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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欧李原料林可持续培育指南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欧李，又名钙果、酸丁、小郁、玉子、牛李、乌喇

奈等，蔷薇科樱属，在我国广泛分布和栽培的有两个种，一是欧

李（Cerasus humilis Bge. ），二是毛叶欧李（C. dictyoneura 

Diels）。落叶小灌木，一般丛高 0.5-0.8m，最高可达 1.2m，根

系发达，固土保水能力强。耐旱、耐寒、耐瘠薄，适宜于 pH6.5-8.0

的土壤。一般每亩地产果实 1000kg 左右，产种子 50-100kg,种

子出仁率为 25-30%，种仁含油量 40%左右，成分主要以不饱和

脂肪酸为主，其中油酸含量 60-70%、亚油酸含量 25-35%，均

为 C18 分子，可作为保健食用油、生物柴油、生物化工基础材

料等。枝条热值高，生物量大，可用于纤维素乙醇、合成液体燃

料、固气电燃料等。分布于我国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夏、甘

肃、山西、陕西、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河南、山东等地，

是我国特有的造林绿化和木本油料树种，综合利用价值较高。 

第二条  为指导和规范欧李原料林培育，提高营造林质量和

果实产量，保障欧李原料可持续供应及产业健康发展，特制定本

指南。 

本指南适用于指导和规范我国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培育欧李

原料林活动全过程，也适用于评估欧李原料林培育参与者的相关

活动。林场、企业、林农组织等单位和个人的欧李培育活动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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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执行。 

第三条  欧李原料林培育活动应遵循《能源林可持续培育指

南》（林造发〔2011〕33 号）的各项原则及要求。 

 

第二章  规划与方案 

 

第四条  欧李原料林培育活动，应在遵循辖区社会经济发展

规划基础上，纳入本地区林业发展规划，并相应开展野生欧李资

源调查、保护工作。 

第五条  从事欧李原料林培育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企业、林

场、林农组织、个体等），均应根据本地区林业发展规划编制欧

李原料林建设方案，并报当地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欧李原料林建设方案应包括培育目标、自然社会经济状况、

总体布局、营林措施、基础设施建设、森林和环境保护措施、野

生动植物保护措施、综合利用措施、经济效益分析和风险评估等

内容。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展欧李原料林培育活动前，均应

根据欧李果原料林建设方案开展年度施工作业设计，严格按年度

作业设计开展相关活动。同时应根据实际作业情况，适时修订和

优化建设方案。 

 

第三章  苗木生产 

 

第七条  各地应特别重视欧李原料林良种选育工作，不断优



 3 

化种质资源，积极使用产量高、抗逆性、适应性强的品种，优先

采用经省级以上林木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认定）的品种，确保

欧李原料林的品质和可持续经营利用。 

第八条  严格按照良种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制度，开展

种苗繁育及经营。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应在获得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的林木种子（苗木）生产及经营许可证后，方可从事欧李原料林

的种苗生产及经营。用于种苗生产的繁殖材料，必须具有植物检

疫证书、质量检验合格证书和产地标签，实行定点采种或采穗，

定点育苗，定单生产，定向供应，从源头上把好育苗质量关。 

第九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有计划地组织种苗繁育和供

应。出圃苗木应达到二级（含二级）以上规格（见附表 1）。 

第十条  育苗地选择。育苗地应选择光照充足，排、灌水条

件良好，地势平坦、交通方便、土壤肥沃、土层深厚的中性至微

碱性沙壤地。干旱地区应选择低床育苗，高湿低洼地区应采用高

床育苗。禁止使用重茬地育苗。 

第十一条  育苗方式。一般采用种子播种育苗和扦插育苗 2

种方式，其中，扦插育苗分为嫩枝扦插和根插育苗 2 种。欧李为

异花结实植物，种子杂合度较高。播种育苗形成的实生苗产量和

果实性状会发生较大变异，影响造林后的整齐度和产量，一般应

用于不注重经济效益的生态林营造。扦插育苗利于保持品种的优

良特性，且苗木的整齐度高、成熟期一致，因此可选择经审定后

的优良品种进行繁殖，以便于林地管理和获得高产。 

第十二条  播种育苗。以春播为主。在播种前对种子进行层

积处理。将种子在温水（30℃）中充分浸泡 24-48 小时，将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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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 25%左右的细湿沙与种子按 3-5：1 的比例混合均匀，选择

适宜容器，放置于 0℃-10℃地窖中（注意记录每个容器中的种

子重量，以便于春季播种时确定用种量）。当 10%-30%的种子发

芽（露出胚根）后，即可在春季播种。播种前一年秋季，按每亩

3m3有机肥施入土壤并进行深翻。春播前一周灌足底水。土壤稍

干后，耙平并整成宽 1.2m 的畦子，畦内开出行距 30cm 深 5cm

的小沟。将层积好的种子带沙撒入沟内，覆土厚度 2-3cm 并踩

实，播后再小水灌溉一次。用种量为每亩 30-35kg。全年中耕除

草 3-4 次，封垄后停止。幼苗刚出土时尽量少灌水，以免过湿引

起根系腐烂。速生期根据需要灌水，雨季注意排水。幼苗高度达

到 10-15cm 时，施氮肥一次。生长中期（6-7 月）追施磷钾肥一

次，用量为每亩 10-15kg，施追肥后及时灌水。生长后期（7 月

下旬后）控制施肥、灌水，以利于幼苗木质化。土壤上冻前，灌

足越冬水。一般情况下 2 年生苗木可出圃造林。 

第十三条  嫩枝扦插。嫩枝扦插需建造塑料棚室，棚高一般

超过人体身高，棚顶覆盖塑料薄膜，棚内安装弥雾喷水装置。有

条件的地方可在棚室两端安装湿帘降温装置。育苗床宽度 1.2m，

铺设厚度 3-5cm 基质，基质按河沙、珍珠岩、草炭比例为 6∶3∶

1配置。扦插前一天用200-300倍高锰酸钾对基质进行消毒处理，

并按 3-5cm×10cm 株行距打孔。选用当年生 50cm 以上半木质

化基生新梢，截成长度 5-8cm 带有 2-3 个叶片的插条，绑成小

捆后置于生根剂中浸泡 2-3 小时。生根剂用 NAA 配成

200-300mg/L 浓度。嫩枝扦插深度 1-2cm。扦插后保持叶面上有

水膜存在，防止失水。2 周后生根，减少喷水次数。40 天后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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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达到 20cm 左右，每 2-3 天喷水 1 次，促进根系生长，同时，

按每亩 10kg 用量每 15 天追施尿素 1 次，加强营养供给。幼苗

高度达到 40cm 后，逐渐撤掉棚膜进行炼苗。育苗床上杂草随时

拔出。一般情况下当年秋季苗木落叶后可出圃造林。如翌年春季

起苗，苗床应灌足封冻水以利越冬。 

第十四条  根插育苗。选择粗度 5-10mm 根状茎剪成 5-8cm

长的根条，捆成小捆，保持根条形态学上下端口一致，放入生根

剂中浸泡 2-3 个小时。生根剂用 NAA 配制成 200mg/L 浓度。根

插育苗的土壤应为沙壤土，整地方式与播种育苗相同。根插时在

畦内开出 10cm 左右深的小沟，将根条芽朝上直立放入小沟中，

株距 10cm，覆土厚度超过根条上端 2cm。发芽前尽量少灌水，

发芽后土肥水管理与嫩枝扦插相同。根插育苗生长较旺，一般秋

季落叶后，便可出圃造林。 

第十五条  苗木出圃与分级。起苗前浇足底水。使用振动式

起苗机进行机械起苗时，起苗深度应为 30cm 以上，保证较完整

根系。人工起苗时，应注意保护根系完整，保持根幅不小于 30cm。

根据附表 1 分级标准对苗木进行分级。达不到分级标准的苗木应

剔除，有检疫性病虫害的苗木应集中销毁。苗木出圃后，不宜长

期存放，不能及时栽植的要进行假植。苗木运输途中应注意遮荫

保湿，特别注意保护苗木根系，应对根系进行蘸泥浆保护。 

第十六条  育苗单位应建立健全种苗档案，记录种子、苗木

和穗条的来源、繁殖生产过程，做到有据可查，有凭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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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造林 

 

第十七条  造林地选择。年降雨量 400-600mm适生区域内，

可选择土层厚度在 50cm 以上的荒山、沟谷、丘陵、沙地及地堰

等区域；年降雨量 400mm 以下适生区域内，应选择土层深厚的

丘陵、平地等区域，同时配套集雨保水措施或进行节水灌溉。 

第十八条  林地清理和整地。林地清理可与整地同时进行，

也可在造林前一年秋季单独进行。根据造林地地形条件确定整地

方式可采取块状整地方式和带状整地方式。块状整地用于构筑品

字形鱼鳞坑，深度不低于 50cm，直径 80-120cm。带状整地采

用机械或人工挖掘壕沟，根据土壤条件确定壕沟宽度，一般

1-3m，深度不低于 40cm。带状整地一般沿等高线进行，梯面向

内倾斜 3°-15°，砌牢外侧坝埂。 

第十九条  造林时间。欧李造林应在春季土壤解冻后进行，

干旱地区亦可在秋季落叶后土壤湿度较大时进行。提倡就地育

苗，就地栽植。 

第二十条  造林密度。依据土壤水分和肥力、土层厚度、造

林地坡度、整地方式等，确定造林密度。在水肥条件较好、土层

较厚、相对平缓区域，可适当疏植；反之，应适当密植。一般每

亩 800-900 株,采用等行距栽植和宽窄行栽植两种方式。等行距

栽植为 0.6m×1.4m；宽窄行栽植为 0.7m×0.7m/0.7m×1.5-1.6m。 

第二十一条  基肥。造林前应施足基肥，施肥时间为秋季或

结合整地回土工序进行，并根据土壤条件确定施肥数量和种类。

提倡施用有机肥。基肥应与一定量的表土混合均匀后施入种植穴

中，表面盖土，避免肥力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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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授粉树配置。欧李为异花结实植物。当造林品

种确定后，应按 1-3∶1（主栽品种：授粉品种）比例配置授粉树。

配置方式采用隔行种植进行。如选用实生苗，可不考虑配置授粉

树。 

第二十三条  栽植。栽植前应对损伤根系进行修剪，保留根

系长度 20cm 以上，并采取浸泡生根剂、蘸泥浆等措施，根瘤病

严重的区域应将泥浆中混入适当比例的 K84 菌剂。栽植时应做

到栽正、不窝根、不外露、不上翘，边覆土边踩实，覆土到根颈

处为止，栽植后浇足水。 

第二十四条  平茬。苗木栽植后，应在距地面高度 3-5cm

处平茬。 

第二十五条  铺设地布。有条件的地方，可在种植完成后，

在苗木周围铺设地布，防止杂草和土壤水分蒸发。 

第二十六条  补植。造林后应重视加强造林地管护，对没有

达到合格标准的造林地应及时进行补植。补植前应认真分析苗木

死亡原因，找出改进措施后再进行补植。 

第二十七条  基础设施。为实现欧李原料林稳产高产、原料

可持续供应及便于果实采摘、收获和运输，应重视开展基础设施

建设，修建相应道路网和水利灌溉系统等。 

 

第五章  经营管理与保护 

 

第二十八条  土壤管理。结合除草对土壤进行耕翻，深度

10-15cm，每年 2-3 次。覆盖地布的造林地，应在造林后第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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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地布耕翻。 

第二十九条  施肥。根据土壤肥力状况及植株生长需求等因

素确定施肥量和施肥时间。一般情况下，第二年之后每年在 5 月

中下旬的新梢快速生长期追施氮肥一次，每亩施入尿素

20-30kg，在秋季的果实采收后施基肥一次，每亩施入腐熟有机

肥 3m3。采用开沟法施肥，沟深 20-40cm，注意在冠幅以外开沟，

避免伤根和肥料“烧根”。 

第三十条  浇水。如遇开花前、新梢快速生长期和果实膨大

期，土壤墒情不足，可采用滴灌、渗灌等节水灌溉方式合理灌水。

雨季注意及时排水，防止发生涝害。 

第三十一条  整形修剪。采用人工或机械方式修剪，树形为

丛状灌木形。具体方法：（1）人工修剪。栽植当年经平茬后的林

木可从近地面萌生 2-4 个基生新梢。第一年冬季修剪时，每株丛

保留 1-2 个壮枝，剪短到 50-60cm，其余枝条近地面平茬。第二

年冬季至第三年春天萌芽期间修剪时，每株丛留 2-3 个一年生基

生壮枝，剪短到 50-60cm，已结果的二年生枝和其余一年生枝全

部平茬。第三年冬季至第四年春天萌芽期间修剪时，每株丛留

3-5 个一年生基生壮枝，剪短到 50-60cm，其余枝条全部平茬，

包括已经结果的二年生枝条。以后每年每个株丛保留 4-6 个一年

生基生壮枝结果，并剪短到 50-60cm，其余枝条全部平茬。这种

修剪方法保证丰产期每亩有 4000 个左右结果枝条，有利于连续

稳产高产。（2）机械修剪。一般在连续结果 3-5 年后，使用小型

割灌机或割草机等机械，采用隔行平茬的方式进行整行修剪。平

茬行当年不结果，可产生大量的基生新梢，在冬季或春季萌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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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绿篱修剪机将枝条剪短到 50-60cm。这种修剪方法可以迅速恢

复树势，但会降低产量 20%左右。机械修剪的植株，应增强肥

水管理，下一年可对另外一行进行平茬修剪，以后再进入人工修

剪。 

第三十二条  搭架与绑枝。种植后第二年，宜按行每隔 10m

左右埋设一根长 80cm 直径 6cm 的钢管，钢管绑上耐老化的聚

丙烯绳，绳距地面 40-50cm，将结果枝引绑于绳子上，以防止欧

李枝条倒伏，影响果实质量。 

第三十三条  病虫害防治。欧李病虫害较少，重点应注意防

治蚜虫、食心虫、桃仁蜂、根瘤病、炭疽病、立枯病等。具体方

法参照附表 2。 

第三十四条  防火。造林单位要重视加强造林地的森林防火

工作，强化防火意识，树立护林防火标牌，制定护林防火公约，

建立健全各项防火制度等。同时应按照地形、地貌及林地面积，

规范建设防火带等防火设施，加强防火带管理，将各项预防措施

落到实处。 

 

第六章  收获与储运 

 

第三十五条  收获。欧李早熟品种在 7 月中下旬成熟，中熟

品种在 8 月上中旬成熟，中晚熟和晚熟品种在 8 月下旬至 9 月上

中旬成熟，极晚熟品种在 10 月上旬成熟。当果实稍有变软、表

面出现固有色泽时，开始采收。欧李为整枝成串结果，采收时可

将带有整串果实的枝条剪下，既可直接捋入采收框中，也可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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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果机脱果。 

第三十六条  贮藏与去除果肉。欧李果实采收后，可立即冷

藏（0℃-2℃）或冻藏(-15℃)保存。利用种子前应利用去核机除

去果肉。果肉可加工为饮料、果酒等产品，种子可用于榨油。 

第三十七条  储藏。种子阴干后，应及时包装封口，贴挂标

签，注明种子产地、生产时间等信息，储藏于通风阴凉处，注意

防潮湿雨淋、防霉变和防鼠害等。 

第三十八条  运输。长距离或长时间运输果实，应采用冷藏

方式，温度控制在 0℃左右。运输种子应避免雨淋和暴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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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欧李 1 年生扦插苗苗木等级对照表 

 

苗木等级 一级苗 二级苗 

指  标 苗高与枝条 根系 苗高 根系 

标  准 

苗高≥40cm，枝

条梢端 5cm以下

完全木质化，枝

条基部粗度≥

0.3cm。 

根条数 3-4条，

粗度≥0.3cm，

长度≥28cm，无

病害。 

≥30 cm，枝条

梢端 5cm以下

完全木质化,

枝条基部粗度

≥0.25cm。 

根条数 2-3条，

粗度≥0.2cm，长

度≥22cm，无病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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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欧李常见病虫害防治方案 
 

害

类 

名  

称 
特    征 治  理  方  案 

虫

害 

蚜

虫 

主要有桃芽和桃瘤芽两个

种类，危害欧李的芽、叶和

嫩梢，叶片受害后，向背面

卷曲，严重时叶片和果实干

枯。 

（1）萌芽期喷施 3-5°Bé石硫合剂杀灭虫卵。 

（2）花后一周喷施 10%的吡虫啉 2000 倍液。 

桃

小

食

心

虫 

主要危害欧李的果实，受害

后的果实果面凸凹不平，内

部充满虫粪，接近成熟时也

可使受害果实提前着色。 

（1）在欧李生长期发现虫果及时摘除后带出林地

集中处理。 

（2）在该虫的产卵期和幼虫期释放桃小寄生蜂。 

（3）严重时在产卵盛期喷施 30%桃小灵乳油 2000

倍。 

（4）性诱剂诱杀并兼顾预测预报。 

桃

仁

蜂 

主要危害欧李的种仁，成虫

产卵于种仁中，果实表面变

黄，停止生长，后期果实变

黑，挂在枝条上。核内种仁

被幼虫食完，充满粪便。 

（1）田间收集受害果实集中处理，种子收获后可

用稀盐水漂浮收集受害种子集中处理。 

（2）成虫产卵期以 50%甲基对硫磷 1500 倍液防

治卵和幼虫。也可用 8%绿色威雷 200 ~ 300 倍液

和 10%吡虫啉 1500 倍液喷雾，可杀死果内的初

孵幼虫。 

病

害 

根

瘤

病 

受 害 植 株 根 系 上 着 生

3-10cm 大小的瘤状增生

体，使植株地上部生长减

弱，叶片黄化，早期脱落，

产量下降，严重时整个植株

死亡。 

发现病株后全株挖起，连同瘤状体一起带出林地，

集中处理销毁或深埋，并将周围的土壤用土壤消

毒剂进行处理。 

炭

疽

病 

发病初期果实表面出现近

圆形或不规则的褐色水渍

状小斑点，接近成熟期发病

的果实，病斑显著凹陷并伴

有同心环状皱缩，且病斑相

互愈合呈不规则的大斑果

实软腐脱落或干缩成僵果

挂在树枝上。 

（1）多施有机肥和磷钾肥，并对僵果和地面落果，

集中销毁或深埋，减少传染源。 

（2）萌芽期喷施 3-5°Bé石硫合剂。 

（3）落花后每隔 10天左右喷 1次药，共喷 3—4

次。药剂可用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80％炭疽福美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600—800倍液交替使用。 

立

枯

病 

主要发病于育苗期间的幼

苗。初期在茎基部产生褐色

病斑，后期病斑向下部发

展，并逐渐烂通茎的四周，

导致苗木叶片干枯，但不倒

伏。 

（1）育苗床可用恶霉灵进行土壤消毒处理。 

（2）发病初期可喷洒 38%恶霜嘧铜菌酯 800倍液。 

（3）严重时可用甲霜恶霉灵稀释 1500-2000倍液

进行叶面喷施。 

 

https://www.baidu.com/s?wd=%E7%94%B2%E9%9C%9C%E6%81%B6%E9%9C%89%E7%81%B5&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njF-nHDLPWuhuycLm1ck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f1nWcznj6kPj0Yn103Pj64r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