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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ＬＹ／Ｔ２３１４—２０１４《薄壳山核桃实生苗培育技术规程》、ＬＹ／Ｔ２４３３—２０１５《薄壳山核桃

采穗圃营建技术规程》、ＬＹ／Ｔ１９４１—２０１１《美国山核桃栽培技术规程》及ＬＹ／Ｔ２０３３—２０１６《薄壳山核

桃坚果和果仁质量等级》。与ＬＹ／Ｔ２３１４—２０１４、ＬＹ／Ｔ２４３３—２０１５、ＬＹ／Ｔ１９４１—２０１１、ＬＹ／Ｔ２０３３—

２０１６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ａ）　物种中文名称统一为“薄壳山核桃”；

ｂ）　将ＬＹ／Ｔ２３１４—２０１４和ＬＹ／Ｔ２４３３—２０１５整合为第５章；

ｃ）　把ＬＹ／Ｔ２４３３—２０１５采穗圃营建技术纳入５．１；

ｄ）　把ＬＹ／Ｔ２３１４—２０１４实生苗培育纳入５．２；

ｅ）　增加了砧木小苗容器培育技术内容（见５．４．１．３）；

ｆ）　优化了采穗圃管理技术，删除了采穗圃营建通用性常规技术内容（见５．１，ＬＹ／Ｔ２４３３—２０１５

的第４～８章）；

ｇ）　删除了实生苗分级，增加了嫁接容器苗培育技术及嫁接容器苗质量等级划分标准（见５．３，

ＬＹ／Ｔ２３１４—２０１４的第９章）；

ｈ）　将ＬＹ／Ｔ１９４１—２０１１整体技术内容进行了全面修订，并纳入第６章；

ｉ）　删除了ＬＹ／Ｔ１９４１—２０１１中一般性、常规性技术要求或方法，改以引用有关现行技术标准（见

第６章，ＬＹ／Ｔ１９４１—２０１１的第４、５章）；

ｊ）　修改了挖穴规格、种植密度（见６．２、６．４，ＬＹ／Ｔ１９４１—２０１１的５．２、５．９）；

ｋ）　增加了果材兼用栽培模式相关技术内容（见６．４．２、６．４．３）；

ｌ）　增加了锌等微量元素肥的施用内容（见６．５．２）；

ｍ）　增加了促进结实辅助授粉技术内容（见６．５．５）；

ｎ）　把ＬＹ／Ｔ２０３３—２０１６内容修改补充后纳入第７章；

ｏ）　增加了“薄壳山核桃采收与处理”章节（见７．１）；

ｐ）　细化了产品分级性状指标限值（见７．３．２表７．１、表７．２）；

ｑ）　增加了相关分级性状指标的测定方法（见７．３）。

ｒ）　将ＬＹ／Ｔ１９４１—２０１１附录Ａ中表Ａ．１和附录Ｂ中表Ｂ．１进行了整合，修订补充后作为附录Ａ；

ｓ）　将ＬＹ／Ｔ１９４１—２０１１附录Ｃ中表Ｃ．１、表Ｃ．２进行了整合，修订后作为附录Ｂ。

本文件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经济林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５５７）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浙江农林大学、建德市林业技术推广中

心、南京林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安徽长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云南富德核

桃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任华东、姚小华、常君、张成才、王开良、王亚萍、龙伟、林萍、曹永庆、王正加、

彭方仁、傅松玲、范志远、郑文海、邵慰忠、!学军、吴雷、叶钞。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ＬＹ／Ｔ２３１４—２０１４，２０１４年首次发布；

———ＬＹ／Ｔ２４３３—２０１５，２０１５年首次发布；

———ＬＹ／Ｔ１９４１—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首次发布；

———ＬＹ／Ｔ２０３３—２０１６，２０１６年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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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薄壳山核桃是优良的坚果和木本油料树种。为保证薄壳山核桃生产活动的科学、有序与规范，提高

薄壳山核桃生产管理水平，促进产业高质高效发展，确保薄壳山核桃育种、种苗繁育、栽培管理、采收管

理等生产环节有章可循，推动薄壳山核桃产业链全程生产技术的标准化。制定ＬＹ／Ｔ１９４１—２０２１《薄

壳山核桃》，旨在确立适用于薄壳山核桃生产的基本技术规范，为薄壳山核桃生产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持。

ＬＹ／Ｔ１９４１—２０２１《薄壳山核桃》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良种选育技术，目的是确立薄壳山核桃品种改良活动环节的技术规范。

———种苗繁育技术，目的是确立薄壳山核桃品种苗繁殖活动的技术规范。

———栽培管理技术，目的是确立薄壳山核桃栽植及田间管理环节的技术规范。

———果实采收与坚果质量等级，目的是规范薄壳山核桃果实采收技术与坚果分级指标。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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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壳 山 核 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薄壳山核桃（ＣａｒｙａｉｌｌｉｎｏｉｎｅｎｓｉｓＫ．Ｋｏｃｈ）良种的选育途径与方法、无性系测定、区域

试验、采穗圃营建、苗木繁育、苗木质量分级、种植园地选择与规划、园地整理与挖穴、种植品种选择与配

置、栽植、林地和树体管理、果实采收与处理、坚果和果仁质量检验与分级、产品包装、运输和贮存等技术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薄壳山核桃良种选育、种苗生产、种植与管理、果实采收、坚果与果仁质量等级划分及

产品贮运。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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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５００９．３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ＧＢ５００９．５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ＧＢ５００９．６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ＧＢ５００９．２２７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ＧＢ５００９．２２９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酸价的测定

ＧＢ／Ｔ５４９１　粮食、油料检验　扦样、分样法

ＧＢ６０００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ＧＢ／Ｔ６００１—１９８５　育苗技术规程

ＧＢ／Ｔ８３２１（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ＧＢ１５６１８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ＧＢ／Ｔ１５７７６　造林技术规程

ＧＢ／Ｔ１６６２０　林木育种及种子管理术语

ＬＹ／Ｔ１０００　容器育苗技术

ＨＪ／Ｔ３３２　食用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６６２０界定的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果材兼用良种　犮狌犾狋犻狏犪狉狊犳狅狉犳狉狌犻狋犪狀犱狋犻犿犫犲狉狌狊犲

坚果产量、质量较高同时生长快、材质好的品种。

３．２

成枝力　犫狌犱犫狉狌狀犮犺犻狀犵犪犫犻犾犻狋狔

枝芽萌发成枝的能力，以长度大于２０ｃｍ的新枝数占总萌芽数的百分率判别。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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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抗病性　犱犻狊犲犪狊犲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

植物抵御有害病原物能力。依据病果（叶）率来判定其抗病性，抗病性用“强”“较强”“中等”和“不抗

病”来表述。

３．４

丰产性　狔犻犲犾犱犻狀犵犪犫犻犾犻狋狔

植株的结实产量指标，以盛果期植株连续３年平均冠幅产量衡量。

３．５

稳产性　狔犻犲犾犱狊狋犪犫犻犾犻狋狔

植株结实产量的年度稳定性指标，用盛果期连续３ａ单位冠幅产量的变异系数衡量：产量年度变异

系数＜０．３为高，０．３～０．５为较高，＞０．５为低。

３．６

果壳厚度　狀狌狋狊犺犲犾犾狋犺犻犮犽狀犲狊狊

坚果近中部最薄处的坚果壳厚度。

３．７

苗龄　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犪犵犲

嫁接苗的培育时长，含砧木培育时长。按“嫁接品种干龄（砧根年龄）移植次数”方式表述。

３．８

油变果　狅犻犾狅狅狕犻狀犵狀狌狋

坚果或果仁出现渗油现象、表面颜色变深的坚果或果仁。

３．９

霉变果　犿狅犾犱狔狀狌狋

坚果或果仁表面出现霉斑的坚果或果仁。

３．１０

虫果　犻狀狊犲犮狋犫狅狉犲犱狀狌狋

果实表面或内部存在活虫或虫体活动痕迹的坚果。

３．１１

黑斑果　狊狋犪犻狀犲犱狀狌狋

坚果或果仁表面因病害表现出黑色斑块的果。

４　良种选育技术

４．１　选育途径与方法

４．１．１　引进选育

４．１．１．１　引进资源选择

应从生态环境相似的地区或国外引进资源，引进资源应在原产地有良好的丰产性、抗病性及品质。

４．１．１．２　检疫

对引进品种的嫁接苗或接穗，应按照《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进行严格的检疫。

４．１．１．３　引种试验

选择有代表性地点与地块进行小面积引种试验，采取随机区组设计，重复３次以上，各品种试验总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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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数不少于２０株。对引种资源的适应性、丰产性、稳产性、坚果品质等进行连续观测，综合表现优良的

品种进行区域试验。

对从生态环境相似的邻近地区引进的良种，可不经引种试验直接开展区域试验。

４．１．２　实生选育

４．１．２．１　优树选择指标

薄壳山核桃良种按选育目标主要分为果用和果材兼用。相应的优树树体与坚果质量指标见表４．１、

表４．２。

表４．１　薄壳山核桃优树树体指标

选育目标 干性 侧芽结果能力 成枝力 速生性 抗病性 丰产性 稳产性

果用 — 强或中等 强或中等 — 强 丰产 强

果材兼用 强 — — 强 强 较丰产 —

表４．２　薄壳山核桃优树坚果质量指标

选育目标
单果重

ｇ

果壳厚度

ｍｍ

出仁率

％
取仁难易

蛋白含量

％

脂肪含量

％

油酸含量

％

果用 ≥６．０ ＜１ ＞５５ 易 ≥１０ ≥５０ ≥６５

果材兼用 ≥５．０ ＜１．５ ＞５０ 易 ≥１０ ≥５０ ≥６５

４．１．２．２　指标测定与判别

优树评价相关指标按以下方法测定：

———成枝力：随机抽取待测植株树冠中部外围不少于１０个一年生母枝萌发芽数与萌发枝长，按枝

长２０ｃｍ以上枝率确定成枝力。枝率＞５０％为强，２５％～５０％为中等，＜２５％为弱。

———侧芽结果能力：随机抽取待测植株树冠中部外围不少于１０个结果母枝计测侧芽结果能力，以

侧芽萌发结果枝数占总萌发枝数的百分比来衡量，果枝率＞３０％为强，１０％～３０％为中等，

＜１０％ 为弱。

———抗病性：发病期随机抽取１００个以上果实或叶片，统计感病率，按感病率确定感病性。病果

（叶）率＜１０％为强；病果（叶）率≥１０％而＜３０％为较强；病果（叶）率≥３０％而＜６０％为中等；

病果（叶）率≥６０％为弱。

———速生性：在相同立地与管理条件下，植株高或胸径生长量超出周边同龄树１５％以上的称为速

生性强，反之为速生性差。

———丰产性：盛产期连续测定３ａ产量，按３ａ平均冠幅产量衡量。每平方米树冠投影面积产坚果

＞５００ｇ为丰产，２５０ｇ～５００ｇ为较丰产，＜２５０ｇ为不丰产。

———稳产性：盛产期连续测定３ａ产量，按３ａ平均冠幅产量，以３ａ平均冠幅产量的年度变异系数

判别。年度变异系数＜０．３为高，０．３～０．５为较高，＞０．５为低。

４．１．２．３　优树确定

按照４．１．２．１优树选择指标，对候选单株的丰产性、抗病性、坚果品质等性状进行连续３ａ观测，与

当地现有栽培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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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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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　杂交育种

４．１．３．１　亲本选择

根据育种目标，选择目标性状优良、优势性状互补的品种作为杂交亲本。

４．１．３．２　杂交技术

杂交主要包括花粉采集与贮藏、控制授粉及杂交果的采收与处理等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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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ｄ～２ｄ后收集花粉于干燥玻璃瓶内，置于０℃～５℃冰箱冷藏室短

期冷藏。

———控制授粉：雌花显现后立即用硫酸纸袋套袋隔离。当雌花柱头发育成倒“八”字时按杂交组合

设计进行人工授粉。授粉宜在晴天上午进行，用喷粉方式给雌花授粉，授粉后套回隔离袋直至

柱头枯萎，做好标记。柱头枯萎后及时解除隔离袋。

———杂交果采收：杂交果应充分成熟后采收，按杂交组合分别采集、取籽。

———杂交子代测定：按杂交组合对杂交种子进行育苗与田间种植，种植密度６ｍ×６ｍ。

４．１．３．３　杂交子代优树选译

当杂交子代植株结果后，对坚果品质、丰产性、抗病性等连续观测３ａ～５ａ，根据杂交育种目标，参

照实生选育优树选择指标（４．２．１）选出聚合亲本优良性状的优株。

４．２　无性系测定

对选出的实生选育或杂交子代优株，应通过定植嫁接苗或高接换种方式进行无性系测定。无性测

定试验区四周应设置保护行，选择１～２个当地主栽良种为对照。每４株～６株为一个试验小区，重复

３次。高接换种植株观测到５ａ以上，嫁接苗观测到８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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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性状优良，产量超出对照或高于参试无性系平均值２个标准差，确定为

优良无性系。

４．３　区域试验

对选出的优良无性系，通过定植嫁接苗或高接换种方式在３个以上不同生态类型的地点进行区域

试验，试验园四周设置保护行，参试品种８株～１０株为一个试验小区，选择１个～２个当地主栽良种为

对照，随机区组设计，重复３次，要求同一区组内立地条件、树龄一致，管理措施相同。性状观测周期和

内容同“无性系测定”。为缩短育种年限，区域试验可与无性系测定同步进行。

５　种苗繁育技术

５．１　采穗圃营建

５．１．１　选址

宜选择地势较平缓、土壤疏松、土层深厚、排水良好、地下水位在１ｍ以下，土壤ｐＨ５．５～７．５，且地

下病虫害少，交通方便的土地。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ＧＢ１５６１８。

５．１．２　建圃规模

依据本区域薄壳山核桃树的种植规模和育苗量确定采穗圃面积。按亩产穗繁育２万苗～３万苗

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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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３　建圃品种

选用适宜本区域发展并经国家或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认）定的薄壳山核桃优良品种。建圃品

种除主栽品种外，应包含适合与主栽品种配置的授粉品种，授粉品种植株比例不低于１５％。

５．１．４　建圃方式

主要采取两种建圃方式：

———植苗建圃：通过定植嫁接品种苗方式建立。

———高接改造建圃：通过高接换种方式把薄壳山核桃现有林分改造为采穗圃。

５．１．５　植苗建圃

５．１．５．１　苗木规格

建园苗木宜用苗龄为３ａ（２ａ）龄嫁接裸根苗或２ａ（１ａ）龄嫁接容器苗。

５．１．５．２　栽植时间

裸根苗宜在苗木落叶后、发芽前的冬春季栽植，但应避开土壤封冻期。云南等冬春干旱地区可在夏

季雨季采用容器苗造林。

５．１．５．３　定植密度

视品种而定，以６６７株／ｈｍ２～１６６７株／ｈｍ
２ 为宜。生长势较弱的品种定植密度大、株行距小一些

（２ｍ×３ｍ），反之生长势较强的品种定植密度小、株行距大一些（３ｍ×４ｍ、３ｍ×５ｍ）。

５．１．６　高接改造建圃

５．１．６．１　改建林分要求

改建林分宜选择林相整齐、长势良好、树龄３ａ～１０ａ的林分。

５．１．６．２　高接部位

高接部位视改接植株树体干枝特点而定，主要分主干和主枝两个部位：

———主干：适用分枝较高的砧木，直接在主干上嫁接；

———主枝：适用分枝较低的砧木，在主枝上嫁接。

５．１．６．３　高接时间

嫁接应在晴天进行，嫁接时间主要为春季和秋季：

———春季嫁接：以砧木萌芽前的２月下旬～３月中旬为宜。

———秋季嫁接：以日均气温２５℃左右的７月下旬～９月中旬为宜。

５．１．６．４　高接方法

采用枝接、芽接相结合方式进行品种改接：

———多头枝接：离地面７０ｃｍ～１２０ｃｍ处，将砧木主干上部锯断，在砧木切口处按不同方位嫁接

２个～３个接穗。

———多位芽接：在砧木主干的不同高度处分别进得芽接，在距地面７０ｃｍ处嫁接一芽，随后沿主干

往上每隔１０ｃｍ～１５ｃｍ在不同方位嫁接第二个、第三个接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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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６．５　接后树体管理

接后管理主要包括抹芽、补接、剪砧、打顶、摘心等技术内容，分别要求如下：

———抹芽：嫁接后应及时抹去母枝上的萌芽。

———补接：芽接后７ｄ～１０ｄ成活检查，未成活者，应及时补接。

———解绑：接芽萌发２０ｄ～２５ｄ除去绑扎物。

———剪砧：接芽成活并生长到７ｃｍ～１０ｃｍ时剪砧。

———打顶、摘心：嫁接新梢长至２０ｃｍ～２５ｃｍ时应打顶、摘心、绑扎防风支柱。

５．１．７　采穗圃管理

５．１．７．１　灌溉

视园地土壤墒情适时实施灌溉，一般应保证３月中下旬萌芽期、５月～７月枝条抽生发育期的土壤

水分的充足供给。８月上旬开始适度延长浇水间隔期，促进穗条木质化。在１１月间土壤上冻前灌足越

冬水。

５．１．７．２　施肥

５．１．７．２．１　基肥

基肥以施用腐熟有机肥为宜，于９月中旬～１０月上旬采用挖坑或开沟方式施入离地表３０ｃｍ～４０ｃｍ

深处。１年生～５年生薄壳山核桃树每株施有机肥５ｋｇ～１０ｋｇ，６ａ生～１０ａ生每株施１０ｋｇ～１５ｋｇ。

５．１．７．２．２　追肥

追肥一般施用复合肥，每年施２次～３次（前２次分别在３月下旬至４月上旬和５月下旬至６月上

旬，以施速效氮肥为主，第３次在７月下旬至８月上旬，以高磷、钾复合肥为主）。追肥以环状沟施为宜，

按树龄确定施肥量：

———１ａ生～５ａ生：施复合肥（０．２ｋｇ～１．０ｋｇ）／株·ａ，

———６ａ生～１０ａ生：施复合肥（１．０ｋｇ～１．５ｋｇ）／株·ａ，

———１０ａ生以上：施复合肥（２．０ｋｇ～２．５ｋｇ）／株·ａ为宜。

５．１．７．３　中耕除草

薄壳山核桃树生长期，结合灌水及时中耕，一般全年进行２次～３次，保持土壤疏松无杂草。

５．１．７．４　树体管理

５．１．７．４．１　定干

栽植后，在苗木距地面６０ｃｍ～７０ｃｍ处短截定干，促使截口以下侧芽萌发。选留上下间距适宜、

错着有序３个～５个主枝，抹除主干上其余的芽和枝。

５．１．７．４．２　整型

采穗母树树形以采用３个～４个主枝的自然开心形或自然圆头形为宜。

５．１．７．４．３　修剪

结合冬春季采穗，对母树枝条实施回缩修剪，留枝长度以１５ｃｍ～２５ｃｍ为宜。母枝抽生后中庸母

枝保留２个春梢，粗壮母枝留３个～４个春梢，留枝的原则是去强、剔弱、留中庸。春梢长至１ｍ左右时

应摘心、打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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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７．４．４　除花穗

在４月下旬至５月中旬开花季节及时，人工摘除雌雄花穗。

５．１．８　穗条采集

５．１．８．１　采穗枝质量要求

采穗枝条要求长４０ｃｍ～１００ｃｍ，直径０．６ｃｍ～１．２ｃｍ的木质化好、芽体发育充实饱满、无病虫害、

具有５个以上有效芽的当年生枝。

５．１．８．２　采穗时间

按穗条类别确定采穗时间：

———枝接穗条：在休眠期都可采集，但以冬末春初为宜。

———芽接穗条：具体时间视芽体成熟度和可用芽数而定，一般与芽接时间一致，在７月上旬至９月

中旬采集。

５．１．８．３　采集方法

在采穗枝的下部留２个～３个芽（雄花芽除外），切口平整，不劈裂枝条。分品种采集，做好标识。

夏季采穗枝数应不超过新枝总数的５０％。

５．１．８．４　穗条处理与贮藏

按穗条种类分别按以下方法处理与贮藏：

———硬枝穗条：按品种，根据穗条长短、粗细分别打捆包装，每１５根或２０根１捆；切口封蜡，并用塑

料袋密封，采用砂藏或冷库贮存，适宜温度为１℃～５℃，最高不超过８℃。

———嫩枝穗条：应除去复叶，留２ｃｍ左右长的复叶柄，随采随用，每２０根或３０根打捆。挂标签标

明品种、采集地点及时间。随采随用，置于背荫处保湿贮存，最长保存时间不超过２ｄ。

５．２　嫁接苗培育技术

５．２．１　圃地选择

育苗圃地应交通方便，以地势平缓、土层深厚、具有良好的排灌条件农田为宜，山地育苗宜选坡面平

缓、土层深厚、阳光充足的半阳坡或半阴坡。土壤以ｐＨ６．５～７．５的沙壤土为宜。

５．２．２　种子采集与处理

５．２．２．１　种子采集

播种用种子采集应达到以下要求：

———品种：籽粒大小中等（１４０粒／ｋｇ～１６０粒／"）、籽仁饱满、抗性强的品种。
———母树：生长健壮、丰产、稳产、无明显病虫害的健壮植株。

———果实：发育正常、整齐一致、充分成熟、无病虫危害。

５．２．２．２　种子贮藏

种子宜于通风荫凉处阴干，忌曝晒。种子贮藏含水量以１０％左右为宜。可在干燥、荫凉的室温环

境下短期贮存，或低温环境下长期冷藏，冷藏温度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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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３　种子消毒与催芽

５．２．２．３．１　种子消毒

种子催芽前应对种子进行精选，清除空瘪、破损、霉变种子及杂质，并进行清洗与消毒。种子消毒方

法参照ＧＢ／Ｔ６００１—１９８５中附录Ａ。

５．２．２．３．２　种子催芽

种子催芽宜在室内进行，采取以下催芽方式：

———少量种子：常采用水浸催芽。先６０℃热水冲泡，人工搅拌至３５℃，自然冷却浸泡。每天换水

１次，浸泡７ｄ～８ｄ后，取出种子在２０℃～２７℃温度下保湿催芽至１／３露白；

———大量种子：用２倍于种子量、初始温度５０℃～６０℃的温水浸泡种子２４ｈ后混沙埋藏法层积催

芽，保持沙的湿度，持续无雨天气３ｄ～５ｄ浇水１次，雨天避免积水；

———激素处理：用浓度５００ｍｇ／ｋｇＧＡ３水液浸泡６ｄ～７ｄ。

５．２．３　播种

５．２．３．１　播种时间

春秋两季均可播种。秋播一般于１０月中旬采种后进行。春播在土壤解冻后，土壤５ｃｍ深处地稳

定在１０℃以上时播种，一般在３月下旬至４月中旬。

５．２．３．２　播种量

每公顷播种量为６００ｋｇ～７５０ｋｇ。

５．２．３．３　播种方法

播种方法按育苗方式采用相应的方法：

———大田播种：用于播种的苗床床面宽度以１ｍ为宜。采用条播方式播种，在平整好的苗床床面

开播种沟，沟深５ｃｍ～８ｃｍ，沟间距３０ｃｍ～３５ｃｍ左右，种子按１５ｃｍ左右间距均匀平放于

播种沟底，播后覆土，覆土厚度３ｃｍ～５ｃｍ；

———容器播种：采用点播方式，在容器中心点播种子１～２粒，种子平放，经过催芽已露白发根芽苗

应胚根向下，播后覆土，覆土厚度３ｃｍ～５ｃｍ，浇透水，出苗前保持土壤湿润。

５．２．４　砧苗移植

５．２．４．１　容器移植

５．２．４．１．１　移植容器规格

育苗容器宜选用可降解或半降解材料制作，容器以口径２０ｃｍ～２５ｃｍ、容器高３０ｃｍ～４０ｃｍ

为宜。

５．２．４．１．２　容器基质配制

营养土用沤制腐熟的农林生产剩余物、泥炭土、森林腐殖土为材料配制，配置比例为３∶３∶４，拌匀

过筛后进行灌装。基质ｐＨ５．０～６．５为宜，可用生石灰或草木灰调高ｐＨ，用硫磺粉、硫酸亚铁或硫酸铝

等降低ｐＨ。基质在灌装前应进行消毒处理，消毒药剂及方法按ＬＹ／Ｔ１０００执行。

５．２．４．１．３　移植方法

依砧苗类别按以下方法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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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小苗：容器小苗长出３片～５片小叶时，切断小苗主根，直接带容器小苗移植于大容器中

心部位；

———一年生砧：在苗木落叶休眠期，将裸根幼苗移植于容器内。移植前，对待移裸根苗进行截干、切

主根处理，留主根长１５ｃｍ～２０ｃｍ，苗干高１５ｃｍ～２０ｃｍ。移栽时轻提苗木并填土、扶正、压

实，每个容器栽苗１株。

５．２．４．２　大田移植

大田移植苗床床面宽以１．２ｍ为宜，床间应深挖排水沟，沟深３０ｃｍ～４０ｃｍ。在适宜移植季节（裸

根苗以２月份为宜，容器小苗在苗叶长出３片～５片时），将裸根砧苗或容器小苗直接移植于嫁接苗培

育苗床上，移植前，应对裸根砧苗截干、切主根处理，留主根长２０ｃｍ～２５ｃｍ，苗干高１５ｃｍ～２０ｃｍ。

移栽株行距以３０ｃｍ×４０ｃｍ为宜，移植后浇透水。

５．２．５　嫁接

５．２．５．１　嫁接时间

春季枝接，秋季芽接，具体发嫁时间参照５．１．６．３。

５．２．５．２　嫁接方法

主要采用枝接和芽接两种嫁接方法：

———枝接：常用于春季嫁接，主要采用切接、插皮接。

———芽接：常用于秋季嫁接，以方块贴皮芽接为宜。

５．２．６　接后管理

５．２．６．１　嫁接植株管理

接后管理主要包括抹芽、补接、剪砧等技术内容，分别要求如下：

———抹芽：嫁接后应及时抹去砧木上的萌芽。

———补接：枝接后３０ｄ，芽接后７ｄ～１０ｄ进行成活检查，未成活者，适时补接。

———解绑：接枝或接芽萌发２０ｄ～２５ｄ除去绑扎物。

———剪砧：枝接接芽成活并生长到７ｃｍ～１０ｃｍ时剪砧，秋季芽接在次年春季萌芽前剪砧。

５．２．６．２　田间日常管理

按ＧＢ／Ｔ６００１及ＬＹ／Ｔ１０００要求进行常规田间管理，主要是圃地杂草清理，根据“除早、除小、除

了”原则，及时除去苗床内杂草，连根拔除，除草后应及时浇一次透水。

５．２．６．３　水肥管理

５．２．６．３．１　水分管理

按苗木培育方式采取相应的水分管理：

———容器培苗：滴灌，视容器基质墒情确定，非雨天一般每天早晚各滴灌１次透水。

———大田培苗：视圃地墒情适时进行土壤补水，补水以沟灌为宜，灌溉时间应在早晚进行，不宜在午

间灌溉。

５．２．６．３．２　施肥管理

按苗木培育方式采取相应的施肥措施：

———容器培苗：生长期６月～７月每２０ｄ隔追施等比例（Ｎ∶Ｐ∶Ｋ＝１５∶１５∶１５）复合肥一次，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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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袋施用１０ｇ～２０ｇ，８月—９月每１５ｄ追施高钾（Ｎ∶Ｐ∶Ｋ＝１５∶５∶２０）有机、无机复混

肥１次，每容器袋施用１０ｇ～２０ｇ。

———大田培苗：追肥以氮肥为主，在５月—８月生长旺盛期施肥２次～３次，采用散施，每次施尿素

和复合肥各５０ｋｇ／６６７ｍ
２。

５．２．６．４　病虫害防治

薄壳山核桃苗期主要有警根瘤蚜、山核桃蚜虫、中国绿刺蛾、铜绿异丽金龟等害虫及薄壳山核桃黑

斑病等病虫害。具体防治方法可参考附录Ａ。

５．３　苗木分级

５．３．１　裸根苗质量等级划分

按表５．１列示性状指标确定裸根苗质量等级。

表５．１　裸根苗木分级

苗龄 级次 外观
基径ａ

ｃｍ

苗高ｂ

ｃｍ

一级侧根

平均长度／ｃｍ 数量／条

１（３）１
Ⅰ级

Ⅱ级

须根发达，顶芽饱满，

无病虫害和机械损伤

＞１．５ ＞１５０ ＞３０ ＞２０

０．８～１．５ ８０～１５０ １０～３０ １０～２０

　　
ａ 经由接穗萌发的茎干基部直径；

ｂ 经由接穗萌生的苗木茎干高度。

５．３．２　容器苗质量等级划分

按表５．２列示性状指标确定裸根苗质量等级。

表５．２　容器苗木分级

苗龄 级次 外观
基径ａ

ｃｍ

苗高ｂ

ｃｍ

一级侧根

平均长度／ｃｍ 数量／条

１（３）１

１（２）１

Ⅰ级

Ⅱ级

Ⅰ级

Ⅱ级

容器无破损，须根发达，

无窝根，顶芽饱满，无病

虫害和机械损伤

＞１．５ ＞１５０ ＞３０ ＞３０

０．８～１．５ ８０～１５０ ２０～３０ ２０～３０

＞１．３ ＞１３０ ＞３０ ＞３０

０．８～１．３ ８０～１３０ ２０～３０ ２０～３０

　　
ａ 经由接穗萌发的茎干基部直径；

ｂ 经由接穗萌生的苗木茎干高度。

５．４　苗木出圃

５．４．１　基本要求

嫁接部位接口愈合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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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苗容器完整无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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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２　检验

苗木出圃应进行检验，检验规则按ＧＢ６０００的规定执行。出圃苗木应达到６．１和６．２苗木质量等

级Ⅱ级或以上。

６　栽培管理技术

６．１　园地选择与规划

６．１．１　气候条件

薄壳山核桃适生区为年降水量６００ｍｍ～２０００ｍｍ，年平均气温１１℃～２１℃，最热月均温２１℃～

２６℃，最冷月均温－１０℃～－８℃，绝对低温－２０℃，年平均日照１４００ｈ～２７００ｈ的地区。

６．１．２　园地条件

薄壳山核桃种植园地宜选择交通便利、光照充足、排灌方便的平原台地或缓坡山地，要求土层厚度

１００ｃｍ以上，坡度小于２０°，土质疏松透气，土壤酸性至微碱性（ｐＨ５．０～７．５）。薄壳山核桃属耐水性树

种，短时性水涝土地也可种植。

土壤污染物应符合ＧＢ１５６１８规定的限值要求，园地空气、灌溉水参照ＨＪ／Ｔ３３２相关要求执行。

６．１．３　园地规划

建园前依园地地形地貌特点进行合理规划，规划内容包括园区道路、管理房、排灌设施、防护设施

等，绘制园区规划图。

６．２　园地整理与挖穴

６．２．１　园地整理

种植园地清理与整地等参照ＧＢ／Ｔ１５７７６有关技术要求执行。

６．２．２　挖穴

挖穴宜在造林１个月前进行，挖出的表土与底土分置并倒置回填，每穴于底部施入腐熟有机肥

１０ｋｇ～２０ｋｇ。根据不同土质确定挖穴规格：

———土层深厚台地或农耕地：１００ｃｍ×１００ｃｍ×１００ｃｍ（长×宽×深）；

———瘠薄山地：１５０ｃｍ×１５０ｃｍ×１２０ｃｍ（长×宽×深）。

６．３　品种选择与配置

６．３．１　品种选择

根据栽培区划选择适合本地栽培品种，种植品种应为经国家、地方审定或认定的良种。各栽培区适

宜良种参见附录Ｂ。

６．３．２　品种配置

６．３．２．１　栽培品种类别

栽培品种应包含主栽品种和授粉品种：

———主栽品种：要求具有良好的适应性、丰产稳产性，且其坚果具有较高的商业品质和价值；

———授粉品种：为主栽品种提供授粉花粉的品种。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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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２　授粉品种要求

雌雄花期不遇的品种须配置授粉品种，雌雄花期相遇５ｄ以上的品种可不配授粉品种。授粉品种

应满足以下要求：

———雄花盛开期与主栽品种雌花盛花期相遇，花粉发芽率高；

———与主栽品种授粉亲和性高，并具较高的座果率；

———须与主栽品种相互授粉。

６．３．２．３　配置方式

选择１个～２个主栽品种，２个～３个授粉品种栽植，授粉品种应在园区均匀分布，授粉树间隔距离

不宜超过５０ｍ。主栽品种与授粉品种植株比５∶１为宜。

６．４　栽植技术

６．４．１　栽植时间

以苗木处于休眠期的冬春季栽植为宜，容器苗可以适当延长至发芽后，不宜在土壤封冻期和夏季高

温期栽植。

６．４．２　栽植密度

６．４．２．１　纯林果园

宜采用长方形、正方形、错位三角形栽植。按土地类型采取不同种植密度：

———平原农耕地：株行距（８．０ｍ～１０．０ｍ）×（８．０ｍ～１０．０ｍ）；

———山区坡地：株行距（７．０ｍ～８．０ｍ）×（７．０ｍ～８．０ｍ）；

———通道绿化地：株行距（５．０ｍ～６．０ｍ）×（６．０ｍ～８．０ｍ）。

６．４．２．２　果材兼用

果材兼用林可适度增加造林密度，以株行距５．０ｍ×４．０ｍ或６．０ｍ×５．０ｍ为宜。

６．４．３　栽植方法

６．４．３．１　小苗移栽

６．４．３．１．１　苗木定干

按林分经营目标确定苗木定干高度：

———果园林：定干高度以１．５ｍ～１．８ｍ为宜；

———果材兼用林：定干高度以不低于２．６ｍ为宜。

６．４．３．１．２　根系处理

按苗木类型确定苗根处理方式：

———容器苗：剪去穿出容器袋外粗根，并在栽植时去除容器体并确保根团完整；

———裸根小苗：栽前对苗木进行修根和沾泥浆处理，修短徒长根、剪除病残根。泥浆由清水、药水

（以１‰高锰酸钾、６‰磷酸二氢钾、３‰锌肥、５０ｍｇ／ｋｇ浓度的生根粉）和黄泥搅匀而成。

６．４．３．１．３　种植要求

以在定植穴内土壤沉实并下过透雨后种植为宜，栽植时埋土不宜过深，以苗木根茎与地面相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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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定植踏实后浇足定根水，并在种植穴盆上覆地膜保墒。

６．４．３．２　大树苗移栽

在移植前一年对待移栽大树进行切根处理，移植时沿切根处外围把苗根挖成土球带土移栽。土球

应不小于苗木地径的８倍，移栽时对树冠进行重度修剪，以不伤骨干枝为度，栽后灌足定根水，并设立支

柱固定树体。

６．５　果园管理

６．５．１　园地管理

薄壳山核桃园地管理主要包括园地套种、扩穴深翻及中耕除草等技术措施，具体要求如下：

———园地套种：林分郁闭前套种农作物，套种作物以矮杆豆科植物为宜，套种的作物应距树基

１００ｃｍ 以上；

———扩穴深翻：结合秋季施基肥进行，于栽植穴外挖环状沟或平行沟，沟宽３０ｃｍ～４０ｃｍ，沟深

３０ｃｍ，回填时表土混合有机肥置于底层，底土放在上层，逐步扩穴并提高土壤肥力；

———中耕除草：幼龄期果园每年锄草３次～５次，中耕１次；盛果期果园每年除草１次～２次，中耕

１次。中耕深度２０ｃｍ～２５ｃｍ。

６．５．２　施肥管理

６．５．２．１　施肥肥料

施用肥料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优先选用按薄壳山核桃生长发育养分需求配制的专用肥。若无

薄壳山核桃专用肥，可选用Ｎ∶Ｐ２Ｏ５∶Ｋ２Ｏ比例１５∶１５∶１５的商业复合肥料或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并适时配施钙、镁、硼、锌等薄壳山核桃生长发育必需的中微肥。

６．５．２．２　施肥时间

薄壳山核桃以每年施３次肥为宜，施用时间分别为春季萌芽前后的３月中旬～４月中旬、果实发育

膨大期的７月上、中旬及果实采收后的１１月中、下旬。

６．５．２．３　施肥方法

宜采用以下三种方法施肥：

———沟施：在树木行间或株间或隔行开沟施肥，沟宽３０ｍ，深３０ｃｍ～４０ｃｍ。隔行施肥，每年

轮换；

———穴施：在树冠投影外沿挖深３０ｃｍ～４０ｃｍ，直径３０ｃｍ／穴，放入肥料后回填；

———叶面喷施：一般在生长季的果实生长期进行，采用喷雾方式把肥料水溶液均匀喷洒于叶面。

６．５．２．４　施肥量

提倡按照营养诊断和林地土壤肥力状况确定施肥量，一般在春季萌芽前施复合肥３００ｋｇ／ｈｍ
２
～

５００ｋｇ／ｈｍ
２，秋季采果后施腐熟农家肥１５ｔ／ｈｍ２～４０ｔ／ｈｍ

２，及复合肥３００ｋｇ／ｈｍ
２。生长季５月～

８月间叶面喷施含锌微肥３次～５次。

６．５．３　灌溉补水

６．５．３．１　灌溉时间

园地灌溉补水原则是：幼树期少量多次，盛果期多量少次。春季定植的幼树应在栽植后及叶片出现

轻度萎蔫时及时补水。成年结果树根据其发育生长特点，在６个关键时间出现缺水时实施灌溉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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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前灌水：可在萌芽后进行，利于开花、叶片生长及坐果；

———花后灌水：在开花后至生理落果前进行，可满足新梢生长和果实发育对水分的需求，从而提高

坐果率；

———果实膨大期灌水：有利于加速果实正常发育，增加果重和产量；

———硬核期和花芽分化期灌溉：此期是种仁形成和花芽分化的需水营养时期；

———采收后灌水：有利于根系吸收养分，可补充树体营养的消耗和积累养分；

———封冻前灌水：利于安全越冬。

６．５．３．２　灌溉方法

根据园地实际，可采用地表漫灌、喷灌、滴灌等方法。灌溉后水分渗透深度应不低于３０ｃｍ。

６．５．４　整形修剪

薄壳山核桃结果树树形主要采用疏散分层型，也可采用多主枝开心形，定植后５～６年完成整形。

可按以下整形修剪方法培育薄壳山核桃疏散分层形树体：

———中心干培养：定干后发枝后，选留一个顶端直立健壮枝作中心干培养，通过拉大枝条角度控制

竞争枝，确保中心干强壮生长；

———主枝培养：第三年时，对离地面１５０ｃｍ以上枝条进行主枝确定，留３条均匀错列的枝条作为主

枝，其水平角度互成约１２０°，且枝条大小、长势均衡；开张角度６０°～７０°左右；

———结果枝培养：主枝确定后，一般每年在主枝上培养２条～３条副主枝，副主枝距主枝基部

４０ｃｍ～５０ｃｍ，与主枝的角度６０°左右；每个副主枝上培养３条～５条侧枝，侧枝间距３０ｃｍ～

４０ｃｍ；侧枝上培养结果母枝和结果枝；

———辅养枝留养：视树体通透情况适度在主枝、副主枝及侧枝上留养１个～２个辅养枝，等其结果

后去除或更新培养成结果枝组。

６．５．５　辅助授粉

６．５．５．１　花粉采集

花期选择雄花处于盛花期的品种，人工采集雄花穗置于室内通风处自然散粉收集，花穗堆放高度不

宜过高，一般在１０ｃｍ左右为宜。

６．５．５．２　辅助授粉方式

宜在雌花可授期上午９时～１０时或下午３时～４时开展辅助授粉，采用抖粉或无人机喷撒方式进

行，连续喷撒３ｄ。

６．５．６　病虫害防治

６．５．６．１　防治策略

以生物防治为核心，采用抗病虫品种、适地适品种建园与树体结构合理调控等营林措施，构建不利

于病虫害发生而有利天敌繁衍的环境，保持薄壳山核桃果园生物的多样性，结合高效、低毒、低残留化学

农药防治，将有害生物种群数量控制在经济损失允许的水平以下。

６．５．６．２　防治措施

６．５．６．２．１　检疫

在调运苗木前，对根腐病、疮痂病、软腐病、桃蛀螟、蚜虫、星天牛等病虫害进行检疫，一旦发现即按

《植物检疫条例》和《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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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６．２．２　营林措施

病虫害防控重点应做好以下营林措施：

———园地选择：选择土壤肥沃、排灌良好土地作为生产园地；

———园地清杂：造林前清理园地枯枝、腐叶，集中烧毁；

———种植：挖大穴、施足有机基肥，选择生长健壮良种壮苗；

———土壤消毒：用敌克松、五氯硝基苯等药剂进行土壤消毒；

———园地管理：修建抗旱、排涝设施；中耕除草，加强整形修剪，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增强树体的抗逆

能力。

６．５．６．２．３　物理防治

利用害虫趋性，诱杀成虫；人工捕杀林中虫卵块、幼虫、虫茧（蛹）和成虫；刮除病斑或剪除病枝集中

销毁。

６．５．６．２．４　生物防治

保护和利用林中瓢虫类、寄生蜂类、草蛉类、螳螂、蜻蜓和鸟类等天敌；应用生物类农药（如：苏云，金

杆菌ＢＴ）、白僵菌等防治病虫害。

６．５．６．２．５　化学防治

利用农药的生物活性，改进喷药技术，提倡低容量喷雾；严格执行化学农药种类使用规定；一个生长

季一种农药只使用１次，将有害生物种群密度压制在经济损失允许水平以下。化学防治农药使用准则

参照ＧＢ／Ｔ８３２１执行。

６．５．６．３　主要病虫害及防治

薄壳山核桃主要有山核桃蚜虫、警根瘤蚜、咖啡木蠹蛾、中国绿刺蛾、星天牛、云斑天牛、桑天牛、铜

绿异丽金龟、黑斑病等病虫害，其防治方法参见附录Ａ。

７　果实采收与坚果质量等级

７．１　果实采收和处理

７．１．１　果实采收

７．１．１．１　采收期

依果实成熟期确定采收期，一般在１０月上中旬至１１月上旬。果实成熟的标志是果皮颜色由青转

黄、果壳自然开裂，自然开裂率在３０％以上。

７．１．１．２　采收方法

薄壳山核桃果实可采取以下方式采收：

———摇干振动法：适宜平地或平坦缓坡地，且成熟时自然裂果率高的品种，需要机械设备支持。

———人工敲打法：适宜成熟时自然开裂度不高的品种。

７．１．２　果实处理

采收后的果实应放在室外摊晒或室内通风处，堆放高度以２０ｃｍ～３０ｃｍ为宜，堆放４ｄ～５ｄ，多数

果壳均能自然开裂时，即可进行人工捡籽。晾晒后仍不能自然开裂的果实，可通过手工剥壳方式取出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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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并单独存放处理。捡取的坚果经水洗后应进一步晾晒或烘干至坚果含水量１０％左右。

７．２　包装、运输和贮存

７．２．１　包装

应用专用纸箱或木箱包装，包装物应坚固耐用，清洁卫生，干燥，无异味。应采取防潮措施。每一包

装只能装同一品种、同一等级的薄壳山核桃坚果或果仁，不得混杂。每包装独立吊挂标签，标注品名、生

产日期与产品等级。

７．２．２　运输

应避免曝晒、雨淋，注意防潮。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无异味，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或影响产品

质量的物品混装运输。

７．２．３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良好的场所，大量果品应低温（１℃ ～３℃）冷藏。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

味、易挥发、易腐蚀的物品同处贮存，薄壳山核桃坚果和果仁入库后要在库房中采取防霉、防虫蛀、防出

油、防鼠等措施。

７．３　产品检测与分级

７．３．１　产品检测

７．３．１．１　扦样、分样

薄壳山核桃坚果及果仁检测样品的扦样、分样参照ＧＢ／Ｔ５４９１要求执行。

７．３．１．２　坚果质量检测

７．３．１．２．１　产品外观

目测商品坚果的果面色泽、果形一致性、大小均匀度、产品洁净度等。观测样本数不低于整批次产

品５％的包装单元。

７．３．１．２．２　畸形果比率

每样本随机抽取坚果３００个，计测样本中畸形果果粒占比百分率。以该批次所有样本均值代表该

批次产品的畸形果比率，以百分率（％）表示。

７．３．１．２．３　异质果比率

随机抽取不低于整批次产品５％的包装单元作为检测样本单元，每样本单元随机抽取坚果３００个，

计测样本中异类果（破壳果、病虫果、出油果）果粒占比百分率。以该批次所有检测样本均值代表该批次

产品的总体异质果比率，以百分率（％）表示。

７．３．１．２．４　平均单果重

随机抽取不低于整批次产品５％的包装单元作为检测样本单元，每样本单元随机抽取坚果５０个，

用１／１００ｇ天平进行单个秤重，计算样本平均单果重。所有检测样本单元的单果重均值代表该批次产

品坚果的总体单果重，以克（ｇ）为单位。

７．３．１．２．５　出仁率

随机抽取不低于整批次产品５％的包装单元作为检测样本单元，每检测样本单元随机抽取３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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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坚果５０个）破壳取仁，用１／１００ｇ天平对坚果与果仁分别秤重，计算种仁在坚果中的占比百分率。所

有检测样本单元的出仁率均值代表该批次产品的总体出仁率，以百分率（％）表示。

７．３．１．３　果仁质量检测方法

７．３．１．３．１　产品外观

随机抽取不低于整批次产品５％的包装单元作为计测样本单元，打开产品包装目测果仁的表面色

泽及产品洁净度。

７．３．１．３．２　半仁率

随机抽取不低于整批次产品５％的包装单元作为检测样本单元，每检测样本单元随机抽取３组（每

组不低于１ｋｇ）对产品进行完整半仁分捡和称重，计算完整半仁质量在样品质量中的占比百分率，所有

检测样本均值作为该批次产品的半仁率，以百分率（％）表示。

７．３．１．３．３　含水量及营养物质测定

随机抽取源于不同包装单元果样３组（每组２０个）破壳取仁，测定种仁粗脂肪、蛋白质、脂肪酸、氨

基酸等含量。各营养成分检测方法如下：

———种仁粗脂肪含量：参照ＧＢ５００９．６执行；

———种仁蛋白质含量：参照ＧＢ５００９．５执行；

———种仁含水量：参照ＧＢ５００９．３测定方法执行。

７．３．１．３．４　酸价

结合粗脂肪含量检测，对提取的脂肪进行过氧化值检测，检测方法参照ＧＢ５００９．２２９。

７．３．１．３．５　过氧化值

结合粗脂肪含量检测，对提取的脂肪进行过氧化值检测，检测方法参照ＧＢ５００９．２２７。

７．３．２　产品分级

７．３．２．１　坚果

坚果质量等级按坚果大小、均匀度、外观、出仁率、种仁脂肪含量等性状确定，坚果分级标准按表７．１

性状指标限值判定。

表７．１　薄壳山核桃坚果质量等级及性状指标限值

指 标 特级 Ⅰ 级 Ⅱ 级 Ⅲ 级

产品外观 具生产品种成熟坚果正常色，壳面洁净，无杂质 具生产品种成熟坚果正常色，壳面洁净，杂质少量

畸形果率／％ ≤１ ≤３ ≤５ ≤７

异质果率／％ ≤２（无出油果） ≤５（无出油果） ≤８（出油果率＜１） ≤１０（出油果率＜２）

平均单果重／ｇ

＞８．０

其中７ｇ以下果不超过

总质量的５％

＞８．０

其中７ｇ以下果不超过

总质量的１０％

≤８

其中５ｇ以下果不超过

总质量的５％

≤６．０

其中５ｇ以下果不超过

总质量的１０％

出仁率／％ ≥５０ ≥４５ ≥４０ ≥３５

　　注：表中数值为等级划分各检测性状最低限值，若有一项性状检测值未达到限值要求即不归属该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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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２．２　果仁

果仁质量等级按果仁外观色泽、饱满度及完好率确定，等级划分指标限值见表７．２。

表７．２　果仁质量等级及性状指标限值

指标 特 级 Ⅰ级 Ⅱ 级 Ⅲ 级

产品外观
无杂质；果仁外表金黄色或黄褐色，色泽均匀

一致；病斑果仁未见；果仁发育饱满

无杂质；果仁外表多为综褐色或褐色，色差不

明显；病斑果仁有见；不饱满果仁偶见

口　感 无涩味或涩味淡 涩味较明显

半仁率／％ ≥８０ ≥７０ ≥６０ ≥４０

粗脂肪含量／％ ≥６５ ≥５５

蛋白质含量／（ｍｇ·ｇ
－１） ≥７０ ≥５０

含水量／％ ≤８．０ ≤１０．０

酸价（以脂肪计

ＫＯＨ）／（ｍｇ·ｇ
－１）

≤２．０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

（ｍｍｏｌ·ｋｇ
－１）

≤２．５

　　注：表中数值为等级划分各检测性状最低限值，若有一项性状检测值未满足限值要求即不归属该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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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

薄壳山核桃主要病虫害及防治方法

　　薄壳山核桃主要病虫害及防治方法见表Ａ．１。

表犃．１　薄壳山核桃主要病虫害及期防治方法

病（虫）名称 防　治　方　法

警根瘤蚜

犘犺狔犾犾狅狓犲狉犪狀狅狋犪犫犻犾犻狊

（１）加强检疫。（２）３月下旬，在植株胸高处的树干上涂成５ｃｍ～１０ｃｍ宽的油膏（溴氰

菊酯乳油∶废柴油∶废机油∶面粉按１∶４０∶６０∶１００的比例调制成油膏）或黏虫胶环。

（３）４月中旬，全株喷施２．５％氯氰菊酯乳油或２０％氰戊菊酯乳油３０００倍液或５％吡虫

啉乳油１０００倍液～１５００倍液。（４）５月，人工摘除带虫瘿的叶片于苗圃外烧毁

咖啡木蠹蛾

犣犲狌狕犲狉犪犮狅犳犳犲犪犲

（１）成虫羽化前，人工清理被蛀枝条，苗木要求向下剪至无虫道为止，及时将幼虫处死或烧毁

被害枝条。（２）５月～７月设置黑光灯诱杀成虫。（３）幼虫孵化期，采用“Ｂｔ乳剂＋２．５％氯氰

菊酯”１０００倍喷～２０００倍喷雾

山核桃蚜虫

犓狌狉犻狊犪犽犻犪狊犻狀狅犮犪狉狔犪犲

（１）保护利用瓢虫、食蚜蝇等天敌进行生物防治。（２）喷施４０％乐斯本乳油１５００倍液～

２０００倍液或５％吡虫啉乳油１０００倍液～１５００倍液

中国绿刺蛾

犔犪狋狅犻犪狊犻狀犻犮犪

（１）及时剪除群集在一起危害的低龄幼虫，集中销毁。清除枝干上绿刺蛾越冬茧。（２）幼虫

低龄期喷施８０００ＩＵ／ｍｇＢｔ可溶性粉剂１０００倍液；或喷施５％灭幼脲悬浮剂２０００倍液、或

２．５％氯氰菊酯乳油、２０％氰戊菊酯乳油３０００倍液。（３）成虫期，设置黑光灯诱杀

星天牛

犃狀狅狆犾狅狆犺狅狉犪犮犺犻狀犲狀

狊犻狊

（１）５月～６月，人工捕捉或引诱剂诱杀天牛成虫。（２）５月底～６月底，全株喷施含８％氯氰

菊酯微胶囊剂或绿色威雷微胶囊剂５００倍喷～８００倍液。（３）发现并掏出蛀道内虫粪，用蘸有

８０％吡虫啉乳油原液的棉团堵塞蛀孔，或用兽医用注射器注入药液并用泥土封闭蛀孔

云斑天牛

犅犪狋狅犮犲狉犪犺狅狉狊犳犻犲犾犱犻

（１）在５月～６月成虫发生期，组织人工捕杀。（２）于秋、冬季节或早春砍伐受害严重的林木，

消灭虫源。（３）释放川硬皮肿腿蜂、管氏肿腿蜂及花绒寄甲等天敌进行生物防治。（４）幼虫

危害期，用小型喷雾器从虫道注入１０％吡虫啉可湿性粉剂，或材用浸药棉塞孔后用粘泥或塑

料袋堵注虫孔。（５）成虫发生期，向树干喷洒绿色威雷或噻虫啉微胶囊剂５００倍喷～８００倍

液，或２５％灭幼脲悬浮剂５００倍液，或１．２％苦烟乳油５００倍喷～８００倍液

桑天牛

犃狆狉犻狅狀犪犵犲狉犿犪狉犻

（１）在６月～８月成虫发生期，组织人工捕杀。（２）于秋、冬季节或早春砍伐受害严重的林木，

消灭虫源。（３）幼虫危害期，用小型喷雾器从虫道注入１０％吡虫啉可湿性粉剂，或采用浸药棉

塞孔后用粘泥、塑料袋等堵注虫孔。（４）成虫发生期，向树干喷洒绿色威雷或噻虫啉微胶囊剂

５００倍液～８００倍液，或２５％灭幼脲悬浮剂５００倍液，或１．２％苦烟乳油５００倍液～８００倍液，

每公顷用药液１５００ｋｇ～３０００ｋｇ

铜绿异丽金龟

犃狀狅犿犪犾犪犮狅狉狆狌犾犲狀狋犪

（１）结合林地管理，及时清除林间、林缘杂草，春季翻土消灭越冬幼虫。（２）利用麦麸及米糠

等饵料５ｋｇ和５０％辛硫磷乳油５０ｍＬ～１００ｍＬ混拌制作成毒饵，在林地沟中撒诱杀金龟子

幼虫，每公顷７５ｋｇ。（３）５～７月成虫发生期，在高地势装置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每公顷

２盏。（４）成虫大发生期，喷施３％高效氯氟氰菊酯，或３０％噻虫嗪微囊悬浮剂１０００倍液～

１５００倍液

薄壳山核桃黑斑病

犘犲狊狋犪犾狅狋犻狅狆狊犻狊

犿犻犮狉狅狊狆狅狉犪

（１）清理病源　收获后及时清除落果、病果、僵果、枯枝落叶等，集中深埋、烧毁或清理出林间，

减少林间病原菌。（２）在５月中旬至６月中旬，施用戊唑醇、咪鲜胺、喹啉铜或其复合配制剂

８００倍液～１０００倍液，一般轻病株喷１次～２次，中度病株２次～３次，间隔７ｄ～１０ｄ

９１

犔犢／犜１９４１—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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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

中国薄壳山核桃主要栽培品种与适宜区及授粉配置

　　薄壳山核桃主要栽培品种适生栽培区及适宜授份品种见表Ｂ．１。

表犅．１　薄壳山核桃主要栽培品种与适宜区及授粉配置

品种名称 品种特点
适宜栽培区域与

适宜授粉品种

ＹＬＪ０４２号

雌先型。树体高大，生长势较旺，树冠开张型。叶片镰刀型，落叶早。结果早，坚

果平均单籽重１１．７５ｇ，种子饱满度９２．７％，出仁率５９％，种仁含油脂７９％，坚果

单果重７．３７ｇ左右。９年生试验林平均树高７．０ｍ，胸径１３．６ｃｍ，冠幅９．８８ｍ
２，

平均株产坚果５．９３ｋｇ

浙江、江苏、安徽。

授 粉 品 种：ＹＬＪ５ 号、

ＹＬＪ６号、ＹＬＣ２１

ＹＬＪ０２３号

雌先型。树体高大，生长势较旺，树冠开张型。叶长镰刀型，落叶早。结果早，坚

果平均单果重１３．２４ｇ，种子饱满度９８．３％，出仁率６４％，种仁含油脂７６％，坚果

单果重８．８７ｇ。９ａ生试验林平均树高５．４ｍ，胸径１２．６ｃｍ，冠幅８．３４ｍ
２，平均株

产坚果３．７８ｋｇ

浙江、江苏、安徽。

授 粉 品 种：ＹＬＪ５ 号、

ＹＬＪ６号、ＹＬＣ２１号

马罕

Ｍａｈａｎ

雌先型。树势强盛，树枝半开张，分枝力中等，枝条中粗。果枝长，成花能力强，结

果早。开花期在５月上中旬，雌花盛花期比雄花盛花期早７ｄ～１０ｄ。盛果期株产

量达１７ｋｇ～２９ｋｇ。果实成熟期１０月中下旬至１１月上旬。坚果长椭球形，果基

园，果顶尖或尾尖，中间略细，横断面程扁圆形。坚果单果重（气干）９．５７ｇ～１２．６９ｇ，平

均１１．０８ｇ。壳薄易剥，出仁率４９．３％～６３．０％，平均５６．８％，种仁含脂肪６３％左右

浙江、江苏、安徽。

授粉品种：ＹＬＪ３５，ＹＬＪ５

号、ＹＬＪ６号

ＹＬＣ１３号

雌先型。嫁接苗定植后三年至四年开始结果，第五年进入投产期。萌芽期在３月

中旬，４月中旬雄、雌花开始萌动；１０月中旬至１０月下旬果实成熟期。５ａ生平均

单株鲜果产量为３．６９ｋｇ。坚果平均单果重６．８４ｇ，籽仁含脂肪６９％左右

浙江、江苏、安徽。

授粉品种：ＹＬＣ２１号

ＹＬＣ１０号

雌先型。嫁接苗定植后第五年进入投产期。萌芽期在３月中旬，４月中旬雄、雌

花开始萌动；１０月中旬至１０月下旬果实成熟期。５ａ生平均单株鲜果产量为

４．６４ｋｇ。坚果平均单果重１３ｇ左右，种仁含脂肪６７％左右

浙江、江苏、安徽。

授粉品种：ＹＬＣ２１号

ＹＬＣ１２号

雄先型。嫁接苗定植后第五年进入投产期。萌芽期在３月中旬，４月中旬雄、雌

花开始萌动；１０月中旬至１０月下旬果实成熟期。５ａ生平均单株鲜果产量为

５．６１ｋｇ。坚果单果重８ｇ左右，籽仁含脂肪约６５％

浙江、江苏、安徽。

授粉品种：ＹＬＣ２１ 号、

马罕

ＹＬＣ２１号

雌先型。嫁接苗定植后第五年进入投产期。萌芽期在３月中旬，４月中旬雄、雌花

开始萌动，雌花由总苞、４裂的花被及子房组成；１０月中旬至１０月下旬果实成熟

期。５ａ生平均单株鲜果产量为４．５４ｋｇ。坚果单果重９ｇ左右，种仁含脂肪约７０％

浙江、江苏、安徽。

授粉品种：ＹＬＪ２３、ＹＬＪ５

号、ＹＬＪ６号

ＹＬＣ２９号

雌先型。嫁接苗定植后第五年进入投产期。萌芽期在３月中旬，４月中旬雄、雌

花开始萌动，５月上旬雌花先熟，１０月中旬至１０月下旬果实成熟期。５ａ生平均

单株鲜果产量为４．１７ｋｇ。坚果平均单果重９ｇ左右，籽仁含脂肪约６８％

浙江、江苏、安徽。

授粉品种：ＹＬＣ２１

ＹＬＣ３５号

雄先型。抗性强，易栽培。萌芽期在３月中旬，雄花开放早花型，４月中旬雄、雌

花开始萌动，４月下旬雄花盛花；１０月中旬至１０月下旬果实成熟期，５ａ生平均单

株鲜果产量为５．９１ｋｇ。坚果单果重１０ｇ左右。坚果壳薄，取仁容易，果仁色美味

香，籽仁含脂肪约６５％，无涩味，松脆

浙江、江苏、安徽。

授粉品种：马罕

肖肖尼

（Ｓｈｏｓｈｏｎｉ）

雌先型。早实丰产，嫁接后３年结果，适应性较强，抗逆性较好，较耐热、抗旱。雌

花可授期５月１日—５月５日，雄花散粉期期５月４日—５月８日。果实１１月上

旬成熟，易脱壳。坚果短椭圆形，平均单果重１０．７７ｇ，出籽率３８．８５％，出仁率

４９．６７％，含油率６９．４７％，总蛋白含量９．７８％，总糖含量１２．１５％。主要缺点是易

感染黑斑病

浙江、江苏、安徽。

授粉品种：特贾斯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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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　薄壳山核桃主要栽培品种与适宜区及授粉配置 （续）

品种名称 品种特点
适宜栽培区域与

适宜授粉品种

特贾斯

（Ｔｅｊａｓ）

雌先型。株型较大，早实丰产，适应性较强，抗逆性较好。雌花可授期４月３０日—

５月５日，雄花散粉期５月８日—５月１０日。嫁接后３年结果，果实１０月下旬成

熟，平均单果重４０．４５ｇ，坚果长椭球形，果基、果顶尖，种仁脊沟宽而浅，易脱壳，

单果重１２．２３ｇ，出籽率３０．２５％，出仁率４２．７３％，含粗脂肪６７．９２％，总蛋白含量

８．７７％，总糖含量１５．０５％。主要缺点是易感染黑斑病

浙江、江苏、安徽。

授粉品种：肖肖尼

波尼

（Ｐａｗｎｅｅ）

雄先型。树干挺直，树体相对较小，早实丰产，适应性较强，抗逆性较好。雌花可

授期５月４日—５月９日，雄花散粉期４月３０日—５月５日。嫁接后３年结果，果

实１０月上中旬成熟，平均单果重３２．５４ｇ，坚果中偏大果型，果壳薄，易于取仁，单

果重１０．８５ｇ，出籽率３３．３４％，出仁率５８．５６％，含粗脂肪７１．０９％，总蛋白含量

７．０３％，总糖含量１６．１４％。主要缺点是易感染黑斑病

浙江、江苏、安徽。

授粉品种：威斯顿

威斯顿

（Ｗｅｓｔｅｒｎ）

雌先型。雌花期４月２８日—５月５日，雄花散粉期５月４日—１０日，果１０月中

下旬成熟。嫁接后定植３年结果，果较大，稳产性较好，１３年生平均株产籽

２３．７ｋｇ。平均单果重３３．０３ｇ，平均单果重１１．７３ｇ，平均出籽率３５．５２％，平均出仁

率５９．８５％，平均含粗脂肪７１．９３％，平均总蛋白含量６．２４％，平均总糖含量

１２．２９％。主要用于营建干果林

浙江、江苏、安徽。

授粉品种：波尼

绿宙１号

雌先型，雌雄花不相遇，自花不实。芽４月中旬萌动，４月底展叶，雌花５月上旬

进入可授期，雄花４月底萌发，５月中旬进入散粉期。１０月下旬果实成熟中大果，

平均单果质量７．８３ｇ，果壳厚０．８０ｍｍ，出仁率４７．７８％，种仁含脂肪７８．０４％，果

形指数为２．１０。果仁中亚油酸含量２６６．７０ｇ·ｋｇ
－１，亚麻酸含量１３．２１ｇ·ｋｇ

－１

江苏、浙江、山东、安徽、

江西。

授粉品种：卡多、波尼

莫愁
雌先型。丰产性好。５月中旬雌花开放，１０月下旬至１１月上旬果实成熟，坚果大

小中等，平均单果重７．８ｇ，广椭球形，种仁饱满，出仁率４２．３％，种仁含脂肪６８．４％

云南、江苏、安徽。

授粉品种：绿宙１号

威奇塔

（Ｗｉｃｈｉｔａ）

雌先型品种。雌花期为５月５日—１２日，雄花散粉期在５月１１日—１７日。自花

不能结实，须配置授粉树（如波尼、马罕），嫁接后４年结果。单果质量７．７ｇ，出仁

率６４．２％，出油率６６．２％，果形指数２．０８。该品种果实外形美观，果形较大，结果

早，易脱壳，口感好

云南、浙江、江苏、安徽。

授粉品种：波尼、马罕

金华１号

雌先型品种。树皮灰褐色，芽卵形，３月下旬萌动，４月中旬展叶，５月上、中旬开花，

雄花先行开放，６月下旬为生理落果期，１０月上中旬至１１月中旬果实成熟，１１月下

旬至１２月上旬落叶进入休眠期。黄褐色，被柔毛，果长楠圆形，被淡黄色腺鳞，外

果皮革质，内果皮平滑，黄褐色，果顶钝尖，凹陷，果底圆；六年生树可进人初产期，

产量达１８７０ｋｇ／ｈｍ
２，十五年生树可进人盛产期，产量达１０５３０ｋｇ／ｈｍ

２；取仁易，口

感细腻香纯，丰产稳产，果实饱满度好，坚果品质优良

云南、浙江、江苏、安徽。

授粉品种：绍兴１号

绍兴１号

雌先型品种。芽３月下旬萌动，４月中旬展叶，５月上、中旬开花，雄花先行开放，

６月下旬为生理落果期，１０月上中旬至１１月中旬果实成熟，１１月下旬至１２月上旬

落叶进入休眠期。坚果较小，卵圆球形，果基圆，果顶圆尖，单果重５．５ｇ～６．３ｇ，坚

果出仁率５２％～５３．８％，种仁饱满，粗脂肪７４．１％～７４．４％，脂肪中，油酸６７．９％～

７１．４％，亚油酸１８．４％～２２．４％，亚麻酸１．１４％～１．５０％；蛋白质７．５％～８．３％

云南、浙江、江苏、安徽。

授粉品种：金华１号

安农１号

雌雄同期型。果实大，枝条短，单株产量高，连续结果能力强，丰产性高，是优良的生产

加工品种。鲜果平均出籽率３２．４８％，坚果平均单果重５．６２ｇ，坚果出仁率４２．５１％，

种仁含脂肪４６．５０％，蛋白９．５０％，可溶性糖４．０１％，维生素Ｅ１２１．６ｍｇ·ｋｇ
－１

安徽、江苏、山东、浙江。

授粉品种：安农２号、安

农３号、安农４号、安农

５号

安农２号

雄先型。枝开张角大，单株产量高，是适于生产、具有较高商品价值的优良品种。

鲜果平均出籽率３９．８５％，坚果平均单果重４．２２ｇ，坚果出仁率５７．４９％，种仁含脂

肪４３．７０％，蛋白９．３０％，可溶性糖３．０％，维生素Ｅ１３５．０ｍｇ·ｋｇ
－１

安徽、江苏、山东、浙江。

授粉品种：安农１号、安

农３号、安农４号、安农

５号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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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　薄壳山核桃主要栽培品种与适宜区及授粉配置 （续）

品种名称 品种特点
适宜栽培区域与

适宜授粉品种

安农３号

雌雄同期型。生长量大、果实大、单株产量高，可作为生产加工的优良品种，也可

果材兼用。鲜果平均出籽率３４．２９％，坚果平均单果重７．１５ｇ，坚果出仁率

４９．９２％，种仁含脂肪４６．６０％，蛋白７．７０％，可溶性糖３．５％，维生素Ｅ１１６．０ｍｇ·ｋｇ
－１

安徽、江苏、山东、浙江。

授粉品种：安农１号、安

农２号、安农４号、安农

５号

安农４号

雌先型。生长量大，早产，单株产量高，可做优良果用品种，也可果材兼用。鲜果

平均出籽率４８．１６％，坚果平均单果重１１．４２ｇ，坚果出仁率４２．８２％，种仁含脂肪

４１．３０％，蛋白１１．３０％，可溶性糖３．８％，维生素Ｅ７８．４ｍｇ·ｋｇ
－１

安徽、江苏、山东、浙江。

授粉品种：安农１号、安

农２号、安农３号、安农

５号

安农５号

雌雄同期型。适应性广、丰产、早产，单株产量高，连续结果能力强，是优良的采穗

圃品种。鲜果平均出籽率３９．１３％，坚果平均单果重９．６２ｇ，坚果出仁率４８．２３％，

种仁含脂肪４６．３０％，蛋白１０．４％，可溶性糖４．１％，维生素Ｅ１１９．７ｍｇ·ｋｇ
－１

安徽、江苏、山东、浙江。

授粉品种：安农１号、安

农２号、安农３号、安农

４号

德西拉布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雄先型。丰产稳产。３月中旬芽萌动，３月下旬展叶，４月下旬雄花盛开，５月上旬

雌花盛开，７月～８月为果实速生期，成熟期为１０上旬，１１月中旬至１２月上旬落

叶进入休眠。坚果中等、椭圆形、果顶钝尖；仁金黄色，食味香醇。坚果平均粒重

７．８ｇ，纵径４．２ｃｍ，横径２．３５ｃｍ，出仁率５５．４％，仁含粗脂肪７１．４％，蛋白质

１５．３％

云南、江苏、浙江。

授粉品种：金华１号、绍

兴１号等

金奥瓦

（Ｋｉｏｗａ）

雌先型。适应性强，早实、稳产。３月中旬芽萌动，４月上旬展叶，４月下旬雌雄花

盛开，７月～８月为果实速生期，成熟期为１０月中下旬，１１月中下旬至１２月上旬

落叶进入休眠。坚果中等，卵形，果顶钝尖；果基浑圆，仁黄褐色，食味香。坚果平

均粒重７．０ｇ，纵径４．２ｃｍ，横径２．３５ｃｍ，出仁率５６．８％，仁含粗脂肪７１．８％，蛋白

质１３．３％

云南、江苏、浙江。

授粉品种：波尼等

切尼

（Ｃｈｅｙｅｎｎｅ）

雌先型。壳薄，丰产。３月中旬芽萌动，３月末展叶，４月下旬雌雄花盛开，７月～

８月为果实速生期，成熟期为１０月中下旬，１１月中下旬至１２月上旬落叶进入休

眠。坚果中等偏小，椭圆形，果基、果顶钝尖；仁黄褐色，食味香醇。坚果平均粒重

５．７８ｇ，三径均值２．７１ｃｍ，出仁率５６．０％，仁含粗脂肪７１．６％，蛋白质１３．４％

云南、江苏、浙江。

授粉品种：波尼等

黄薄１号

雌雄同期型。丰产稳产。芽３月下旬开始萌动，４月上旬开始抽梢展叶；雄花５月

１１日—２２日，盛花期５月１４日—２０日；雌花５月１２日—２５日，盛花期５月

１４日—２４日。果实１０月底至１１月上旬成熟。鲜出籽率２７．８％，干出籽率

２１．９％，单籽（核）种６．１ｇ，出仁率４２．７％，种仁蛋白质含量１２．２％，含粗脂肪（脂

肪）４８．７％，碳水化合物含量６．０％，氨基酸总量０．８％

安徽、江苏、浙江。

授粉品种：马罕

黄薄２号

雄先型。丰产稳产。芽３月下旬开始萌动，４月上旬开始抽梢展叶，雄花４月

２８日—５月８日，盛花期５月１日—５日；雌花５月８日—２１日，盛花期５月１１日—

１９日。果实１０月下旬至１１月初成熟。果实长圆球形或卵球形，纵径４．６ｃｍ，横

径３．４ｃｍ，外果皮薄，鲜出籽率３６．６％，干出籽率３３．４％。坚果平均单籽（核）重

６．５ｇ，出仁率３７．７％，种仁蛋白质含量１２．３％，含粗脂肪（脂肪）５０．１％，碳水化合

物含量５．９％，氨基酸总量０．９５％

安徽、江苏。

授粉品种：马罕

贝克

（Ｂａｋｅｒ）

雌先型。结果早，丰产性好。３月中旬芽萌动，雌花盛花期４月中旬，花期８ｄ～

１１ｄ，雄花盛花期４月下旬，花期７ｄ～１０ｄ，两性花花期不相遇。１０月上旬坚果

成熟，１１月中下旬落叶。坚果椭球形，平均粒重４．８ｇ，纵径３．５２ｃｍ，横径

１．９４ｃｍ。壳薄，壳面平滑，灰白色；果顶钝尖、稍歪、凹陷，底钝圆；仁内脊沟窄，取

仁易，仁黄白色，出仁率５６％，仁含粗脂肪７６．４５％，脂肪中油酸含量占６３．６８％，

亚油酸含量占２５．２０％，亚麻酸含量占２．０７％

云南、贵州、浙江、江苏、

安徽、湖南和江西。

授粉品种：波尼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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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　薄壳山核桃主要栽培品种与适宜区及授粉配置 （续）

品种名称 品种特点
适宜栽培区域与

适宜授粉品种

巴顿

（Ｂａｒｔｏｎ）

雌先型；树体较矮化，适宜密植，树干深褐色，树皮片状开裂脱落，老熟的一年生枝

呈灰色，树体矮化，枝条细密，芽卵形，黄褐色，被柔毛，坚果小，短椭球形，果顶钝

尖，底钝圆，被淡黄色腺鳞；六年生树进人初产期，产量约１０８０ｋｇ／ｈｍ
２，丰产性

好，十五年生树进人盛产期，产量达８０００ｋｇ／ｈｍ
２；极易取整仁，果仁食味香甜，口

感细腻

云南、江苏。

授粉品种：卡多

卡多

（Ｃａｄｄｏ）

雄先型。早实丰产，隔年结果不明显。坚果早熟，椭圆球形，趋橄榄形，果基、果顶

锐尖；每千克１４６粒，出仁率５３％，种仁脊淘宽，金黄色，品质优。该品种。抗黑

斑病能力差，抗黑蚜的能力差

云南、江苏、山东。

授粉品种：埃利奥特、施

莱和斯图尔特

赣选１号

雄先型。抗性强，易栽培。萌芽期在３月中、下旬，雄花开放早花型，４月下旬雄、

雌花开始萌动，５月中旬雄花盛花；１０月中旬至１０月下旬果实成熟期，５年生平

均单株鲜果产量为１．５ｋｇ。坚果单果重１６．５ｇ左右，出仁率５４．８％。坚果壳薄，

取仁容易，果仁色美味香，籽仁含脂肪７１．９４％，蛋白１０．８６％。无涩味，松脆

江西。

授粉品种：赣选５号

犔犢／犜１９４１—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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