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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5年第78号令《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GB/T 17924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制定。 

本标准按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编写。 

本标准由瑞丽柠檬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报管理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瑞丽柠檬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报管理委员会、瑞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红瑞

柠檬开发有限公司、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瑞丽市农业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正述、岳建强、高俊燕、李进学、朱春华、周先艳、杨春征、高国顺、陈鹏、

多建祖、赵校东、勒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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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  瑞丽柠檬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瑞丽柠檬的术语和定义、保护范围、自然环境、品种、栽培管理、产品质量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和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批准保护的瑞丽

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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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8210 柑桔鲜果检验方法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973 柑桔无病毒苗木繁育规范 

NY/T 1189  柑橘贮藏 

NY/T 1276 农药使用安全规范 总则 

NY/T 5010 无公害农产品 种植业产地环境条件 

NY/T 5015 无公害食品 柑桔生产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瑞丽柠檬 

在本标准保护范围内采摘的，品种、产品质量均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柠檬鲜果。 

4 保护范围 

瑞丽柠檬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限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批

准的范围，即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行政辖区范围内勐秀乡、户育乡、姐相乡、勐卯镇、畹町镇、弄岛镇

共6个乡镇，见附录A。 

5 自然环境 

5.1  产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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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丽市境内，海拔600 m～1 300 m，产地环境条件符合NY/T 5010要求。 

5.2  土壤 

土壤质地为沙壤土或壤土，土层厚度≥100 cm、，有机质含量≥1.5%，土壤pH值5.5～6.8，地下水

位100 cm 以下。 

5.3  气候 

年平均气温21℃，≥10℃的年积温5 200 ℃～7 300 ℃，无霜期310天以上，年平均日照2 330 h，

年降雨量1 394.8 mm。 

6 品种 

云柠一号、尤力克、塔西堤三个柠檬良种。 

7 栽培管理 

7.1  苗木选择 

嫁接苗，砧木为枳(拉丁文)，接穗应来自无病毒良种采穗圃，苗木的质量要求应符合NY/T 973的规

定。 

7.2  栽植 

整地：坡地按等高线修筑台地，台地外高内低，倾斜度 3°～5°，台面宽 3 m 以上，台面上挖定

植穴；定植穴宽 80 cm～100 cm、深 70 cm～80 cm。平地可直接挖定植穴种植，也可采用机械开宽 80 

cm～100 cm、深 70 cm～80 cm 种植沟定植。回填土及放基肥，每穴施有机肥 25 kg～50 kg，充分拌匀。 

定植时间以春秋季为佳，容器苗或带土移栽不受季节限制。 

定植密度：平地及缓坡地株行距为 2.5 m～3.0 m×3.0 m～3.5 m，坡地株行距为 2.5 m～3.0 m×

3.5 m～5.0 m。 

定植方法：分带土移栽和不带土移栽两种，栽植容器（营养袋）苗时先用钻孔器在定植点垂直向下

钻一个定植孔，孔的直径和深度比苗自带的营养土直径和高度要稍大一些。然后除去容器，抹除与容器

接融的营养土，保留 2/3～3/4，使根系末端伸展。如果是裸根苗栽植，需要蘸一次浓泥浆后再定植，

以提高其成活率。定植时，将苗木放于定植点中心位置，拉伸根系，扶正苗木，分层填入细土，使根系

充分接触土壤，顺势舒展根群，层层压实填土，使根群与土壤紧密接融，并保持自然生长状态，浇足定

根水。定植完成后，在每株苗木周围 40 cm 半径内用碎土筑成比畦面高 5 cm，周边高 10 cm～15 cm 的

园盘形土兜（土不能掩埋嫁接口），以便淋水和施液肥，成活后对未解膜的树要松绑破膜。 

7.3  施肥 

施肥原则按 NY/T 496 标准规定执行。 

幼树施肥,以氮肥为主，配合磷、钾肥，少量多次。春、夏、秋稍抽生期施肥 5 至 8 次，顶芽自剪

至新稍转绿前增加根外追肥。1 至 3年生幼树单株年施纯氮 0.1 kg～0.6 kg、纯磷 0.03 kg～0.12 kg、

纯钾 0.05 kg～0.2 kg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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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树施肥,施肥量以产 100 kg 果，施纯氮 0.6 kg～0.8 kg、纯磷 0.25 kg～0.35 kg、纯钾 0.45 

kg～0.65 kg 为宜。 

7.4  病虫害防治 

积极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方针，以农业和物理防治为基础，生物防治为核心，按照病虫害

的发生规律和经济阈值，科学使用化学防治技术，有效控制病虫危害。重点防治黄龙病、溃疡病、灰霉

病、流胶病、红蜘蛛、绣壁虱、潜叶蛾、蓟马等病虫害。 

病虫害防治应严格遵循 NY/T 1276、NY/T 5015 的规定执行，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高毒、高残

留农药。 

7.5  整形修剪 

整形，一般采用自然圆头形。定干，于主干 40 cm～60 cm 处剪断，主干高 30 cm～40 cm。在整形

带内选留主枝，按 10 cm 左右的间距，选留生长健壮，方向分布均匀的 3 条新稍作为主枝，可留少许小

枝作为辅养枝，抹除其它枝稍。主枝与主干的角度应以 45°～50°为宜。在主枝生长至 20 cm～30 cm 选

留 2 至 3 个副主枝，副主枝与主干的间距为 30 cm～40 cm，各副主枝之间的间距为 20 cm～30 cm 为宜。 

修剪，采用短截、回缩、疏枝、抹芽、除萌、摘心等方法，以保持生长结果相对平衡，修剪因树制

宜，删密留疏，控制行间交叉，保持侧枝均匀，树体通风透光，达到立体结果。 

7.6  花果管理 

花芽分化调控：秋冬季适当控制水分的供应，以土壤田间持水量 50%左右为宜；在秋冬季结合扩穴

深施农家肥对根系进行断根处理；在柠檬秋稍老熟后，使用多效唑，磷酸二氢钾等喷施，抑制冬稍的萌

发。 

保花保果：及时灌水，如遇严重春旱，则需及时灌水保湿；在花期或幼果期必须补充微量元素；在

11 月下旬至 l2 月上旬相隔 20 天各喷 1 次多效唑；在幼果期喷施浓度为 1000 倍液 BA+GA 保果剂；在柠

檬现蕾开花期，抹除花枝的叶芽、稍和旺盛梢，减少营养消耗，保花保果，提高坐果率。 

果实套袋前喷布杀菌杀虫剂，套袋选用双层内黑外黄的柠檬专用纸袋，长宽以 15.5 cm×20 cm 为

宜。柠檬套袋时期应在上市前 60 天左右，挑选外观较好、无病虫斑的果实进行套袋。 

7.7  采收 

春花果在8月至10月中旬采收，秋、冬花果在次年4至7月份采收。 

8 产品质量要求 

8.1  感官指标 

感官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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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感官指标要求 

等     级 
品   种 项   目 

优等果 一等果 二等果 

品质基本要求 果实具有适于市场或贮运要求的成熟度；果实完好、果面洁净，无异味。 

色泽 具有各品种成熟固有色泽（绿色、黄色），均匀一致有光泽 

果形 
具有各品种典型特征，果

形端正、整齐。 

具有各品种典型特征，果形

较端正、较一致。 

具有各品种典型特征，果形较

端正、无明显畸形果。 

果面 

果面光滑、无日灼、干疤、

病虫斑等缺陷；无萎焉；

单果斑点直径≤1.0 mm，

斑点不超过 2 个。 

果面较光滑、允许有轻微的

日灼、干疤、病虫斑、机械

伤等缺陷；基本无萎焉；单

果斑点直径≤1.5 mm，斑点

不超过 4 个。 

果面较光滑、允许有轻微的日

灼、干疤、病虫斑、机械伤等

缺陷；基本无萎焉；单果斑点

直径≤2.0 mm，斑点不超过 6

个。 

云柠 1号

尤力克、 

塔西堤 

 

 

口感    酸，芳香味浓郁 酸，芳香味浓郁 酸，芳香味浓郁 

 

8.2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应符合表2规定。 

表 2  质量指标要求 

品种 云柠 1号 尤力克 塔西提 

总酸(以柠檬酸计)% ≥5.2 ≥5.0 ≥5.0 

可溶性固形物（20℃折光计法）% ≥7.2 ≥7.0 ≥7.0 

Vc (mg/100g) ≥45 ≥40 ≥40 

出汁率(%) ≥32 ≥30 ≥30 

平均果实横径（cm） 5.5～7.5 5.5～7.5 4.5～6.0 

8.3  安全性指标 

符合GB 2762 、GB 2763规定。 

9 试验方法 

9.1  感官指标 

采用目视、鼻嗅、口尝进行测定。 

9.2  质量指标 

总酸、可溶性固形物、Vc、出汁率按 GB/T 8210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果径用游标卡尺进行测量。 

10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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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组批 

同一生产单位、同品种、同等级、同一贮运条件、同一包装（生产）日期的柠檬果实作为一个检验

批次。 

10.2  抽样 

随机抽样，采取样品果30个，随机分为三组，10个为一组。 

10.3  检测分类 

10.3.1  交收检验 

每批产品交收前，生产单位都要进行交收检验。交收检验内容包括本标准8.1、8.2和8.3的要求以

及标志和包装，检验合格并附合格证的产品方可交收。 

10.3.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每年进行一次，即对本标准规定的全部要求进行检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随时进行型式

检验： 

a)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或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 

b) 前后两次检验，结果差异较大时； 

c) 因人为或自然因素使生产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d) 交易双方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10.4  判定规则 

质量指标和安全性指标合格，感观指标检测合格，则该批产品为合格。 

质量指标不合格项超过两项，或安全性指标有一项不合格，或标志、标签不合格，可以进行留样复

检，若仍不合格，则判该产品不合格，若复验合格，则需再取一份样品作第二次复验，以第二次复验结

果作判定依据。 

感官指标中等级偏差优等果中不得有其它等级果，一等果中二等果数量不得超过 6%，且不允许有

等外果，二等果中不允许有等外果；同一包装内果实横径差异不超过 6 mm，感官指标检测不合格的产

品超过 6%，则降等级处理；起运点无腐烂果，到达目的地的腐烂果不应超过 3%。 

11 标志、标签和包装 

11.1  标志 

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生产者,应在包装上使用瑞丽柠檬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

专用图案的使用、制作、印刷按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5)第78号令《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

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5)第15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执行。包装、

储运、图示标志符合GB/T 191的要求。 

11.2  标签 

符合GB/T 191要求，包装箱上应标明品名（瑞丽柠檬）、产地、等级（特级、一级、二级）、净含

量（千克或果数）、装箱日期、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执行标准号、“小心轻放”“防晒防雨”等警

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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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包装 

11.3.1  包装箱 

果箱要求清洁、干燥、牢固、无毒无害，纸箱应留若干个￠＞2 cm小通风孔，通风孔的总面积不大

于纸箱侧面的10%。其它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11.3.2  包装物要求 

装箱果品应排列整齐，衬垫材料应柔软、干净、无污染，轻便、有一定缓冲性。 

12 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12.1  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干燥、无污染、无异味；不同型号包装箱应分开装运，堆码高度应控制在

6层以内；运输过程中应防止雨淋和曝晒，严禁与其它有毒有害物品混存混装。 

12.2  贮存 

常温贮存按 NY/T 1189 执行。 

冷库贮存时应经 2 d～3 d 预冷后达到最终冷藏温度后方可入库冷藏，冷藏库内保持温度为 12 ℃～15 ℃。

相对湿度为 90%～95%。 

12.3  保质期 

在符合本标准12.1、12.2规定的同时，瑞丽柠檬鲜果保质期为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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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瑞丽柠檬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 

瑞丽柠檬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见图A.1。 

 

 

图A.1 瑞丽柠檬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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