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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楸油料林栽培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核桃楸（Juglans mandshurica Maxim）油料林栽培的种源及品种选择、育苗技术、

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采收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东北地区核桃楸人工油料林培育。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6000—1999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GB/T 6001 育苗技术规程

GB/T 8321—2000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油料林 oil forest

以采收树木的果实或种子为原料榨取或提取油脂为主要目的的林木。

4 种源及品种选择

4.1 种源区划

根据东北地区核桃楸分布划分四个种源区，即长白山完达山种源区、吉林中部浅山种源区、辽宁东

部种源区、小兴安岭松花江地区种源区。划分情况见附录 A。

4.2 种源及栽培品种选择

4.2.1 种源选择

应根据种源区划选择适合本地区栽培的优质、丰产、抗虫、抗病、耐旱性强的种源。凡进行过种源

试验的地区，可根据本地区种源试验的结果选择最佳种源，未进行试验的宜选择当地种源和附近种源试

验结果中的最佳种源。

4.2.2 栽培品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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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在本地区经过良种审定或试验选出的优良无性系。

5 苗木培育

5.1 播种育苗

5.1.1 苗圃地选择与整地

苗圃地选择按照GB／T 6001标准执行。进行全面整地，同时结合耕翻每hm
2
施入有机肥30000 kg。耕

翻后起垄，垄宽65 cm，播种前3 d～5 d喷透水并喷施200倍液70%的恶霉灵（3-羟基-5-甲基异恶唑）进

行土壤消毒。

5.1.2 种子处理

5.1.2.1 春季播前处理

春季播前 15 周开始种子催芽处理。检斤、验种、留样种后冷水浸种 3 d～5 d，捞出并控干种子，

混沙，种沙体积比 1:3，种沙湿度保持饱和含水量的 60 %。先在 15 ℃～20 ℃温度下处理，每 2 d～3 d

翻动 1 次，持续 6 周～7 周，后转入-5 ℃～5 ℃温度处理，每 5 d～7 d 翻动 1 次，持续 8 周，播前种

子裂口率不足 40 %，需筛出沙子，昼间于曝日下晾晒种子，翻动喷水，夜间冷冻种子，促进裂口，达到

播种要求。

5.1.2.2 秋季播前处理

9 月中旬种子检斤、验种后，冷水浸种 1 周，水量是种子体积的 5倍以上，每日换水 1次，漂除空

粒种子，捞出种子，可用于播种。

5.1.3 播种

5.1.3.1 播种时间

播种分春播和秋播：春播于 4 月上旬至 5 月上旬播种；秋播可在 10 月份，土壤上冻前。

5.1.3.2 播种量

每 hm
2
用种量 1900 ㎏～2200 ㎏。

5.1.3.3 播种方式

采用垄作穴播。间距 10 cm～15 ㎝。播种深度为 5 ㎝，播种后抚平表土并压实。播种时种子的放置

方式为平放，且缝合线与地面垂直，种尖向一侧或向下。

5.1.4 苗期管理

5.1.4.1 松土、除草

播后 3 d 内施用施田补 33 %乳油，封闭垄面除草，同时采用人工除草。生长期进行 3 次以上除草和

中耕。

5.1.4.2 水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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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后及时灌透水。幼苗出齐后，根据墒情及时浇水，雨季注意田间排水。施肥可在 6 月初进行，

追施速效氮肥 1次，每公顷施含氮 30 kg左右的氮肥，7 月中旬后切勿追肥。

5.1.5 起苗、假植

10 月中旬调查苗木产量、质量，起苗保留主根长 15 cm，入假植场假植保存。

5.2 嫁接育苗

5.2.1 嫁接条件

温室或大棚内。室温 25 ℃左右，做电热育苗床，嫁接过程中采用锯末保温、保湿，锯末温度 26 ℃～

31 ℃，含水率 50 %～60 %。

5.2.2 砧木准备

砧木选当地培育核桃秋 1 a～2 a 生实生苗，地径 1.2 cm～2.0 cm，无病虫害。秋季落叶后取苗、假

植，待土封冻前移入-5 ℃～5 ℃苗窖中储藏备用。

5.2.3 接穗

5.2.3.1 接穗来源

接穗应来自优良核桃楸品种、天然优良母树、或优良无性系母树。

5.2.3.2 采集及保存

嫁接前 3 d 在优良母树的中部采取长 1 m，粗 1.0 cm～1.5 cm 的结果枝，采后及时剪成 30 cm～50 cm

长的接穗，接穗保留 2个～3 个饱满芽，然后在 90 ℃～100 ℃的石蜡熔液中迅速蘸蜡，先蘸一头，再蘸

另一头，要求时间短、薄而均匀。每 20 根捆成一捆。埋在湿度为 50 %～60 %的湿锯末中待用。

5.2.4 嫁接工具

嫁接刀、嫁接绑绳（线绳或纸绳）、剪枝剪、酒精、水桶。

5.2.5 嫁接

在 4月初进行室内嫁接, 把砧木和接穗取出, 进行催醒处理, 砧木催醒 7 d，接穗催醒 1 d～2 d；
嫁接前将砧木的伤根、过长根剪除。采用插皮接、双舌接方法嫁接。接穗长度 12 cm～15 cm

5.2.6 嫁接苗管理

嫁接后及时把嫁接好的苗木埋放到温度控制在 25 ℃～30 ℃、湿度 60 %左右的锯末中。先 45度倾

斜摆放，埋入锯末中。待接穗芽萌动长出后，采取直立方式，距离 10 cm～15 cm，根系埋入锯末中。

及时除去砧木的萌芽，温度控制在 25 ℃～30 ℃、湿度 60 %左右，贮藏 40 d 左右，待愈伤组织由白转

为微黄时进行移栽。

5.2.7 苗木移栽方法

采用苗床移植，移植株行距 30 cm×30 cm，栽植后, 用湿锯末或湿松针把接穗地上部分全部埋严或

半埋处理。待长出真叶后, 再分两次将锯末撤去。

6 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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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造林地选择

造林地应选择土层深厚、肥沃、排水良好的地块。

6.2 整地

6.2.1 整地时间

植苗造林，应在前一年秋季整地。

6.2.2 整地方式

采用带状或穴状整地，带状整地宽度1 m～1.5 m，穴状整地规格50 cm×50 cm×50 cm。

6.3 栽植

4月中、下旬苗木萌动前适时造林；选用2ａ生播种苗或1ａ生嫁接苗造林，苗木质量符合GB/T 600

规定；采用5 m×5 m至5 m×6 m株行距或每公顷栽植330 株～390 株；造林前用水浸泡苗木根系24 h～48 h；

不能及时栽植的苗木应就地假植。栽植时应做到根系舒展，深度适宜，栽植深度35 cm～40 cm。植苗后

灌水封穴，植苗行应及时覆土。

6.4 抚育管理

6.4.1 松土、除草、中耕、浇水

每年松土、除草、中耕3 次以上，在6月、7月、9月进行，造林后应及时浇水，生长季根据土壤墒

情及时浇水。适合间作的林地可在造林后3 a～5 a内进行林粮间作。

6.4.2 整形修剪

a.整形:树冠整形一般采用自然开心形。主干高度40 cm～100 cm，中心无主干，在主干上保留3 个～

5 个主枝，主枝均匀向外向四周伸展，每个主枝再选留2 个～3 个侧枝为宜。整形宜早不宜迟，一般要

在5 a～7 a内完成。

b.修剪：秋季落叶后或次年春季萌芽至展叶前修剪。培养各级主枝，清除病枝、枯死枝。

6.4.3 施肥

在6月中旬每株施氮肥0.1 kg～0.2 kg；栽植2a～3a内7月下旬每隔10 d～15 d叶面喷施浓度0.5 %的

磷酸二氢钾，喷2 次～3 次。

6.5 病虫害防治方法

主要病虫害防治方法应符合GB／T 8321—2000要求，防治方法见附录B。

7 果实采收

7.1 果实采收时间

采收时间在9月上、中旬，核桃果皮变黄时开采，应避免早采。

7.2 采收方法

采用人工采收方式，用竹竿或带弹性的长木杆敲击果实所在的枝条或直接触落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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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技术档案

8.1 档案内容

基本情况包括林地位置、面积、林地平面图、立地条件、规划、经营方式等；生产管理及技术措施

包括整地方式、各地块苗木来源、苗龄、生长发育情况及采用的各项技术措施、各项作业的用工量及水、

肥、药、物料等的使用情况等。

8.2 档案管理

技术档案应专人记载，年终系统整理，如出现人员变更，技术档案应办理交接手续，长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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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核桃楸种源区划、所含种源及范围

东北地区核桃楸种源区划、所含种源及范围见表A.1

表 A.1 东北地区核桃楸种源区划、所含种源及范围

种源区 长白山完达山种源区 吉林中部浅山

种源区

辽宁东部种源

区

小兴安岭松花江地区种

源区

所含种

源

穆棱、东京城、桦南、

露水河、白石山、临

江市、八家子、汪清

舒兰、五常 本溪、宽甸、

新宾

清河 帽儿山 凉水、

美溪 铁力 宾县 绥棱

范 围

( 以市

县为单

位)

佳木斯市、双鸭山市、

鸡西市、牡丹江市、

绥化市、绥纷河市、

白山市、通化市、桦

南县、勃利县、密山

县、林口县、海林县、

宁安县、穆棱县、东

宁县、汪清县、珲春

市、和龙县、龙井县、

抚顺县、长白县、集

安县、桦甸县、靖宇

县、蛟河县

吉林市、辽源

市、开源市、

铁岭市、昌图

县、舒兰县、

五常市、伊通

县、磐石县。

本溪市、丹东

市、鞍山市、

营口市、恒仁

县、宽甸县、

庄河县、盖州

市、凤城市、

瓦房店市、东

港市、新宾县

伊春市、北安市、绥化

市、 黑河市。海伦市、

孙克县、五大连池市、

铁力市、依兰县、通河

县、宾县、木兰县、方

正县、尚志市、克山县、

绥棱县、庆安县、延寿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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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主要病虫害防治方法

核桃楸主要病虫害及防治方法见表B.1

表 B.1 核桃楸主要病虫害防治及防治方法

病虫害名称 危害部位 防治方法

四点象天牛

Mesosa myops Da

lman

树干

1.早春结合修枝剪除有越冬幼虫的被害枝条，集中烧毁。

2.成虫羽化期喷施 15 %吡虫啉 3000 倍～4000 倍液，或功夫菊酯

4000 倍液。

3.成虫羽化期于傍晚或清晨振落捕杀成虫。

核桃楸麦蛾

Chelaria

gibbosella

Zeller

叶部

1.成虫羽化盛期末、产卵前，喷功夫菊酯 4000 倍液。

2.成虫期用黑光灯诱杀成虫。

3.于幼虫初孵期及幼虫转移危害期，向树冠及技梢喷洒 50 %杀螟

硫磷乳油 1000 倍～1500 倍液。

核桃楸天蚕蛾

Dictyoploca

japonica Moore

叶部

1.幼虫期喷施 2.5 %溴氰菊酯 1000 倍液杀灭 3 龄以上幼虫。

2.成虫羽化期用黑光灯诱杀。

核桃楸枝枯病

Melanconium

oblongum Berk

主干、枝条

1.及时剪除病枝，深埋或烧毁，以减少菌源。

2.增施有机肥，增强树势，提高抗病能力。

3.主干发病及时刮除病部，并用 1 %硫酸铜或 40 %福美砷可湿性

粉剂 50 倍液喷涂。

核桃炭疽病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PenzL

果实、叶

1.在发芽前喷 1 次 40 %福美砷可湿性粉剂 100 倍液。

2.在幼果期可选用 1：2：200 波尔多液喷洒，每隔 15 d 喷一次，

连续喷 3 次～4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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