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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澳洲坚果树体管理

自然生长状态下
的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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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长状态下的
树体



良好的树体管理，将会使我们较早较好
的获得经济效益。

树体管理，简单一点的讲，就是果树的整形修剪



（1）使幼树提早结果，延长结果年限，延长经济寿命，维持澳洲
坚果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的动态平衡
（2）控制结果负载量，调节生殖生长和营养生长的平衡关系，维
持良好的树势 ；协调养分积累与消耗的关系，克服大小年，提高
产量。
（3）使冠内通风透光，改善树体或植株的光照条件，提高叶片的
光合效率，有利于产品器官的产量和品质。减少病虫危害，提高
果实品质；

目的



（4）提高工效，降低成本；控制高度与树裙，便于开展农事活
动，减少工作量

（5）适应不良气候，增强抗逆能力，扩大栽培范围。



澳洲坚果树的整形修剪，可以初
步的分为两个阶段，即幼龄期和
结果期



幼龄树的整形修剪（1-5龄）

幼龄树的整形修剪主要以培养树形为主，通
过修剪枝条，把树体建造成某种树形，也叫
整枝，使树冠的骨架形成一定的排列形式和
合理的树体结构，把树冠的外形剪成一定的
样式，以承担高额产量



幼龄树的整形修剪（1-5龄）

澳洲坚果从幼树开始注意只留一条中央领导主干,如果一株树上保
留2条,甚至更多的直立向上的主干,就存在诸多缺点:第一,主干间
会出现竞争,刺激主干营养体的不正常生长,对开花结果不利;第二,
不同主干抽生的主枝互相重叠,发生干扰,为培养合理骨干枝的修
剪增大难度;第三,多条主干的存在,主干间的夹角小,树皮嵌入，
遇上大风和结果量大时,极易劈裂,在一定时期内植株的结果面积
减少,直接影响产量。



根据澳洲坚果芽的生长习性,定植后长时间不抽
生主枝的植株,在定干高处打顶或短截促主干分
枝，随后每隔40cm左右，再促使主干水平分枝一
次，形成层次性树冠，利于花期花序悬垂生长，
提高座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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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正常生长的幼树开花结果的枝是由下算起的第
四级和第五级及其以下低分级的内堂小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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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坚果定植后第一年的生长相对较缓慢，第二年
开始则生势迅猛。因此，在定植后的第一年内，不
宜太多干扰植株的生长，尤其是在高温干旱季节，
若对幼苗老枝进行修剪，会严重抑制植株的生长，
如果掌握不当，甚至会引起流胶干枯或死亡。在高
温干旱季节，对幼树生长较长的枝条，一般在幼嫩
部位采取摘心的方法促其分支。



澳洲坚果的修剪从幼树开始,逐层培养很容易形成
合理的树形,幼树不修剪,到成龄大树才进行就很
难成形。
修剪不要太频繁,1年进行2～3次即可,短截在幼树
生长期进行,疏剪主要在冬季进行。每次修剪也不
要过大,每次剪去的枝叶不超过树冠的1/3,以免超
过生长量,影响正常生长。



在同一叶轮上抽生的枝太多(超过3～4条)的,选留与主干夹角大、
强壮、在节上着生点均匀的3、4条主枝,将其余的疏剪掉。



修剪时还应注意剪除低部位(60cm以下)的侧枝、砧木上抽生的
侧枝、病虫害等造成的枯死枝以及徒长枝。







早期产取决于早期的树冠体积和早期总状花序量；早期的总
状花序量需要足够能开花的分枝，需要确保幼树能频繁的发
枝，并且有相对密集的树冠，这一点对于早期开花也很重要。
幼树的密集树冠需要与总树冠量保持平衡。当我们通过修剪
来诱发分枝的时候，我们要确保不要把树冠修剪的太多，否
则会造成缓慢生长。

总之



结果树的修剪

在整形的基础上，根据生长和结果的需
要，采用多种措施，对果树的枝条进行
剪截或处理，以促进或抑制某些枝条的
生长发育，调节生长和结果的关系。



澳洲坚果进入成年结果树后树冠内膛极易荫蔽,影响树
体的通风透光,为了培养良好的结果母枝,必须适当疏剪
过密枝、丛生枝,病虫枝,交叉枝,让结果母枝能进行良
好的光合作用,提高成花率、座果率,保证果品的产量和
质量。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量：
（1）树高及树冠的控制
（2）徒长枝的控制和利用
（3）结果枝组的回缩更新



根据其他园艺果树的经验，一般树高控制在行距的80%左右较为理想，结
合着云南的缓坡丘陵地形，澳洲坚果树的树高最好控制在行距以下，比如
我们7米的行距，树高控制在5.5-6米范围内。冠幅保持在5米（坡度小）-
6米（坡度大）范围。在修剪中,为了树体通风透光，此时就可以结合着
“控高”的要求，进行顶部截顶，“开天窗”。即把植株主干顶部截去,
让光线从顶部射入树体。

当树冠内光线不良时，每年进行“开天窗”。在上层主干或主枝中选择1-
2个锯除，每年轮换，周而复始，维持良好的树型和树冠通透性

 控制树体高度与冠幅。把树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株与株之间允许树冠
互搭，行与行之间必须预留一定的空间

（1）树高及树冠的控制



（2）徒长枝的控制和利用

结果树各级骨干侧枝都有可能抽生徒长枝,如放任生长,
势必扰乱树形,消耗养分,因此应适当选留并加以控制和
利用,培养为枝组和更新枝。在选留徒长枝时,应注意枝
的强弱、着生位置和方向。生长不旺盛的徒长枝,一般
不要短截,而生长旺盛的徒长枝应结合夏季摘心与冬季
修剪,促其分枝,留水平斜生的。经处理后的徒长枝,2～
3年后便能形成花芽结果。



（3）结果枝组的回缩更新

经过多年结果后生长逐渐衰弱,结果能力下降,应当缩剪使其更新
复壮。如结果枝基部无徒长枝,则可留3～5cm长的短桩回缩枝组,
促使基部的休眠芽萌发新梢,再培养成新的枝组。若结果枝基部有
徒长枝,可留徒长枝回缩枝组并短截,促使抽生新梢培养成新枝组。

当骨干侧枝的枝条生长衰弱时,应及时更新。为避免回缩骨干侧枝
而引起产量下降,应提早在骨干侧枝下部培养更新枝组,当更新枝
已经形成良好的结果母枝并开始大量结果时,再全部回缩原弱枝条。
回缩大枝时,剪锯口不可太靠近更新枝,更新枝上方最好保留4～
5cm长的短桩。



简单概括：

从上往下修剪，
第1步：树高超出控制高度要求的，把向上直立生长的这部
分枝条，大部分剪掉，留着一些弱小的“放气”；
第2步：把和主干形成竞争关系直立生长的枝条剪掉；
第3步：把枝条背上直立生长的枝条减掉（剪除背上枝）；
第4步：剪除交叉重叠，病虫枯枝（几乎可以忽略）



修剪注意事项

正确判断整体
在动手之前，先要绕树仔细观察树冠四周、
上下、内外枝条长相，看清树势强弱、枝条
稀密，决定修剪方案，再剪除枝条。没搞懂
前，不要擅自修剪。







“开天窗”



每次修除的枝叶量不宜超过树冠的30％
• 内膛未超过30厘米长的小枝，为结果枝，应该保留
• 所有剪口面都应倾斜或垂直，并尽量短

修剪注意事项



 太弱的树，等其恢复树势以后再修剪。
 对于大的伤口，为阻止伤口水分蒸发、预防腐朽和
病虫害侵入，必须进行封口处理，一般选用工业用凡
士林做伤口保护剂进行涂抹。

修剪注意事项



修剪注意事项

• 注意安全 

• 剪下的枝条、枯叶、烂果等及时清理

• 高温干旱时节，对于树势不强的幼树禁止修剪作业。 



整形修剪不是万能措施，必须与其他农业技
术措施相配合，才能保证丰产优质。



2、澳洲坚果营养管理

养分还原学说

植物从土壤中吸收养分，每 次收获必从土壤中带走某
些养分，使土壤中养分减少，土壤贫化。要维持地力
和作物产量，就要归还植物带走的养分。



植物的生长发育需要吸收各种
养分,但是决定植物产量的动量
土壤中那个相对最小的养分,产
量也在一定程度上随着这个因
素的增减而相对地变化,如果无
视这个因素的不存在,即便继续
增加其他养分,作物产量也难以
提高。

水桶效应（最小养分定律）



报酬递减规律

土地生产物的增加同费用对比起来，在其尚未达到最大限界的数
额以 前，土地生产物的增加总是随费用的增加而增加，但若是超
过这个最大限界，就会发生相反的现象，不断减少下去。



施肥的原则

根据土壤与叶片的营养水平制定科学的 施肥方案
幼龄树以氮肥为主，适当辅以磷、钾 肥；投产树以氮、磷、钾肥为
主，适当配施其他微量元素。
有机肥、微生物和化肥配合使用。



肥料的选择

因为澳洲坚果是一种厌磷作物，不喜欢高浓度的水溶
性磷，所以在选择复合肥的时候尽量选用低含量P的
复合肥，避免因为P过高造成磷中毒，缺铁，缺镁。



澳洲坚果幼树推荐年施肥量

树龄/年 1 2 3 4

促稍

尿素g/株 25-40 40-120 50-180 75-240

硝酸铵g/株 34-54 54-162 68-244 101-325

碳酸氢铵g/株 68-
108

108-325
135-
487

203-649

状稍

复合肥（N：P：
K=13：2：13）
g/株

25-50 40-70 50-100 75-150

氯化钾g/株 10 15 25 50

追肥 有机肥kg/株 10 15 15



澳洲坚果结果树推荐年施肥量

树龄/年 氮磷钾复合肥
（kg/株）

有机肥（kg/株）

5 0.2 25-50

6 0.4 30-60

7 0.8 35-70

8 1.6 40-80

9 1.8 45-90

10 2 50-100



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生殖生长周期内各个阶段的养分消
耗规律，按照以下几个耗肥时期适当补充肥料

10月     复合肥，有机肥

2月      复合肥（速效肥），叶面肥B

4月      复合肥（速效肥），叶面肥

7月     复合肥（速效肥）



施肥量

叶片营养诊断法确定
1-3采取叶片检测，根据叶片营养诊断，补充相应的肥料元素

《澳洲坚果树叶片营养诊断技术规程》

元素 N P 
K  Mg 

N P K Ca Mg 参考文献

数量 
（g/kg） 

4.05 0.37 3.33 0.21 0.22
Cooil等 
（1958）

g/20kg 81 7.4 66.6 4.2 4.4

目标产量法确定（恒产）



缺铜/变异？



地表管理

忌用除草剂

土壤改良

水土保持



丰产是影响生长发育的各种因子如水分、养分、光照、温度 、空气、
品种以及耕作条件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必然有一个起主
导作用的限制因子，产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受该种限制因子的制约。因
此，为了充分发挥施肥的增产作用和提高肥料的经济效益，一方面，
施肥措施必须与其它农业技术措施密切配合，另一方面，各种肥料养
分之间的配合施用，也应该因地制宜地加以综合运用。



3、果实采收及采后处理



采收前的准备工作

为方便果实捡收，在果实成熟掉落前2-4 周必须对果园及周边杂
草、枯枝进行芟割和清除，并平整地面，填洞穴，清理排水沟以
及将掉落地面的旧果、不成熟果、病、虫、鼠危害果以及杂物捡
净清除。同时，果实成熟期，严禁施用有机肥，直至采收结束，
以减少微生物和病菌对果实的污染。



采收前的准备工作

成熟度的判定

成熟度是收获时决定坚果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不成熟果指的是加工
过程中未全面发育，油含量低，皱缩、干瘪，有时还兼变色的果仁
（因为果仁糖分含量较高，在烘焙过程中快速就会变深色，这部分果
仁是不能用于加工的）。
 澳洲坚果的成熟也会因树木、品种、种植区域以及季节而不尽相同，
难以预测澳洲坚果的一个最佳的收获日期。澳洲坚果开花后32 周，约
220-230d，果实成熟。根据品种及种植地区不同，成熟期略有提前或
推后。



外观判定
    成熟果内果皮呈棕褐色，果壳褐色坚硬。

    





理化指标
    澳洲坚果成熟后其果仁内部的糖分等成分大
部分转化为油脂，因此，成熟的澳洲坚果果仁油
分含量极高，通常≥ 66%，果仁的比重≤ 1.0。
故可以通过油脂含量的多少来判定澳洲坚果果仁
是否已经成熟。



简单做法

将青皮脱去，先在38度下干燥48h，然后在45度下干燥48h，再在
60度下干燥48h取出，破壳取仁，计算果仁得率和好仁的得率，
此时特别注意邹缩果仁比例；然后取一定量的果仁（剔除碎仁）
放在一个装水的容器里，收集漂浮的果仁，并在60度下干燥6h以
后称重，计算一级果仁的百分比。



当同一品种的坚果树成熟果比例达到90% 以上时，就可以进
行集中采收。

采收

在果实的采收期，通常当某一品种尚未达到全部成熟时会有
一些先成熟的果实掉落，采用先期捡收落果予以回收并及时
处理；当大部分成熟时，集中采收，及时处理；在集中采收
结束后，补充捡拾一到两次，尽可能回收树上及掉落的遗漏
果实。



采收中应当注意几个原则：
   （1）采收的果实必须在24h 内脱去青皮并立即进
行干燥处理，因为堆捂的果实不通风而极易导致果仁
的变色、霉变而产生损失。
   （2）果实掉落地面后，至少5-7d 捡收1 次。若收
获间隔期长，由于地面潮湿，会导致种子发芽、霉变、
酸败，且利于病、虫、鼠对果实的危害，从而造成产
量损失和果仁品质下降，故应尽量缩短收获间隔期。
   （3）果实应分品种采收，以便于成熟度控制及加
工处理。



采后处理

脱青皮

果实从树上脱落时，其外果皮（荚）含水量高达45%。此时，
若将果实堆放储藏，会因新陈代谢引起发热、霉变，从而影响
果仁质量。所以，果实在收捡后24h 内，必须把外果皮脱除，
以避免发热变质，保障果实的品质。



若24h内脱不了皮的鲜果，必须在通风、阴凉处均匀地摊成薄
薄的一层，并保持通风。切勿堆放和让阳光直接暴晒，否则果
仁的品质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也可以先入烤仓（房）用常温干燥至含水量将至10-15%再进行
脱皮。



   （2）筛 选
    脱皮后的鲜壳果会混有发黑果，发霉果，开裂果，发芽果，病、虫、
鼠危害果，不成熟果等，应当人工拣出并销毁。
   （3）干 燥
    脱皮后的新鲜壳果含水量在20% 以上，故应及时进行干燥，将含水量
降至10%，可在常温荫蔽条件下安全储存1-3 个月而不会对果仁品质有不利
的影响。若不能及时干燥脱水，鲜壳果在高温高湿条件下，极易变质，影
响品质而造成损失。
壳果干燥主要采用热风炉。在干燥过程中需要注意，干燥温度应根据鲜壳
果含水量及时做出调整，当壳果含水量＞ 15%时，干燥温度不宜超过35℃；
含水量＞ 10% 时，温度不能超过38℃，否则会导致果仁变色。同时，快速
脱水也会造成果仁风味品质下降，影响口感，还会降低产品货架寿命。



鲜壳果应避免阳光直接暴晒，否则果壳开裂极易造成果仁氧化变质，
影响储藏寿命。经过初步干燥的果，即含水量＜ 10% 时，由于果
仁干燥收缩，含水降低，大部分果的壳和仁都已分离，摇动时可感
觉到声响，就基本已经达到初级干燥的要求，可作为原料暂储或运
输销售，但储存期不宜过长。



    若脱皮后的壳果数量较少时，可采用自然干燥，即在通风条件较好
的室内、棚内，将带壳坚果平摊于钢丝网架上，厚度5~10cm，每周至少
翻动1~2 次，根据气候条件约6~7 周可以自然干燥到水分含量4% 左右，
4% 以下的水分是壳果的安全储藏水分，可在冷藏条件下安全储藏一年
以上。
    加工厂进行干燥处理时，一般直接将果的水分干燥至1.5%以下，干
燥过程为：含水量10% 壳果（初级产品）→逐渐加温： 3d/38℃→ 
3d/45℃→ 2d/50℃→ 2d/60℃→壳果（含水量1.5%）。
   



壳果质量指标：
1、果仁水分含量在3以内
2、出仁率31以上；
3、坏果率4以内；

规格尺寸要求：
特级：26mm以上；
一级：24-26mm
二级：22-24mm
三级：20-22mm
四级：18-20mm
级外果：18mm以下



壳果分选指南



壳果分选指南



果仁分选指南

无缺陷的果仁——受损程度度为0 受损程度级别



果仁分选指南



果仁分选指南



精深加工



缺素？
堆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