜建造长×宽×深为3 m×1.5 m×0.8 m，之间留作业道，池底铺4
cm~6 cm洁净粗河沙，河沙含水量27%~30%，用0.3%高锰酸钾溶液消毒；

扦插棚宜采用普通日光温棚，配备棚外遮阴和喷水降温设施。

4.2.2 插穗

4.2.2.1 插穗母枝采集

选择待繁殖的核桃砧木良种，如‘中宁盛’、‘中宁异’等良种的复幼发育枝或1年生嫁接苗干作为插穗

母枝材料。

4.2.2.2 插穗制备

采穗母枝或良种砧木苗经60 d~80 d的低温处理，可移入催芽棚，水平置于催芽池内催芽，覆砂4
cm~5 cm，间距2 cm~5 cm，棚内温度白天25℃~30℃，夜间≥10℃，棚内极端温度不超过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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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扦插

4.2.3.1 扦插基质

基质配方可选腐木屑或蛭石:腐熟有机肥:生黄土=1:1:1，或腐木屑:泥炭=1:1,或壤土:泥炭:焦康=1:1:1，
或壤土:腐叶土:沙=6:3:1。插壤混匀后用杀菌剂消毒，再装入营养钵。营养钵规格Φ8 cm×h15 cm(直径×
高)。

4.2.3.2 插穗采集

采集插穗母枝或良种砧木苗干上萌发的半木质化萌条作为插穗，插穗高度14 cm~18 cm，生长4 片

~5 片复叶。剪去插穗基部6 cm~10 cm内的全部叶片，其余叶片保留1/2。

4.2.3.3 扦插方法

用4 000 mg/kg吲哚丁酸（IBA）溶液速蘸插穗基部2 s~3 s后，晾干2 min~3 min后插入营养钵内的基

质中，深度4 cm~5 cm，并保证插穗基部与基质结合紧密。

4.2.4 插后管理

插穗生根前，保持棚内气温25℃~35℃、空气相对湿度85%~95%。当生根率达60%~70%时，延长通

风时间，降低空气湿度。插穗生根率达90%时，开放通风口，增加光照强度。

4.2.5 移栽

开放通风口2周后，选择空气湿度高、光照强度弱、气温较低的时间进行苗木移栽，株行距按50 cm×80
cm。

4.2.6 苗期管理

4.2.6.1 留苗量

实生砧木苗留5 000株/亩~6 000株/亩。

4.2.6.2 施肥灌水

萌芽前施复合肥30 kg ~50 kg/亩，5月~6月灌水2次~3次。7月~8月根据墒情决定是否灌水，雨后或

灌水后追施磷肥、钾肥2次。11月灌封冻水1次。扦插苗移栽后结合浇水追施氮肥，相隔15 d~20 d追施1
次，每次追施8 kg~12 kg/亩，8月上中旬追施磷钾复合肥20 kg~30 kg/亩。

4.2.6.3 中耕除草

苗木生长季节中耕除草3次~4次，幼苗前期，中耕深度2 cm~4 cm，后期逐步增加到8 cm~10 cm。保

持土壤疏松、无杂草。

4.2.6.4 有害生物防控

及时进行有害生物防控。具体方法《核桃标准综合体》附录B。

5 嫁接

5.1 良种选择

选择经国家或省级审（认）定，并且在当地表现良好的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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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接穗来源

接穗从专用采穗圃、良种母树或良种纯正的丰产园中采集。

5.3 采穗母树要求

良种纯正、生长健壮、无病虫害、中幼龄。

5.4 穗条的采集与贮藏

枝接接穗在核桃树萌芽前采集。采下的穗条去掉梢头，立即蜡封剪口，20根或30根一捆，加带标签，

放入地窖或冷库内保湿贮藏，贮藏温度保持0 ℃～5 ℃，最高不超过10 ℃。

芽接接穗在嫁接时采集，采下的接穗去掉叶子留部分叶柄，基部浸入带水的桶内，随采集随嫁接。

5.5 嫁接方法

5.5.1 枝接

露地枝接在砧木发芽后至展叶期进行，方法可选用插皮舌接、插皮接、双舌接。嫁接的砧木应在2 a
生以上，地径＞2 cm。嫁接前2周开始控水，依砧木大小和土壤、气候条件，嫁接前1 d~3 d对砧木实施

放水处理，放水量以接后不产生伤流为宜。

5.5.2 芽接

在砧木、采穗母树枝条半木质化后的一个月内进行嫁接。嫁接部位距地面5 cm~ 30 cm，15 d~20 d
检查成活情况，未成活的及时补接。

5.6 接后管理

枝接 30 d后解除绑扎物；芽接20 d后解除绑扎物，接芽生长＞8 cm时，在接芽上方1 cm左右剪砧。

随着苗木的生长，绑设防风杆，除萌，摘心，加强水肥管理，苗木生长后期禁施氮肥、控制灌水，促进

苗木木质化。

6 苗木出圃

苗木达到《核桃标准综合体》第3部分规定的质量等级指标后，方可出圃。起苗在秋季苗木落叶后

至土壤封冻前或翌年春季土壤解冻后至发芽前进行。起苗时防止损伤树皮，保护好根系，剪去受伤根、

过长根。

7 苗木假植

7.1 临时假植

苗木分级后到起运，及苗木运达栽植地到栽植＞24 h的苗木，均要进行临时假植。

7.2 长期假植

越冬苗木应进行长期假植。

7.3 假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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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背风、排水良好的地方挖假植沟。沟深1.0 m、宽1.0 m~1.5 m，长度依苗木数量而定。假植时，

将苗木单层倾斜＞45°摆放于沟内，用湿土或湿沙填埋，埋至苗木高度的2/3处，寒冷地区宜全部覆土。

假植的苗木挂标签，注明沟号、良种、数量、等级、假植日期，并绘制假植示意图。

8 包装运输

参照GB 6001执行。

9 苗木分级

9.1 基本要求

嫁接部位距地面5 cm~20 cm，接口愈合良好、牢固，苗干通直，充分木质化，芽体饱满，无冻害、

风干，无严重机械损伤，无病虫害。

9.2 具体要求

各等级具体要求见下表：

表 3-1 嫁接苗质量等级

项目 特级 I级

嫁接部位以上高度（cm） ≥120 ≥90

嫁接口上方直径（cm） ≥1.5 ≥1.0

主根长度（cm） ≥25 ≥20

＞10cm长的Ｉ级侧根条数 ≥15 ≥10

10 检验、验收和检疫方法

参照GB 6000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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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标准综合体第 4部分 核桃优质丰产栽培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核桃栽培地选择与规划、整地、栽植、栽后树体管理、早期间作、整形修剪、幼树期

与成龄树土肥水管理、采收、有害生物和自然灾害防控等核桃优良良种丰产栽培技术。

本部分适用于核桃生产栽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4285 农药使用安全标准

GB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3 栽培地选择与规划

3.1 栽培地选择

3.1.1 气候条件

年平均温度10℃~16℃，绝对最低温度≥-20℃，绝对最高温度≤40℃，无霜期160 d~240 d，全年日

照时数≥2000 h，年降雨量400 mm~1000 mm，10℃以上年有效积温≥3000℃。栽培地空气条件参照GB3095
执行。

3.1.2 立地条件

选择北纬30°~40°之间背风向阳地带，坡度≤20°，土层厚度≥1.0 m，通透性良好的砂壤土、轻壤土

和壤土，pH值6.5~8.0。栽培地土壤要求参照GB15618执行，灌溉水要求参照GB5084执行。

3.1.3 栽培地规划

建园之前对园地房屋建设、修筑道路、排灌设施、防护林布设等进行规划设计，并绘出平面图。

4 整地和栽植

4.1 整地方式

整地可采用以下方式。

——沟状整地：立地条件较好，适于机械整地的平地或台田，栽植挖沟宽×深=（0.8 m~1.0 m）×（0.8
m~1.0 m）的栽植沟，沟长依园地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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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状整地：平地栽植挖长×宽×深不小于 0.8 m×0.8 m×0.8 m的树穴；缓坡地建园，沿等高线挖

同样规格的树穴，栽植后坡地逐步修改成梯田。

4.2 施基肥和回填

苗木栽植前，将挖出的表土与足量有机肥（按1.0 t/亩~2.0 t/亩施入）混匀，回填穴中，待填至低于

地表20 cm后，灌透水、沉实，覆土保墒。

4.3 栽植

4.3.1 良种选择和配置

根据当地光热、水肥和管理条件选择适宜的良种（参照附录A）。栽植苗木选择嫁接苗，质量要达

到I级以上。主栽良种与授粉良种的比例为（8~10）：1，同一栽培地内栽植不宜超过3个良种。

4.3.2 栽植时间

春栽，宜在土壤解冻后至春季萌芽期前。秋栽，宜在秋季落叶后至冬季上冻前栽植。冬春严寒风大

地区，适宜春栽。

4.3.3 栽植密度

4.3.3.1 纯园

早实良种株行距：（4 m~5 m）×（5 m~6 m），晚实良种株行距：（6 m~8 m）×（10 m~12 m）。

4.3.3.2 间作园

早实良种株行距：（5 m~6 m）×（6 m~8 m），晚实良种株行距：（6 m~8 m）×（10 m~12 m）。

间作物选择参照本部分条目5。

4.4 栽植技术

栽植前，对过长、受损根系进行修剪，修剪量＜总根系1/3，苗木根部浸泥浆水24 h。栽植时，将苗

木置于穴内中央，做到栽植端正，根系舒展，边埋土边踏实，埋土深度以高出原根际土痕2 cm~4 cm为

宜。栽后修筑1.2 m2~1.5 m2的营养带。栽后立即灌足定根水，待水下渗后覆土保墒。灌水下渗后根颈与

地面齐平。及时覆盖地膜。

4.5 栽后管理

4.5.1 定干除萌

早实核桃良种栽植后当年或第二年进行，晚实核桃栽后2 a~3 a进行。定干高度依预培养树形而定。

发芽后应及时抹除砧木萌芽。

4.5.2 越冬防寒

寒冷地区1 a~2 a幼树宜在越冬前进行树体防寒保护，可采用土埋、树干绑缚（纸、草绳等）、树干

涂抹（聚乙烯醇、2°~3°石硫合剂等）等措施。

5 早期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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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选择矮生、不与核桃争肥水、不易发生同类病虫害的作物，作物高度不高于1.2 m，注意留出营

养带。

——果粮间作：主要作物有豆类、谷物、油菜、花生、红薯、马铃薯等。

——果药间作：主要药材有丹参、板蓝根、柴胡、生地、薄荷、桔梗等。

——果草间作：主要种植长绒野豌豆、鼠茅草、田菁、乌豇豆、绿豆、车轴草、黑麦草、羊角豆等

夏季绿肥作物。

6 幼树期土肥水管理

6.1 土壤管理

土壤管理可采用以下方法。

——土壤中耕：夏秋季结合灌水、施肥进行中耕除草，耕作深度宜 15 cm~20 cm，每年 2次~3次。

——深翻扩穴：土壤条件较差的立地，在果实采收后至落叶前深翻 1次，翻耕深度 40 cm~50 cm。

土壤条件较好或深翻有困难的立地可浅翻，浅翻深度 20 cm~30 cm。结合施基肥进行。

6.2 施肥技术

6.2.1 施肥时间

基肥：果实采收后至落叶前尽早施入；追肥：萌芽前后追1次，果实发育期追施1次；叶面喷施：果

实发育期和硬核期各喷施2次~3次。

6.2.2 施肥方法

施肥可采用以下方法。

——环状施肥：围绕树冠投影外缘挖环状沟，宽 30 cm~40 cm，施基肥深 30 cm~40 cm，将肥料与

表土混合均匀施入沟内，盖底土灌水。环状沟应逐年外移。

——穴状施肥：以树干为中心至冠幅投影边线的 1/2处挖穴后施入肥料，封土灌水。

——条状施肥：在株间或行间挖两条相互平行的条状沟，沟长可与冠径相等或为冠径 2/3的沟，宽

40 cm~50 cm，沟深 40 cm~50 cm，施肥后灌水覆土。每年轮换施肥沟位置。

6.2.3 施肥量

基肥以腐熟的有机肥为主，施肥量幼树25 kg ~50 kg/株，初果期树50 kg ~100 kg/株。

追肥一般1 a~5 a生树，每m2树冠影面积施纯氮50 g ~100 g，纯磷和纯钾30 g ~60 g。

6.3 灌水与排水

6.3.1 灌水

灌水时间和灌水次数依当地气候条件而定。关键时期为春季萌芽前第1次灌水，果实发育期第2次灌

水，采收后至土壤封冻前第3次灌水。

6.3.2 排水

降雨量偏大的年份和降水量集中的季节，要疏通沟渠，排水防涝。

7 成龄期土肥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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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土壤管理

参照本部分条目6.1。

7.2 施肥技术

7.2.1 施肥时间

参照本部分条目6.2.1。

7.2.2 施肥方法

参照本部分条目6.2.2。

7.2.3 施肥量

基肥以腐熟有机肥为主，盛果期树200 kg~250 kg /株。

叶面喷施：全年4次~5次，一般硬核期前2次，以氮肥为主；硬核期至果实成熟期2次~3次，以磷、

钾肥为主，可补施果树生长发育所需的微量元素。常用肥料浓度：尿素≤0.2%，磷酸二氢钾0.2%~0.3%，

硼砂0.1%~0.3%。氨基酸类叶面肥宜600倍~800倍液。最后一次叶面喷肥应在果实采收期前20 d喷施。

7.3 灌水与排水

参照本部分条目6.3。

8 整形与修剪

8.1 常用树形

常用树形有主干疏散分层形、单层高位开心形和纺锤形3种。

8.2 整形

栽植当年或第二年定干，定干高度≥120 cm，栽植后3 a~5a完成整形。常用树形可采用以下3种。

——主干疏散分层形

干高100 cm~120 cm，树高4.5 m~6.0 m。全树5~7个主枝，分2~3层，层间距80 cm~100 cm。基部三

主枝，第二、第三层各留2个主枝。基部三个骨干枝最多可留1个侧枝，其他各层骨干枝不留侧枝。

——单层高位开心形

干高100 cm~120 cm，树高3.5 m~4.5 m，主干不同方位留3~5个主枝，向上每间隔15 cm~20 cm插空

排列6个~8个单轴结果大枝，2 a~4 a更新一次。

——纺锤形

干高110 cm~150 cm，树高5.0 m~6.0 m，均匀着生8个~12个骨干枝，骨干枝开张角度在80°~100°。
下层骨干枝略大于上层骨干枝，树冠下大上小，呈纺锤形。

8.3 修剪

8.3.1 修剪时期

冬季修剪是指秋季落叶后至春季萌动前，一般在11月下旬至3月上旬；夏季修剪指萌芽后至秋季落

叶前，一般在4月中旬至8月中旬。

8.3.2 修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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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疏散分层形修剪方法：

（1）中心干和主枝选留：选择健壮方向竖直（基角约90°）的主枝为中心干，并选留3个不同方位

（水平夹角约120°）、相邻枝间距30cm~40 cm生长健壮的枝条培养成第1层主枝，主枝基角≥60°，

腰角70°～80°，梢角60°～70°，其余枝条全部疏除；第2层主枝和第3层主枝按照第1层主枝要求，

选留3个不同方位生长健壮枝条培养成每层主枝，层间距120 cm~150 cm，各层主枝交错选留，避免重叠。

（2）侧枝选留：第一层各主枝选留侧枝3个，第二层各主枝选留2～3个，第三层各主枝选留1～2
个；第一侧枝距中心干50 cm，第二侧枝距第一侧枝50 cm，第三侧枝距第二侧枝80 cm，侧枝与主枝的

夹角45°～55°，各级侧枝为斜生枝，忌背下枝，交错排列。

——幼树期修剪

疏除过密枝、交叉枝、重叠枝、背下枝、干枯枝和病虫枝，中度（剪除1/2）或轻度（剪除1/3或1/4）
短截发育枝，使短枝数量占总枝量的30%左右，并在树冠内均匀分布。

——结果初期树修剪

去强留弱，或先放后缩，放缩结合，防止结果部位外移。疏除影响主、侧枝的辅养枝，二次枝摘心

或短截，培养结果枝组，使结果枝数量占总枝量的10%左右。

——盛果期树修剪

（1）骨干枝和外围枝修剪：轻度（剪除1/3或1/4）回缩过弱骨干枝，疏除过密弱小外围枝，有营

养空间的也可短截外围枝。

（2）结果枝组培养：轻度（剪除1/3或1/4）回缩大、中型辅养枝，去直留平斜发育枝，拉平及摘

心徒长枝，培养大、中、小型结果枝组，枝组间距离保持80 cm左右，并在均匀分布在各级主、侧枝上，

使结果枝与营养值的比例为3:1。
（3）结果枝组更新：轻度（剪除1/3或1/4）回缩过旺大型枝组，中度（剪除1/2）回缩过弱大型和

中型枝组，疏除弱小枝组，保持中庸树势。

——衰老树修剪

（1）主枝更新：选择健壮主枝，保留60 cm~100 cm，锯除其余部分，促其萌发新枝，每个主枝不

同部位保留2~3个健壮枝条，培养成一级侧枝。

（2）侧枝更新：选择2个~3个侧枝，在每个有强旺分枝前部3 cm~5 cm处剪截，重回缩明显衰弱侧

枝和大型结果枝组，疏除病虫枝、枯枝和下垂枝。

（3）更新枝处理：加强更新树田间土肥水管理，尽快恢复树势。

其他树形修剪参照上述方法进行。

9 采收

参照《核桃标准综合体》第6部分。

10 有害生物防控

参照《核桃标准综合体》附录B。

11 主要病害防控

参照《核桃标准综合体》附录C。

12 自然灾害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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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核桃标准综合体》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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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标准综合体第 5部分 核桃改劣换优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核桃低产劣质园改造的高接换优、换优后树体管理、换优后土壤管理和有害生物防控。

本部分适用于核桃改劣换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所有部分）

3 低产劣质园指标

3.1 早实核桃低产劣质园指标

因良种选择不当、实生定植、种植方式不当所形成的低产、劣质成龄核桃园。早实核桃产量低于表

5-1指标的即可认定为低产劣质园。

表 5-1 早实核桃低产劣质园指标

树龄（a） 平均产量（≤kg/亩）

平 地 缓坡及丘陵地

4 7 5
5 17 10
6 27 17
7 40 25
8 53 33
9 63 43

10~20 73 53

3.2 中晚实核桃低产劣质园指标

中晚实核桃产量低于表5-2指标的即可认定为低产劣质园。

表 5-2 晚实核桃低产劣质园指标

树龄（a）
平均产量（≤kg/亩）

平 地 缓坡及丘陵地

5 7 —
6~8 17 10
9~11 2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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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40 27
15~17 53 37
18~20 70 43

4 高接换优

4.1 高接树选择

立地条件较好，树体生长健壮，树龄≤20 a生的实生或非目的良种核桃树。

4.2 高接树准备

采用春季枝接法的高接树，需萌芽前控制肥水；采用夏季芽接法改接的高接树，宜春季萌芽前重回

缩。

4.3 高接树改接枝条的处理

4.3.1 5 a生以下被改接树

根据树形培养要求，有主枝的保留3 个～5 个主枝，总高度不超过1.2m；没有主枝的，距离地面1m～

1.2m锯掉上部树冠。春季枝接的树，将被改接主枝在在距离主干或中心干15 cm～20 cm处锯断，在距离

最上部主枝20 cm～30 cm处将中心干锯断。夏季芽接的树，将被芽接主枝在距离主干或中心干8 cm~10
cm处锯断，中心干在距离最上部主枝10 cm～15 cm处锯断；萌芽后每大枝留1～2根新梢，选留数量为

需嫁接量的120%。

4.3.2 6 a～20 a 生被改接树

主枝基角在40°以上的被改接树，基部保留角度适宜的3个主枝；中心干在距离最上部主枝40 cm～

50 cm处锯断，总高度不超过1.5m。主枝长度保留50 cm～~100 cm，每个主枝保留4 个～5 个大枝，改

接大枝直径宜5 cm～7 cm，最大不超过10 cm；全树被改接大枝数量在13 个～16 个。春季枝接的树，

保留的被改接大枝在距离着生部位10 cm～15 cm处锯断；夏季芽接树，保留的被改接大枝在距离着生部

位3 cm～5 cm处锯断。主枝基角过小、树体结构紊乱的被改接树，在距离地面1.0 m～1.2 m将主干锯断。

4.4 高接树树体的处理

高接树改接枝条处理完成后，树体全部涂白。

4.5 良种选择

选择经国家或省级级审、认定，且在当地表现良好的良种。参照《核桃标准综合体》附录A。

4.6 接穗采集及贮藏

参照《核桃标准综合体》第3部分。

4.7 嫁接方法

4.7.1 插皮舌接

适宜时间为春季萌芽后，平均气温＞15℃时。将接穗下端削成长约6 cm~8 cm的舌状削面，刀口一

开始就向下并超过髓心。削平砧木锯口，选择砧木树皮光滑的一侧刮去长约6 cm~8 cm、宽度约2 cm的

表皮，露出皮层。用手捏开接穗舌状部分的皮层，使其与木质部分离，把接穗的舌状木质部插入砧木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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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与木质部之间，使接穗皮层紧贴在砧木外表面的削面上，并露白0.5 cm左右，用塑料条绑紧包严。嫁

接部位断面直径5 cm~7 cm的插2根接穗，直径在8 cm~10 cm的插3根接穗。包扎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用

加厚地膜由下至上包扎，缠到接穗顶部。另一种是砧木接穗固定后，随即用麻或塑料扎绳将砧穗捆绑4~5
圈，绑紧、绑牢；再用一条长×宽×厚=（25 cm~30 cm）×（3 cm~5 cm）×（0.005 mm~0.007 mm）的地

膜自下往上缠绕，将接口及接穗包紧包严，进行全封闭保湿，接芽部分地膜为单层；再将双层报纸对折，

封项，外套一个塑料袋，下部扎严。

4.7.2 插皮接

适宜时间为春季萌芽后，平均气温＞20℃时。接穗下端削一长约6 cm~8 cm的削面，刀口一开始就

向下并超过髓心。削面背面向下0.5 cm~1 cm处的两侧轻轻削去皮层。在砧木树皮光滑的一侧开长约5
cm~6 cm的缝，撬开皮层使其与木质部分开，将接穗的长削面插入砧木的皮层与木质部之间，内侧露白

0.5 cm左右，最后用塑料条绑紧包严。

4.7.3 芽接

参照《核桃标准综合体》第3部分。

4.8 接后管理

4.8.1 补接

枝接后20 d左右，芽接后7 d左右检查成活情况，未接活的用大方块芽接法及时补接。

4.8.2 除萌

嫁接后及时剪除砧木上的所有萌芽，每7 d~10 d左右一次，连续3~4次。春季枝接未成活的，每断

面保留2~3根萌芽，过多的萌芽去掉；夏季芽接后20 d~30 d内，去掉所有砧木萌芽；补接后，接芽仍未

成活的保留接芽以下的1个萌芽。

4.8.3 放风

采用第二种插皮舌接包扎法的需进行放风。接穗萌芽后，外套的塑料袋开一小口放风，随着接穗的

生长逐渐放开塑料袋。接芽长到10 cm左右时，去掉塑料袋。

4.8.4 剪砧、解绑

当接芽长到5 cm时把接芽以上砧木剪掉，接芽与砧木愈合到一起后割开嫁接膜解绑；枝接后2~3个
月，将接口绑缚材料放松一次，8月下旬以后可根据具体情况将绑缚物全部去掉。

4.8.5 防风

接穗新梢长到20 cm~30 cm时，及时在接口处绑缚1.0 m~1.5 m长的防风杆，防风杆下部20 cm~30 cm
固定在砧木上，上部绑缚接穗的新梢松紧适当。

4.8.6 摘除雌、雄花

对嫁接当年新梢上萌发的雄花和雌花要及时全部摘除。

5 换优后树体管理

5.1 修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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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核桃标准综合体》第5部分。

5.2 树形改造

造形与砧木处理同时进行，选要保留的主枝进行处理，将多余的去掉。5 a~10 a生的密植树改造成

单层高位开心形或纺锤形。5 a生以上稀植树改造成主干疏层形，中心干上着生主枝5~7个，分为2~3层，

主枝基角60°~80°，第l层主枝3个，每主枝2~3个侧枝；第2层主枝2个，侧枝1~2个；第3层主枝l~2个，侧

枝1个，主侧枝上着生结果枝组，层间距1.2 m~1.5 m。

嫁接后树冠高度控制在2.5 m以内、冠幅控制在2.0 m（稀植园3.0 m）以内。

5.3 修剪技术

5.3.1 改接第二年

改接翌年春季对长度≥80 cm、直径≥ 1cm的主枝、侧枝进行拉枝，角度75°～80°；长度和直径

达不到上述标准的枝条在距离嫁接口3 cm～5 cm将该枝条剪断，促发壮枝。发芽前15 d～20 d，中心干

延长枝剪留40 cm～45 cm。

5.3.2 改接第三年

中心干上新长出的枝条每隔20 cm～30 cm保留一个，作为主枝；长度≥80 cm、直径≥ 1cm的主枝

按照第二年的标准进行拉枝，否则留3 cm～5 cm将该枝条剪断，促发壮枝。春季发芽前15 d～20 d，中

心干延长枝继续剪留40 cm～45 cm。

5.3.3 改接四年以后

疏除过密枝、重叠枝、交叉枝、病虫枝、雄花枝、细弱枝、干枯枝。早实核桃衰老大枝留10 cm~15
cm短橛重回缩促发壮枝。

6 换优后土壤管理

参照《核桃标准综合体》第4部分。

7 有害生物防控

参照《核桃标准综合体》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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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标准综合体第 6部分 核桃采收和采后处理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核桃的采收和采后处理。

本部分适用于核桃采收和采后处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3 采收时间

壳厚≤1.1 mm的应在果实青皮由绿色逐渐变为黄绿色，一半以上果实顶部青皮离壳时进行采收；壳

厚＞1.1 mm的可在全树1/4果实青皮开裂时采收。

4 采后处理

4.1 脱青皮

果实采收后，壳厚≤1.1 mm的可在0.3%~0.5%乙烯利溶液中浸蘸约半分钟，装入网袋，整齐堆放在

阴凉通风处，厚度100 cm~130 cm，防雨淋，2 d~3 d后青皮离壳时，可脱青皮。

手工脱青皮或采用转筛式脱皮机、滚筒式脱皮机等机械进行脱青皮。机械脱青皮时，应根据核桃处

理需求选择不同规格和类型的机械，及时清理处理后的核桃青皮。核桃坚果破损率应＜5%。

4.2 清洗

脱去青皮的坚果应及时进行清洗。可采用专用机械进行清洗或人工清洗，及时除去残留在果面上的

维管束、烂皮、泥土等杂物。切忌泡洗时间过长，避免果内进水。不可使用任何化学药剂。

4.3 干燥

4.3.1 烘房干燥

坚果的摊放厚度≤15 cm，避免烘烤不均出现核壳开裂或烤焦。开始时烘房温度应在 30℃~35℃，

注意排湿。当烤到四五成干，，将温度升至35℃~40℃，待坚果七八成干，将温度降至30℃左右，直至

烘干。坚果烘干过程中要及时翻动烘干后坚果含水量≤7%。

4.3.2 机械干燥

使用热风循环干燥等形式的烘干机对核桃坚果进行干燥。清洗后的坚果可自然干燥1 d~2 d后，再移

至烘干设备中。烘干时最高温度不高于43℃。烘干后坚果含水量≤7%。

4.3.3 自然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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晾晒场地应干净卫生，先摊放在阴凉干燥处晾半天左右，不可直接放在阳光下曝晒，避免果壳开裂。

摊晒时厚度不超过两层坚果，及时翻动。干燥后坚果含水量≤7 %。

4.4 分级

参照《核桃标准综合体》第 8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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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标准综合体第 7部分 核桃坚果丰产指标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核桃丰产园的坚果产量指标。

本部分适用于核桃园丰产性能的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3 核桃坚果丰产指标

3.1 早实核桃坚果丰产指标

丰产指标按表7-1执行。

表 7-1 早实核桃坚果丰产指标

树龄（a） 平均产量（kg/亩）

平 地 缓坡及丘陵地

4 20 15

5 50 30

6 80 50

7 120 75

8 160 100

9 190 130

＞10 ＞220 ＞160

3.2 中晚实核桃坚果丰产指标

晚实核桃坚果丰产指标按表7-2执行。

表 7-2 晚实核桃坚果丰产指标

树龄（a）
平均产量（kg/亩）

平 地 缓坡及丘陵地

5 20 —
6~8 50 30
9~11 80 50
12~14 120 80
15~17 16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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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 210 130
＞21 ＞250 ＞160

4 测定

4.1 选样

按同立地、同树龄，选取有代表性的样行，在样行内选取样株。样行不得选取边行，样株要连续选

取，不得隔株选取。样株占所测面积：≤45亩，样株15株～20株；45亩～90亩，样株20株～30株；90亩～

450亩，样株30株～50株；﹥450亩样株50株～100株。

4.2 测产

测产在夏季生理落果后进行。逐样株数取健康果数量，用下列公式计算出平均每亩产量。也可在成

熟期采果、脱皮、干燥后，实测产量。

平均每亩产量（kg）=（所有样树结果数合计/样树数）×坚果单果平均干重(g)×每亩平均株树/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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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标准综合体第 8部分 核桃坚果质量及检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核桃坚果质量等级、分级和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核桃质量评定和流通各环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5009.22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酸价的测定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子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 7718 预包装食品标签标准

GB/T 8946 塑料编织袋通用技术要求

GB 1930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

GB/T 29372 食用农产品保鲜贮藏管理规范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的规定

3 质量要求与分级

3.1 感官指标

感官指标应符合表8-1规定。

表 8-1 感官指标

项目 特级 一级 二级

基本要求 坚果充分成熟，大小均匀，壳面洁净，无露仁、出油、虫蛀、霉变、异

味、杂质等，未经有害化学漂白处理

果形 形状一致；

横径变幅 ≦±1 mm，

单果重变幅≦±1.2 g

形状基本一致；横径

变幅±1-2 mm；单果重

变幅 1.2 g-2.4 g

形状基本一致；横径

变幅 ≧±2 mm；单果

重变幅≧±2.4 g

核壳 具良种正常颜色；缝

合线紧密

具良种正常颜色；缝

合线较紧密

具良种较正常颜色；

缝合线基本紧密

核仁 饱满，皮色黄白或具

良种特有颜色、涩味

淡

较饱满，皮色黄白或

具良种特有颜色、涩

味淡

较饱满，皮色黄白、

浅琥珀色或具良种特

有颜色，稍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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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物理指标

坚果物理指标应符合表8-2规定。

表 8-2 物理指标

项目 特级 一级 二级

良种纯度% ≥90.0 ≥80.0 ≥75.0

平均横径(mm) ≥30.0 ≥28.0 ≥26.0

平均果重(g) ≥12.0 ≥10.0 ≥9.0

破损果率(%) ≤3.0 ≤4.0 ≤5.0

取仁难易 易取整仁 易取整仁 易取半仁

出仁率(%) ≥50.0 ≥48.0 ≥43.0

半瘪果率(%) ≤2.0 ≤3.0 ≤4.0

出油果率(%) 0 ≤0.1 ≤0.2

黑斑果率(%) 0 ≤0.1 ≤0.2

虫果率(%) 0 ≤0.5 ≤1.0

霉变果率(%) ≤2.0

含水量(%) ≤7.0

3.3 化学指标

坚果化学指标应符合表8-3规定。

表 8-3 化学指标

项目 特级 一级 二级

酸价（以脂肪计 KOH, mg/g） ≤2.0 ≤2.0 ≤2.0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mmol/kg） ≤2.5 ≤2.5 ≤2.5

3.4 安全指标

应符合GB 1930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的规定。

3.5 净含量要求

应符合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的规定。

4 取样与检测

4.1 取样

同一产地、同一良种或同批收购的核桃坚果，视为同一批样品。同一批样品的包装数量≤50件时，

随机抽取≥5件，＞50件时，每增加20件应随机增抽1件，为一个检验批。从检验批的每个包装件中随机

抽取≥1000 g、总量≥5000 g核桃坚果充分混匀作为检验样品。根据各检查指标需要四分法抽取1000
g~2000 g（±10 g）或（100个~200 个）作为平均样品进行检验，同时抽取相同量备样。

4.2 感官指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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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检样200个，同时取10个产地标准良种，铺在洁净的白色平面上，在光线明亮处，观测抽样坚

果外形是否同标准良种一致，计算良种纯度。观测坚果大小均匀度、形状一致性、缝合线紧密度、色泽、

破碎程度，并破壳取仁，观察记录核仁色泽及饱满程度，嗅闻气味、品尝核仁风味，涩味感觉不明显为

涩味淡，涩味感觉明显但程度较轻为稍涩。能闻到有霉味或哈味的记为有霉味或哈喇味。

4.3 理化指标检测

4.3.1 理化指标取样

在感官指标评价取样基础上，以四分法抽取2 000 g（±10 g）或200个核桃作为检验样品，根据指标

要求内容进行检测，以个数或重量比计。

4.3.2 良种纯度

目测检样中符合要求的坚果良种个数占样品坚果总个数的百分数。

4.3.3 平均横径

利用千分卡尺对检样坚果横径进行逐个测量并进行算术平均。

4.3.4 平均单果重

利用1/10天平对检样坚果进行称重并进行算数平均。

4.3.5 破损果率

将检样坚果铺放在洁净的平面上，将破损果挑出记其数量，计算破损果数所占百分数。

4.3.6 出油果率

将检样坚果铺放在洁净的平面上，将出油果挑出记其数量，计算出油果所占百分数。

4.3.7 黑斑果率

将检样坚果铺放在洁净的平面上，将黑斑果挑出记其数量，计算黑斑果所占百分数。

4.3.8 虫果率

将检样坚果中虫果挑出，记其数量，计算虫果数占检样坚果数的百分数。

4.3.9 瘪果率

将检样坚果中的虚果和半虚果挑出，记其数量，计算虫虚果和半虚果数占检样坚果数的百分数。

4.3.10 霉变果率

将检样坚果中的霉变果挑出，记其数量，计算霉变果占检样坚果数的百分数。

4.3.11 出仁率

检样坚果用1/100天平称称重，逐个取仁（剔除虫果、瘪果、出油果和酸败果）后将全部核仁称重，

计算核仁与坚果重量百分比。

4.3.12 含水量

参照GB 5009.3测定方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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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 酸价

参照GB 5009.229规定的方法执行。

4.3.14 过氧化值

参照GB 5009.227规定的方法执行。

5 检验规则

5.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包括水分、感官要求、质量指标、产品分级等。

5.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的项目为本标准技术要求的全部内容，正常情况下每年检验1次。

5.3 检验组批和抽样

同一产地，同一良种，相同质量等级的为一个检验批，从每批产品不同部位随机抽取2 kg，分别做

检验和留样。

5.4 判定规则

5.4.1 检验结果全部项目符合本要求规定时，判该批产品为合格品。

5.4.2 检验结果中有不符合本要求规定时，可以在原批次产品中加倍取样对不符合项复检，复检结果

全部符合本要求规定时，判该批产品为合格品，复检结果中如仍有指标不符合本要求，则判该批产品为

不合格品。

5.4.3 若微生物指标不合格则直接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6 标签、标志、包装、运输、储存

6.1 标签、标志

6.1.1 产品包装标签应符合 GB7718等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的要求。

6.1.2 储运图示的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6.2 包装

包装材料应符合GB/T-8946, GB/T-6543和有关规定的要求。

6.3 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干燥、无异味、有篷盖。运输中应轻装、轻卸、防雨、防晒。

6.4 储存

产品储运应符合GB/T 29372 食用农产品保鲜贮藏管理规范，储存于通风、干燥、阴凉、清洁的仓

库内，不得与有毒、有异味、有腐蚀性、潮湿的物品混储，产品应堆放在垫板上，且离地＞10 cm、离

墙＞20 cm，中间留有通道。在室温＞15℃、储存期限＞1个月时宜0-5℃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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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核桃主栽良种

良种名称 良种特性 适宜栽植地区

薄丰

Bofeng

早实类型，树势中强，树枝开张，分枝能力强，雄先型，中熟良种。坚果

卵圆形，三径平均3.7 cm，坚果重13 g左右，壳厚1.0 mm，壳面光滑，缝

合线窄而平，结合较紧密，外型美观，仁色浅黄味香，出仁率58%左右，

河南3月下旬萌芽，4月初展叶，4月上旬雄花开始散粉，雌花盛开在4月中

旬，果实成熟期9月初，10月中旬开始落叶。适应性强，耐旱。

适宜在华北、西北黄土

丘陵核桃适生区矮化密

植栽培。

薄壳香

Bokexiang

早实类型，树势较旺，树姿较开张，分枝力中等，雌、雄同熟型。坚果长

圆形，果基圆，果顶微凹，三径平均3.6 cm，单果重12 g，壳厚1.0 mm，

壳面较光滑，有麻点，色较深，缝合线较窄而平，结合紧密，核仁饱满不

涩，出仁率60%左右。北京地区，4月上旬发芽，雌、雄花期均在4月中旬，

9月上旬坚果成熟。抗寒性、抗病性较强，较耐旱。

适宜华北、西北丘陵核

桃适生区栽培。

晋龙1号

Jinlong 1

晚实类型，树势较旺，分枝力中等，结果后逐渐开张，雄先型。坚果近圆

形，果基微凹，果顶平，三径平均3.8 cm，单果重14.85 g，壳厚1.1 mm，

壳面较光滑，有麻点，色较浅，缝合线窄而平，结合紧密，核仁饱满色浅

味香，出仁率61%左右。晋中地区4月下旬萌芽，5月上旬雄花盛期，5月中

旬雌花开放，9月中旬坚果成熟。抗逆性较强，较抗晚霜。

适宜华北、西北丘陵核

桃适生区栽培。

北京861

Beijing 861

早实类型，树势中等偏旺，树冠较开张，雌先型。坚果长圆形，果基圆，

果顶平，三径平均3.5 cm，单果重9.9 g，壳厚0.9 mm，壳面较光滑，麻点

小，色较浅，缝合线窄而平，结合较紧密，核仁饱满涩味淡，出仁率67%

左右。北京地区4月上旬发芽，雄花期4月下旬，雌花期5月上旬，8月下旬

坚果成熟，11月上旬落叶期。较耐干旱和瘠薄，适应性较强。

适宜在华北干旱山区栽

培。

礼品1号

Lipin 1

晚实类型，树势中庸，树姿开张，分枝力中等，雄先型。坚果长圆形，果

基圆，果顶微尖，大小均匀，果形美观，三径平均3.4 cm，单果重9.7 g，

壳厚0.6 mm，壳面光滑，色浅，缝合线窄而平，结合不紧密，核仁饱满色

浅，出仁率70%。辽宁大连地区，4月中旬发芽，5月上旬雄花散粉，5月中

旬雌花盛期，9月中旬果实成熟。较抗寒、抗病。

适宜北方核桃适生区栽

培。

辽宁1号

Liaoning 1

早实类型，树势强，树姿直立，树冠圆形，雄先型。坚果圆形，果基平，

果顶略成肩形，三径平均3.4 cm，单果重9.4 g，壳厚0.6 mm，壳面较光滑，

色浅，缝合线微隆，结合紧密，核仁饱满浅黄色，出仁率59.6%。辽宁大

连地区，4月中旬发芽，5月上旬雄花散粉，5月中旬雌花盛期，9月中旬果

实成熟。抗寒、耐旱，适应性强，丰产性较好。

适宜华北、西北核桃适

生区矮化密植集约化栽

培。

辽宁4号

Liaoning 4

早实类型，树势较旺，树姿直立或半开张，分枝力强，雄先型。坚果圆形，

三径平均3.6 cm，单果重12.5 g，壳厚0.9 mm，壳面光滑，美观，核仁饱满，

色浅味好，品质极优，出仁率57%。辽宁大连地区，4月中旬发芽，5月上

旬雄花散粉，5月中旬雌花盛期，9月中旬果实成熟。抗寒耐旱，适应性强。

适宜在北方寒冷、干旱

核桃适生区栽培。

绿岭

Lüling

早实类型，树势强壮，树姿开张，树冠半圆形，雄先型。坚果卵圆形，三

径平均为 3.42 cm，单果重 12.8 g，壳厚 0.8 mm，缝合线平滑而不突出，

果面光滑美观，内种皮淡黄色，核仁饱满无涩味，出仁率 67%以上。在河

适宜华北、西北肥水条

件较好的地区矮化密植

栽培。

https://baike.so.com/doc/5719802-5932530.html
https://baike.so.com/doc/425575-4506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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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3月下旬萌芽，4月上中旬展叶，4月中下旬雄花散粉，果实成熟期 9

月初， 11月上旬落叶。抗逆性较强。

清香

Qingxiang

晚实类型，树势强壮，树姿半开张，幼树时生长较旺，结果后树势稳定，

雄先型。坚果较大，近圆锥形，三径平均为 3.9 cm，单果重 16.7g，壳厚

1.1 mm，壳皮光滑淡褐色，外形美观，缝合线隆起紧密，核仁色浅，风味

极佳，无涩味，出仁率 52%。在河北保定地区 4月上旬萌芽展叶，中旬雄

花盛期，4月中、下旬雌花盛期，9月中旬果实成熟，11月初落叶。抗病

性强，抗寒性差。

适宜华中、华东等气候

温和地区栽培。

强特勒

Chandler

美国主要栽培良种，1984年引人我国，早实类型，树势中庸，树姿直立，

雄先型。坚果长圆形，较大，三径平均为4.0 cm，单果重12.8 g，壳厚1.4 mm，

壳面缝合线平，结合紧密，整体较光滑，核仁色浅，品质极佳，出仁率50%。

北京地区4月中旬萌芽，4月下旬为雄花期，5月上旬为雌花期，9月上旬坚

果成熟期。抗性较强。

适宜华北、西北核桃适

生区集约化栽培。

温 185

Wen 185

早实类型，树势中庸，树姿较开张，分枝角65度左右，树冠半圆形，雌先

型。坚果椭圆形，中等，三径平均为3.4 cm，单果重11.2 g，壳厚1.0 mm，

壳面光滑美观，偶有露仁，缝合线较松，核仁色浅味香，出仁率59%。4

月中旬萌芽，4月下旬为雌花期，5月上旬为雄花期，9月中旬坚果成熟期，

11月上旬落叶。抗性强，耐贫瘠。

适宜新疆南疆等西北核

桃适生区栽培。

香玲

Xiangling

早实类型，树势中庸，树姿直立，树冠半圆形，雄先型，中熟良种。坚果

卵圆形，三径平均为 3.39 cm，单果重 10.6 g，壳厚 0.9 mm，缝合线平滑

而不突出，果面光滑美观，内种皮淡黄色，核仁饱满无涩味，出仁率 65%

以上，品质上等。在山东泰安地区，3月下旬发芽，雄花期 4月中旬，雌

花期 4月下旬。8月下旬坚果成熟。较抗旱，抗黑斑病性较强，适宜在土

肥水条件较好的青石山区栽培。

适宜华北、西北肥水条

件较好的地区矮化密植

栽培。

新新2号

Xinxin 2

早实类型，树势中庸，树姿较开张，分枝条角度大，发枝力强，枝条粗壮，

雌先型，坚果卵圆形，果基圆，果顶渐尖，三径平均为4.0 cm，单果重14.0

g，壳厚0.8 mm，壳面光滑色浅，缝合结合较紧，平或微凸，仁色浅味香，

出仁率66%，新疆和田地区4月上旬萌芽，4中旬雌花开放，4月下旬雄花开

放，9月中旬坚果成熟，10月下旬落叶。耐干旱，适应性较强。

适宜新疆阿克苏、和田

地区和华北及西北海拔

较高地区栽培。

扎 343

Zha 343

早实类型，树势较强，树冠张开，雄先型，坚果卵圆形，果基圆，果顶小

而圆，三径平均为3.8 cm，单果重15.9 g，壳厚1.1 mm，缝合窄而平，结合

较紧密，仁色深味涩，出仁率59%。新疆阿克苏4月上中旬萌芽，5月上旬

雄花盛期，9月上中旬坚果成熟，10月下旬落叶。花粉量大，花期长，是

理想的授粉良种。耐干旱，较耐粗放管理，抗病害力较强。

适宜新疆阿克苏、和田

地区和华北及西北海拔

较高地区栽培。

中林1号

Zhonglin 1

早实类型，树势较强，树姿较直立，树冠椭圆形，分枝力强，丰产性强，

雌先型，中熟良种。坚果圆形，三径平均 3.38 cm，单果重 14 g，壳厚 1.0

mm，壳面较粗糙，缝合线两侧有较深麻点，缝合线中宽凸起，顶有小尖，

结合紧密，出仁率 54%，核仁饱满风味好。在北京地区，4月中旬发芽，4

月下旬雌花盛开，5月初雄花散粉，9月上旬坚果成熟。较抗旱。

适宜在华北及中西部地

区栽培。

中林5号

Zhonglin 5

早实良种，树势中庸，树姿较开张，分枝力强，枝条节间粗而短，树冠长

椭圆形或圆头形，雌先型，坚果圆形，果基及果顶均较平，三径平均3.8 cm，

单果重13.3 g，壳厚1.0 mm，壳面光滑，色浅，缝合线较窄而平，结合紧

适于在华北、中南、西

南肥水较好地区栽培。

https://baike.so.com/doc/4944305-51653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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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核仁饱满色浅，出仁率58%。北京地区4月初发芽，4月下旬雌花盛开，

5月初雄花散粉，8月下旬坚果成熟。适应性强。

寒丰

Hanfeng

早实良种，树势强壮，树势直立，分枝力强，枝条粗壮，雄先型，坚果长

椭圆形，果基圆，顶部略尖。三径平均3.8 cm，单果重13.4 g，壳厚1.2 mm，

壳面光滑，色浅，缝合线窄而平或微隆起，核仁饱满黄白色，出仁率54%。

辽宁省大连地区5月下旬雌花盛花期，雌花盛花期比一般良种晚20~25天，

9月中旬坚果成熟。抗病避晚霜，适应性强。

适宜在华北、西北丘陵

山区，特别适宜在我国

北方容易遭受倒春寒危

害的地区栽培。

鲁核1号

Luhe 1

早实良种，树势强，生长快，树姿较直立，雄先型。坚果圆锥形，浅黄色，

果顶尖，果基平圆，三径平均3.5 cm，单果重13.2 g，壳厚1.2 mm，壳面光

滑，外形美观，缝合线稍凸，结合紧密，核仁饱满味香，出仁率55.0%，

在山东泰安地区，3月下旬发芽，4月中旬雄花开放，雌花期4月下旬，8月

下旬果实成熟。抗逆性较强，适应范围广。

适于在华北、华中、西

北和西南核桃适生区栽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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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核桃主要虫害防治方法

防治对象 防治时期 化学防治 其他防治方法

核桃举肢蛾（核桃黑）

Atrijuglans hetauhei

6月中旬~7月中旬成虫产卵

盛期，每隔 10~15天喷一次。

1. 10%的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1500~2000 倍液；2. 15%的

吡虫啉悬浮剂 3000~4000倍

液；3. 25%灭幼脲 3 号胶悬

剂 1500倍液。

1. 土壤封冻前彻底消除树

冠下部枯枝落叶和杂草，刮

掉树干基部老皮，集中销毁，

并对树下土壤进行耕翻，破

坏越冬虫茧。2. 幼虫脱果

前，采摘被害果，收集落地

虫果，集中深埋。

云斑天牛

Batocera horsfieldi

幼虫为害期

成虫产卵期

用 5~20 倍 10%高效氯氰菊

酯乳油毒签塞堵虫孔毒杀幼

虫。

1. 成虫产卵期，刮除树干上

月牙形产卵槽中的虫卵及初

孵幼虫。2. 成虫发生期黑光

灯诱杀或人工捕杀。3. 成虫

产卵前树干涂白（硫磺粉 1

份，石灰 10份，水 40份拌

成浆）。4. 发现排粪孔后，

用细铁丝钩杀幼虫。

核桃小吉丁虫

Agrilus lewisiellus

7~8月 1. 喷施 10%的高效氯氰菊

酯乳油 1500~2500 倍液；2.

20% 的 速 灭 杀 丁 乳 油 3

000~4 000倍液；3. 15%的吡

虫啉 3 000~4 000倍液。

1. 加强对核桃树的水肥、修

剪和病虫害防治等综合管

理，促进树体旺盛生长。2.

春季萌芽后，带 5 cm活枝剪

去并烧毁。3. 幼虫发生期向

幼虫蛀入的通气孔涂抹

5~10 倍的高效氯氰菊酯乳

油。

核桃扁叶甲（核桃金花虫）

Castrolina depressa

thoracica

成虫、幼虫在树上取食期 1. 喷洒 15%的吡虫啉悬浮

剂 3 000~4 000倍液；2. 2.5%

溴氰菊酯乳油 3 000~4 000

倍液。

1. 利用产卵期、幼虫期的

群聚性，人工摘除虫叶并

集中烧毁；利用成虫的假

死性，人工振落捕杀。2. 越

冬成虫上树前或新羽化成

虫越夏上树前，用毒笔、

毒绳等涂扎于树干基部，

以阻杀成虫。3. 利用天敌，

如猎蝽、奇变瓢虫等。

刺蛾类（洋辣子、刺毛虫、

毛八角等）

5~7月幼虫为害期 1. 喷施 25％灭幼脲 3 号胶

悬剂 1 000 倍液；2. 4. 48％

1. 秋冬季和春季摘除、击

碎树上的刺蛾茧，深翻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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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acodidae 乐斯本乳油 2 000倍液。 盘消除越冬虫茧。2. 成虫

发生期，用黑光灯诱杀。

3. 初龄幼虫有群栖为害习

性，及时摘除虫叶，踩死

幼虫。3. Bt乳剂 500倍液；

3.青虫菌(每克含孢子 100

亿以上)1 000倍液；

核桃瘤蛾（核桃小毛虫）

Nola distribute

入冬前 1. 喷施 25％灭幼脲 3 号胶

悬剂 1 000倍液；2. 20%的速

灭杀丁乳油 3 000~4 000 倍

液。

1. 翻树盘，春季萌芽前刮树

皮，可消灭越冬虫蛹。2. 在

树干上绑带药的草把诱杀。

草履蚧

Drosicha corpulenta

2~3月

4月萌芽前

喷 3~5波美度的石硫合剂，

萌芽后喷 5%吡虫啉乳油 1

000~1 500倍液。

1. 若虫上树前在树干涂

10~15 cm 宽的粘虫胶带

（机油 1 份、沥青 1 份，

加热溶化后涂抹），树下根

颈部表土喷 6%柴油乳剂。

2. 越冬若虫上树前，在距

离地面 20 cm 位置树干上

缠 20 cm 左右的塑料膜，

绑住下端，将上部反卷成

裙状，防治害虫上树。群

集在树下的若虫，喷杀扑

磷消灭。3. 保护和利用黑

缘红瓢虫、暗红瓢虫等天

敌。

桑白蚧 Pseudaulacaspis

pentagona

5月下旬，7月中下旬 喷 40%速扑杀乳剂 700 倍

液、55% 氯氰毒死蜱乳油 1

000 ~2 000 倍液，3%苯氧威

乳油 1 000~2 000 倍液

1. 用硬毛刷或细钢丝刷刷

除枝干上的虫体。2. 结合

整形修剪，剪除被害严重

的枝条，并集中销毁。

黄须球小蠹（小蠹虫）

Sphaerotrypes

coimbatorensis

6~7月，每隔 10~15天喷一

次

1. 10%的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1 500~2 500倍液；2. 15%的

吡虫啉乳油 3 000~4 000 倍

液。

1. 结合修剪，剪除并烧毁

虫害枝。2. 发芽后，每株

树上吊 3~5 束半干枝作诱

饵，诱集成虫到此产卵并

集中销毁之。

木橑尺蠖（吊死鬼）

Culcula panterinaria

6月上旬 1. 幼虫 3 龄前用 10％的高

效氯氰菊酯乳油 1 000~2

000倍液喷雾；2. 25%灭幼脲

3号悬浮剂 800~1 000倍液。

1. 6~8月成虫羽化期，用黑

光灯诱杀。2. 幼虫孵化期

喷施杀虫药剂。

黑绒金龟子 Maladem

oyientalis

成虫大量发生期 1. 喷施 2.5%的敌杀死乳

油 3 000~4 000倍液；2. 树

下土壤喷施 50%的辛硫磷

药液，施原液 1kg/亩。

1. 成虫大量发生期，利用

其假死性振落捕杀。2. 园

内养鸡取食成虫和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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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鞍象

Neomyllocerus hedini

成虫大量出土为害期，隔

10~15天喷一次，连续防治

2~3次。

1. 喷洒 15%的 8817 乳油

2500 倍液；2. 20%的速灭

杀丁乳油 1 500 倍液；3.

90%的晶体敌百虫 900 倍

液加 0.2%的洗衣粉

冬季翻松园土，杀死部分

越冬幼虫。

银杏大蚕蛾

Dicryoploca japonica

雌蛾产卵期或幼虫期 1. 喷洒森得保可湿性粉剂

2 000~3 000倍液；2. 3%的

高渗苯氧威乳油 3 000~4

000倍液；3. 1.8%的阿维菌

素乳油 3 000~4 000倍液；

4. 0.3%苦参碱可溶性液剂

1 000~1 500倍液。

1. 冬季人工摘除卵块，7

月中下旬人工捕杀老熟幼

虫或人工采茧烧毁。2. 9月

雌蛾产卵前，用黑光灯诱

杀成虫。3. 在雌蛾产卵期，

人工释放赤眼蜂，寄生率

可达 80%以上。

芳香木蠹蛾

Cossus cossus

6~8月份 1. 在树干 1m 以下及根颈

部喷 1~2次 2.5%溴氰菊酯

乳剂 3 000~4 000倍液。

1. 撬开受害皮层，将蘸有

25~50 倍高效氯氰菊酯乳

油的棉球堵塞虫孔，再用

黄泥封口。2. 成虫发生期

黑光灯诱杀。

核桃横沟象（核桃根象甲）

Dyscerus juglans

4~6月份 5~7月份 1. 幼虫发生期每株灌 10%

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100 倍

液 2kg~4kg；2.7月成虫活

动期树冠根颈喷 50%辛硫

磷乳油 1 000倍液。

1. 用石灰泥涂封根颈部。

2. 冬季结合垦复树盘，挖

开泥土，剥去根颈粗皮，

杀死成虫。3. 挖开根颈泥

土，灌入粪尿，2~3天后结

合施肥培土，毒杀幼虫和

蛹。

舞毒蛾

Lymantria dispar

4~6月份 1. 幼虫3龄前喷2.5%溴氰菊

酯乳油4 000~6 000倍液；2.

75%辛硫磷乳油2 000倍液；

3. 25%灭幼脲悬浮液2

500~3 000 倍液。

1. 幼虫白天下树，可在树下

堆石块诱杀。2. 成虫羽化始

盛期，利用黑光灯或频振灯

配高压电网进行诱杀。3. 利

用人工合成的性引诱剂诱杀

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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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核桃主要病害防治方法

防治对象 防治时期 使用药剂 其他防治方法

核桃炭疽病

Gloeosporium

fructigenum

6~8月 1. 树上交替喷洒保护性杀

菌剂 1︰2︰200波尔多液；

2. 45%咪鲜胺 800~1 000 倍

液；3. 50%的甲基托布津可

湿性粉剂 800~1 000倍液。

1. 选栽抗病良种。2. 加强

栽培管理，及时除草松土

和剪除枯枝、病枝及僵果，

集中烧毁，保持园内通风

透光，改善园内的环境条

件。

核桃黑斑病

Xanthomomas juglandis

发芽前

生长期

1. 发芽前喷3~5波美度石硫

合剂，消灭越冬病菌。2. 生

长期喷 1~3 次 1：0.5：200

半量式波尔多液，或 50%甲

基托布津 500~800倍液（雌

花开花前、开花后及幼果期

各 1次），或 50%的甲基托布

津 500~800倍液。3. 坐果后

喷一次 600~800倍的中生菌

素。

1. 选育抗病良种，加强科

学管理，提高抗病能力。

2. 结合采后修剪，清除病

叶、病枝、病果，集中烧

毁。3. 及时防治举肢蛾、

核桃蚜虫、长足象等果实

害虫，减少伤口和传播媒

介。

核桃枝枯病

Melanconium ollangum

雨季到来前，每隔 10 天一

次。

用 70%的代森锰锌 800 倍

液、21％过氧乙酸 400~500

倍液连续喷 3次。

1.加强园地管理，及时剪除

病枝并集中烧毁。2.增施有

机肥，增强树势，提高抗

病力。3.冬季树干涂白，防

冻、防旱、防虫，以减少

衰弱枝及各种伤口，防止

病菌侵入。

核桃溃疡病

Dothiorella gregaria.

1. 涂 3波美度的石硫合剂；

2. 1%的硫酸铜液，或 1/10

的碱水。

1. 选用抗病良种。2. 加强

土肥水管理，合理修剪，

恢复树势，提高抗病能力。

3. 树干涂白，防日灼和冻

害。4. 主干发病后，先刮

除病部深达木质部，或将

病斑纵横划开涂药。

核桃腐烂病（黑水病）

Cytospora juglandis

春季发芽前，6~7月和 9月 在主干和主枝的中下部喷

2~3波美度石硫合剂。

1. 改良土壤，促进根系发

育，并增施有机肥，合理

修剪，增强树势，提高抗

病能力。2. 适当疏除下垂

枝、老弱枝，以恢复树势，

并对剪锯口用 1%的硫酸

铜进行消毒。3. 发病严重

的园区可在冬前刮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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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刮后用 5 波美度石硫

合剂涂抹消毒，刮下病皮

集中烧毁。4. 冬季树干涂

白防冻。

核桃干腐病

Macrophoma caryae

涂抹 5 波美度石硫合剂消

毒。

1. 加强树体管理，增强树

体抗病能力。2. 及时发现

病斑并进行刮治，刮后涂

药。3. 夏季骨干枝涂白，

防日灼和虫害。

核桃褐斑病

Ggtospora juglandis

6 月上中旬或 7 月上旬，各

喷 1次。

1. 1:2:200 的波尔多液；2.

5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900倍液。

及时清除病枝、病叶、病

果，深埋或烧毁。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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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核桃主要自然灾害预防方法

防治对象 预防时期 预防方法

日灼 6~8月
1. 在高温出现前喷洒 2%石灰乳液或 1：2：200的波尔多液。2. 夏季高

温期间应在核桃园内定期浇水，调节果园内的小气候，减少发病。

霜害 初冬及早春

1. 选择萌芽晚的良种，规避霜害；2. 选择背风、向阳，冷空气不易沉积

的地区栽植，规避霜害；3. 春季灌水或喷水、涂白或喷白，延迟树体发

芽，减轻霜冻危害；4. 改善林地小气候，采用熏烟法、吹风法等；5. 树

盘覆草 20 cm~30 cm，延迟萌芽。

冻害 冬季

1. 因地制宜选择耐低温核桃良种；2. 避免在低洼易涝，山间谷底，地下

水位过高，丘陵北坡及风口处栽植，规避冻害；3.加强栽培管理，合理

负载，避免后期氮肥和水分供应过量，以防秋季徒长；4. 加强树体越冬

保护，入冬前采用树干和树干基部培土，树干涂白或绑缚稻草，一年生

枝涂聚乙烯醇等方法防冻。

雹灾 夏季

1. 建园时避免在多雹区和“雹线”区内发展核桃；2. 降雹前根据天气预报

情况，采用人工防雹措施，如采用火炮射击雹云的“爆炸法”，或射击催

化剂（碘化银或碘化铅弹头），提前降雨；3. 发生雹灾后，应全园喷 1

次杀菌剂；加强叶面喷肥，及时补充树体营养，恢复树势；结合夏季修

剪，剪去受伤严重的枝梢。

涝害 雨季

1. 避免在低洼易涝地区建园；2. 园地做好排水系统；3. 核桃受涝害后

及早排出积水，扶正歪倒的树体，设支柱，清除根际压沙、淤泥，裸露

根系培土；翻土晾晒，或刨树盘；加强树体保护，冬前树干涂白，防止

冻裂，加重修剪，回缩复壮，疏花疏果。

旱灾 春、夏、秋季

1. 选择适宜的耐旱良种；2. 干旱时适时灌水；3. 丘陵、山地栽植前做

好水土保持工程，增加蓄水和保水能力；4. 地面覆草、覆膜保湿；5. 应

用抗蒸腾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baike.baidu.com/view/562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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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性附录）核桃主栽良种
	良种名称
	良种特性
	适宜栽植地区
	薄丰
	Bofeng
	早实类型，树势中强，树枝开张，分枝能力强，雄先型，中熟良种。坚果卵圆形，三径平均3.7 cm，坚果重
	适宜在华北、西北黄土丘陵核桃适生区矮化密植栽培。
	薄壳香
	Bokexiang
	早实类型，树势较旺，树姿较开张，分枝力中等，雌、雄同熟型。坚果长圆形，果基圆，果顶微凹，三径平均3.
	适宜华北、西北丘陵核桃适生区栽培。
	晋龙1号
	Jinlong 1
	晚实类型，树势较旺，分枝力中等，结果后逐渐开张，雄先型。坚果近圆形，果基微凹，果顶平，三径平均3.8
	适宜华北、西北丘陵核桃适生区栽培。
	北京861
	Beijing 861
	早实类型，树势中等偏旺，树冠较开张，雌先型。坚果长圆形，果基圆，果顶平，三径平均3.5 cm，单果重
	适宜在华北干旱山区栽培。
	礼品1号
	Lipin 1
	晚实类型，树势中庸，树姿开张，分枝力中等，雄先型。坚果长圆形，果基圆，果顶微尖，大小均匀，果形美观，
	适宜北方核桃适生区栽培。
	辽宁1号
	Liaoning 1
	早实类型，树势强，树姿直立，树冠圆形，雄先型。坚果圆形，果基平，果顶略成肩形，三径平均3.4 cm，
	适宜华北、西北核桃适生区矮化密植集约化栽培。
	辽宁4号
	Liaoning 4
	早实类型，树势较旺，树姿直立或半开张，分枝力强，雄先型。坚果圆形，三径平均3.6 cm，单果重12.
	适宜在北方寒冷、干旱核桃适生区栽培。
	绿岭
	Lüling
	适宜华北、西北肥水条件较好的地区矮化密植栽培。
	清香
	Qingxiang
	适宜华中、华东等气候温和地区栽培。
	强特勒
	Chandler
	美国主要栽培良种，1984年引人我国，早实类型，树势中庸，树姿直立，雄先型。坚果长圆形，较大，三径平
	适宜华北、西北核桃适生区集约化栽培。
	温 185
	Wen 185
	早实类型，树势中庸，树姿较开张，分枝角65度左右，树冠半圆形，雌先型。坚果椭圆形，中等，三径平均为3
	适宜新疆南疆等西北核桃适生区栽培。
	香玲
	Xiangling
	适宜华北、西北肥水条件较好的地区矮化密植栽培。
	新新2号
	Xinxin 2
	早实类型，树势中庸，树姿较开张，分枝条角度大，发枝力强，枝条粗壮，雌先型，坚果卵圆形，果基圆，果顶渐
	适宜新疆阿克苏、和田地区和华北及西北海拔较高地区栽培。
	扎 343
	Zha 343
	早实类型，树势较强，树冠张开，雄先型，坚果卵圆形，果基圆，果顶小而圆，三径平均为3.8 cm，单果重
	适宜新疆阿克苏、和田地区和华北及西北海拔较高地区栽培。
	中林1号
	Zhonglin 1
	适宜在华北及中西部地区栽培。
	中林5号
	Zhonglin 5
	早实良种，树势中庸，树姿较开张，分枝力强，枝条节间粗而短，树冠长椭圆形或圆头形，雌先型，坚果圆形，果
	适于在华北、中南、西南肥水较好地区栽培。
	寒丰
	Hanfeng
	早实良种，树势强壮，树势直立，分枝力强，枝条粗壮，雄先型，坚果长椭圆形，果基圆，顶部略尖。三径平均3
	适宜在华北、西北丘陵山区，特别适宜在我国北方容易遭受倒春寒危害的地区栽培。
	鲁核1号
	Luhe 1
	早实良种，树势强，生长快，树姿较直立，雄先型。坚果圆锥形，浅黄色，果顶尖，果基平圆，三径平均3.5 
	适于在华北、华中、西北和西南核桃适生区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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