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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的要求编写。 

本标准由福建省林业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福鼎市林业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孔悦平、夏淑蓉、黄烺增、朱乃辉、陈巧云、吴进财、林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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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栀子果用原料林丰产栽培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黄栀子果实丰产栽培的术语和定义、产量指标、投工估算、主要技术措施、果实采摘

及建档。 

本标准适用于黄栀子果用原料林丰产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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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35/T 84-2005 造林技术规程 

DB35/T 641-2005 造林作业设计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优良无性系 

对黄栀子多个栽培无性系的比较分析，根据其产量、适应性、内含物标的等指标选育的无性系。 

3.2 

幼林 

用黄栀子优良无性系扦插苗定植到满3年。 

3.3 

盛果期 

栽植后6年～20年，林相整齐均匀。 

4 产量指标 

采用本标准的栽植技术，一般栽植后第3年鲜栀果年产量达到1500 kg/hm
2 
～2500 kg/hm

2
，栽植后

第6年鲜栀果年产量达到3000 kg/hm
2 
～5000 kg/hm

2
。 

5 投工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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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投工包括林地准备、下基肥、种植、幼林抚育、成林抚育、栀果采摘等工序，主要为： 

a) 造林当年根据不同的林地条件需投入 180 个工日/hm
2
 ～360 个工日/hm

2
； 

b) 栽后第 1 年～6 年抚育每年投工 62 个工日/ hm
2
 ～109 个工日/ hm

2
； 

c) 成林抚育每年投工 23 个工日/ hm
 2
 ～46 个工日/ hm

2
； 

d) 栀果采摘不同生育期每年投工 50 个工日/ hm
2
 ～150 个工日/ hm

2
。 

6 主要技术措施 

6.1 品种选择 

选择经省级以上品种审定委员会审（认）定的优良无性系。 

6.2 建立采穗圃 

用优良无性系培育的Ⅰ级苗，选择阳光充足的Ⅱ类地建立采穗圃并加强管理。 

6.3 扦插育苗 

6.3.1 苗圃地  

选择交通方便、排灌通畅、肥力较好的农田或在山坡中下部、地势较平缓、土层深厚、疏松、肥沃、

接近水源的地块。犁耙、施基肥、整成高15 cm ～20 cm，宽120 cm
 
～ 150 cm的畦。 

6.3.2 扦插时间 

2月至3月中旬。 

6.3.3 插穗与扦插 

6.3.3.1 穗条 

选择树龄大于5年母树上的1年~ 3年生、粗0.5 cm ～0.8 cm木质化的枝条，剪成长8 cm ～ 10 cm

的穗条。 

6.3.3.2 扦插 

株行距6 cm×8 cm或者8 cm×10 cm，插穗入土1/2 ～3/4，插后浇透水。 

6.3.4 扦插苗管理 

6.3.4.1 水分 

扦插后至苗木生长旺盛期始终保持苗床湿润，生长后期天气特别干旱时要灌溉。 

6.3.4.2 除草 

做到“除早、除小、除了”，禾本科杂草可在1叶
 
～3叶期用“盖草能”除草，或用地膜覆盖苗床

减少杂草。 

6.3.4.3 施肥  

6.3.4.3.1 月份扦插苗生根后用 0.5%  ～1%尿素追肥，每隔 20 天一次。 

6.3.4.3.2 7 月份施浓度 1 % ～ 1.5%，N、P、K比例为 15︰15︰15 硫酸钾型复合肥 2次～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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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3.3 9 月结合有害生物防治叶面喷施 0.05% ～ 0.1%的硫酸钾肥 1次～ 2 次。 

6.3.4.4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用绿百事、蚜虱净、吡虫啉、灭扫利、杀虫双、高效氯氟氰菊脂等环保型杀虫剂视有害生物发生情

况，按产品说明配制，交替使用。 

6.3.5 苗木出圃 

6.3.5.1 苗木清点 

苗木出圃前应进行苗木清点。清点方法采用样方机械布点，调查苗木株数、苗高、地径。预测合格

苗产量,合格苗产量为50万株/ hm
2  
～ 60万株/ hm

2
。 

6.3.5.2 苗木分级 

合格苗木分为Ⅰ级、Ⅱ级。综合控制条件为根系发达、顶芽饱满、叶色深绿、无林业有害生物危害

和机械损伤；分级指标为： 

a) Ⅰ级苗高 30 cm 以上、地径 0.4 cm 以上、3 个分枝以上； 

b) Ⅱ级苗高 20 cm ～30 cm、地径 0.3 cm ～ 0.4cm、2 个 ～ 3 个分枝。  

6.3.5.3 起苗及包装运输 

在阴天或傍晚进行起苗，若土壤干燥坚硬，应在起苗前浇透水或灌溉。起苗后适当修根，做好苗木

质量检验和分级包装,在搬运过程应做好防止风吹、爆晒、损伤等保护措施。 

6.4 造林规划设计 

6.4.1 造林规划设计主要内容及要求执行 DB35/T 641-2005。 

6.4.1.1 在造林地调查的基础上进行造林作业设计，编制说明书，报请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6.4.1.2 造林作业设计说明书按建设单位编写，内容包括造林地立地条件、林地清理方式、整地方法、

挖穴规格、造林时间、方式、方法、造林密度、幼林抚育年限及技术措施、用工与投资概算等。 

6.5 造林地选择 

选择海拔600 m以下，坡度30度以下，阳光充足，土层厚度＞50 cm肥沃、疏松、排水良好的宜林地；

或者路边、坎边、房前屋后零星地块。 

6.6 林地准备 

6.6.1 林地清理 

6.6.1.1 林地清理时间 

7月 ～11月。 

6.6.1.2 林地清理方式 

6.6.1.2.1 荒山荒地全面劈草，然后沿等高线带状全垦，清除杂灌、茅草头。 

6.6.1.2.2 灌丛和老茶园改造的林地要挖兜清理。 

6.6.1.2.3 山垅田退耕栽植黄栀子，要用机械打破底土，开设排水沟。 

6.6.2 整地与施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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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1 整地挖穴  

在带内按株行距挖明穴，回表土。根据不同的立地条件，株行距150 cm～200 cm；栽植密度2500

株/ hm
2 
～3750株/ hm

2
。穴规格：长40 cm×宽40 cm×深40 cm，三角形配置。坡度大于25度的山坡采

用鱼鳞坑的整地方式。  

6.6.2.2 基肥  

每穴施钙镁磷肥250 g；或用农家肥和过磷酸钙按6：1的比例混合后发酵15d～20d，每穴施1 kg
  
～

2 kg，与底土充分拌匀。 

6.7 造林 

6.7.1 造林技术执行 DB35/T 84-2005。 

6.7.2 时间 

2月下旬～4月上旬。 

6.7.3 苗木选择与处理 

选用1年或2年生的Ⅰ、Ⅱ级苗木，做到随起苗随造林，造林时适当修剪根系，其中2年生苗木应在

根际上30 cm处截干。 

6.7.4 栽植 

栽植盖土至根基处上5 cm～8 cm，栽苗时注意根系舒展、下打紧、上盖松土。 

6.8 抚育管理 

6.8.1 幼林 

6.8.1.1 除草施肥 

结合除草进行施肥，不同时期施肥量： 

a) 造林成活后 1 个月 ～2 个月施氮肥或商品有机肥一次，方法在树冠外围 1 m 范围大土块深翻

土壤 10 cm  ～15 cm，离树兜 15 cm  ～20 cm 处施氮肥 25 g/株，或者商品有机肥 50 g/株。 

b) 造林后 6 个月～9 个月，结合除草施 N、P、K 比例为 15︰15︰15 硫酸钾型复合肥 2 次；第一

次 8 月中、下旬施肥量 25 g/株 ～50 g/株，第二次 11 月上、中旬施肥量 50 g/株 ～100 g/

株；施肥后复土。 

c) 造林后第 2年 ～3 年结合除草进行施肥，每年施 N、P、K比例为 15︰15︰15 硫酸钾型复合肥

2 次，第一次施肥量为 50 g/株 ～100 g/株，第二次施肥量为 100 g/株 ～200 g/株；也可以

在距离幼树 50 cm 范围外进行套种。 

6.8.1.2 树体及花果管理 

在造林当年和第2年对夏梢进行适当修剪、树体整形。第3年适当疏花控制结果量。 

6.8.2 成林管理 

6.8.2.1 盛果初期的管理 

造林后第4年～6年，每年进行扩穴除草施肥，通过逐年扩穴，将穴连成带。应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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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每年 7 月～8月将 N、P、K比例为 15︰15︰15 硫酸钾型复合肥与商品有机肥或氮肥按 1︰1 混

合施用，施肥量：复合肥与商品有机肥混合后 100 g/株～150 g/株，复合肥与氮肥混合后 50 g/

株～100 g/株； 

b) 每年 11 月采果以后扩穴抚育，并施 N、P、K 比例为 15︰15︰15 硫酸钾型复合肥。施肥量：

100 g/株～200 g/株。 

6.8.2.2 盛果期的管理 

根据立地条件、树体生长情况、结果量大小适时调整肥料种类、施肥量、施肥方法和林分结构，减

少大小年产量差异；每隔3年～4年在树冠外围进行深翻抚育；Ⅲ、Ⅳ类地要加强土、肥管理。 

6.8.3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开展林业有害生物监测调查，发现林业有害生物危害的，采取生物防治为主、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

为辅的综合措施，进行预防或无公害防治措施，果实采收前45天禁用化学农药。主要有害生物种类及其

防治方法见本标准附录A执行。 

6.8.4 根外追肥 

结合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在8月上旬～9月上旬进行根外追肥，水、硼肥、磷酸二氢钾、尿素比例为

15000︰30︰50︰100～15000︰30︰50︰200。 

7 果实采摘 

7.1 按成熟期采摘   

海拔300 m以下在10月下旬末～11月上旬；纬度超过北纬27°30′或海拔400 m～600 m以上地区推

迟一个节气采摘。 

7.2 根据要求采摘   

生产上根据加工企业对内含物标的的不同要求确定 适合的采摘时间。 

7.3 堆沃   

根据需要进行栀果堆沃。通常采摘后处理前栀果堆沃时间为5d～7d。 

8 建档 

8.1 档案内容 

8.1.1 主要包括：种苗来源、苗木质量、种植密度、造林及抚育管理、生长量观测、结实量调查、林

业有害生物发生、防治、农药品种、施肥、肥料种类及相关林事活动记载等。 

8.1.2 有条件的应参照中药材 GAP 标准建档。 

8.2 档案管理   

要指定专人负责，及时填写生产活动记录和做好续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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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黄栀子主要有害生物及其防治方法 

A.1 黄栀子主要有害生物及其防治方法见表A.1。 

表A.1 有害生物防治方法 

种类 

类型 名称 
产生原因及危害症状 防  治 方 法 

蚜虫 

在春、夏、秋抽新梢时，群集于嫩叶叶背、嫩茎、

顶芽等部位，刺吸汁液，使叶片皱缩、卷曲、畸

形。 

卷叶螟 
以幼虫咬食芽叶和枝梢嫩叶并将叶芽卷合成

苞潜伏为害。 

咖啡透翅天蛾 
以幼虫蚕食叶片，五龄幼虫为暴食期；一年

多代，以老熟幼虫入土化蛹越冬。 

春、夏、秋三季抽新梢时采用环保

型农药如绿百事、蚜虱净、吡虫啉、灭

扫利、杀虫双、高效氯氟氰菊脂等按使

用说明的剂量防治。 

黄栀子灰蝶 

幼虫钻进果实把果肉吃光仅剩外壳，并有转

移危害的习惯，一只幼虫可食果三十多个，严重

影响产量。 

与以上食叶害虫同时防治，抽“秋

梢”时重点防治。 

日本龟蜡蚧 

一年一代，5月下旬～6月上旬为卵期，6月下

旬 ～ 7月上旬为初孵若虫期，7月以后虫体逐渐

形成蜡质，农药难以渗透。若虫和雌成虫刺吸汁

液为害，在叶及枝上排泄蜜露，引起煤烟病，造

成树势衰退、花芽明显减少、产量低、果小质次，

重则早期落叶，甚至整株死亡。生殖能力很强，

平均每雌产卵1000粒左右， 多产卵可达3000多

粒。 

卵期： 5 月下旬～6 月上中旬，两

次 ⑴高效氯氟氰菊酯 1包。 ⑵吡虫啉

1包。 

若虫期：6 月下旬～7 月上旬，两

次 ⑴40%水胺硫磷 1000 倍液喷雾；⑵

40%乐果 800 倍液喷雾。 

喷药时在药液中加入 0.1％～0．2％的

中性洗衣粉， 

虫 
 
 
 
 
 
 
 
 

害 

根结线虫病 

病原线虫寄生与寄主植物的根部形成根瘤，

随着根皮细胞的陆续膨大、增生，多个根瘤相连

呈节结状或鸡爪状，根系畸形变态后，被寄生的

根功能也随之衰退，水分、养分输送渠道阻滞，

甚至严重受阻，致使其地上部分的枝、叶往往表

现黄瘦，似缺肥状，生长势衰弱，产量锐减，品

质低劣；受害严重时，叶片干枯脱落，枝条枯萎

以致全株死亡。立地条件较差和失管的黄栀子林

分易受根结线虫病危害。 

营林措施：加强土、肥管理，每隔

三年至四年在树冠外围大土块翻土、改

善土壤理化性质。 

药物防治：时间 5 月黄栀子抽新

梢以后。毒土法。药品：灭线磷、呋

喃丹、40％辛硫磷乳油、1．8％ 阿维

菌素乳油等。 

例：灭线磷 500 g+50 kg 钙镁磷

肥+50 kg 细土（砂）充分混合均匀，

在树冠外围开 3 cm～5 cm 浅沟，在沟

内施入混合后的药肥土，然后盖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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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A.1(续) 

 

病 
 
 

害 

炭疽病 

叶炭疽病：由叶尖或叶缘开始出现黄褐色病

斑，病斑扩大成不规则形状，边缘深褐色稍隆起，

斑面常出现轮纹。 

果实染病：采收季节天气较干燥条件下在果

皮发生，病斑近圆形或不规则形状，边缘界限明

晰，中部稍有下陷，黄褐色，呈干疤状。 

营林措施：加强树体管理，进入

果期后少用或不用纯氮肥。 

药物防治：与食叶害虫、黄栀子

飞蝶同时防治，在药液中加入 75%百菌

清 40 g 或者 50%退菌特 50 g、40%甲

基托布津 40 g。 

 

 

种类 

类型 名称 
产生原因及危害症状 防  治 方 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