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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宗水果之一，苹果历来
深受消费者喜爱。现在到了秋末，
对很多要发展苹果种植的果农来
说，无论是新地建园，还是老果园
刨旧植新，都必须考虑周全。这些
问题，也是临沂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现代农业系教师、高级农艺师徐明
举近期经常被咨询的。

园地选择

就是打基础

徐明举表示，苹果是多年生植
物，根系较深，寿命长，管理的环
节较多，生产连续性强，所以，种
植苹果，不仅技术要求较高，另外
果树生长对土壤、气候环境要求也
不低。因此，园地能否正确选择，
对苹果产量、质量、品质，树体寿
命的长短，果园机械化管理等等都
有直接的影响。一句话，园地选得
如何，直接关系到建园质量的好
坏。

因此，果农在建园时必须遵守
自然规律、把握苹果生长规律，把

苹果园建立在自然条件适宜、无污
染的地域。同时，还要进行合理规
划、科学栽植，才能为安全、优
质、高效奠定良好的基础。

看准优势区

做明智选择

新建果园，一定要选择生态条
件好、远离污染源、并有可持续生
产能力的农业生产区域。如果是在
国家和省划定的优势苹果产业带内
发展，更应鼓励。

主要通过承包土地发展苹果种
植的大户，完全可以依托苹果优势
区域来选地建园，比如在渤海湾和
黄土高原两大优势区内布局，就是
不错的选择。

渤海湾包括胶东半岛、泰沂山
区、辽南及辽西部分地区、太行山
丘陵区等，这是我国苹果栽培历史
最早、产业化水平较高的产区。黄
土高原优势区包括陕西渭北和陕北
南部地区、山西晋南和晋中、河南
三门峡地区和甘肃的陇东及陇南地

区；现在新疆天山以南有些区域例
如阿克苏苹果发展得也不错。在优
势区域发展苹果，品质更有保障，
尤其是这里产业化程度高，苹果生
产链条较为完善。

近年来，有些种植户虽然有实
力，但不爱出乡离土，发展苹果就
在老家、直接选地建园，孤军独
起，很容易陷入后期管理难度大、
苹果没有竞争优势。这是不少果农
大户失败的原因之一。

园地土壤

有较高要求

离乡发展，进入优势区，能让
果农大户提早进入成熟的产业环
境。但选地除了商业氛围与便利优
势外，土壤是否适合也很关键。

苹果园的土壤以壤土和沙壤土
为宜，土层深度80厘米以上，土壤
酸碱度以5 . 5-7 . 0为宜。建园之地，
要求土壤肥沃，地下水位 1米以
下。山区、丘陵地建园坡度应小于
25度。重茬栽培的，还需经2-3年

轮作后再用作新建园地。
另外，尽管不少地方提倡果园

上山下滩，可苹果生产需要机械
化，大面积种植时，果农大户一定
要好好考虑地块是否机械化操作的
问题。

园地梯改坡

应该细琢磨

在当前苹果种植过程中，不少
地方也提倡将梯田改为坡地。将坡
地的角度控制在30度以内，这样梯
改坡后也有利于机械化管理，同时
也可减少土壤表比面积，减少水分
蒸腾，增加种植面积。

总体上讲，在这样的土地环境
下建园，有以下几个问题要注意：
一要看该地是否在果业规划的优势
区域内；二要看是否远离污染源；三
要看是否集中连片，以便于管理；四
要看是否土壤质地良好、疏松肥沃。
另外，当地的商业环境、社会配套服
务水平等等，也要详细考察。

农村大众报记者 段新勇 整理

10月27日，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果树研究所在烟台发布两项重大关
键新技术：一是苹果化学疏花疏果
技术，二是苹果不套袋优质生产技
术，然后组织了现场观摩会。

这两项新技术，是山东省农业
科学院农业科技创新工程“烟台苹
果提质增效标准化生产技术集成示
范”任务团队，经过连续多年的试
验研究、生产中试、集成熟化形成
的重大省力化栽培技术创新成果。

在发布会上，团队首席专家、
国家苹果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果
树研究所研究员王金政介绍，采用
化学疏花疏果技术能带来较高的经
济效益，每亩节约疏花疏果人工成
本1000元左右。采用不套袋优质生
产技术，经过4年安全检测，生产
出的果品均达到绿色食品标准；每
亩节约生产成本3000-4000元。

王金政研究员和团队成员、果
树研究所副研究员薛晓敏就这两项
新技术，回答了果农们关心的问题。

一问：为什么要疏花疏果？
答：给苹果树疏花疏果的目

的，是调控适宜树体负荷，获得理
想的果实品质，减轻大小年结果现
象。具体来说，疏花疏果可以增大
果个、稳定产量、增加着色、提高
品质、降低病虫果率，从而达到连
年丰产稳产的目的。

二问：如何疏花疏果？
答：疏花疏果的方法有三种，

一是人工疏花疏果，精细、准确，
但是费时费工，目前在我国普遍采
用；二是机械疏花疏果，已经在欧
美地区大型商业化果园推广应用，
我国仍处于研发阶段；三是化学疏
花疏果，目前在欧洲和美国、加拿
大等国家普遍应用。

三问：为什么要采用化学疏花
疏果？

答：目前，在我国苹果主产区
普遍采用的人工疏花疏果，面临一
些现实问题。苹果树花期集中、花
量大，因此疏花疏果时间紧、任务
重；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
的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

企业，导致农村劳动力紧缺，雇人
疏花疏果、管理果园困难。同时，
人工疏花疏果效率低，生产成本
高，每亩需要6-8个工，支出1000-
1200元。按照山东省390万亩苹果园
计算，一年人工疏花疏果需要支出
31 . 2亿元-46 . 8亿元。人工疏花疏果
也不符合企业化、规模化、专业化
的现代化果园管理要求，不符合现
代生产要求。

再来看机械疏花疏果，目前在
我国，处于研发阶段，缺乏机械装
备，没有可用的技术。

因此，在我国进行化学疏花疏
果研发，推广应用化学疏花疏果新

成果、新技术势在必行。
四问：怎样进行化学疏花疏

果？
答：我们团队经过多年探索，

研发成功了疏花剂“智舒优花”和
疏果剂“智舒优果”。

用疏花剂“智舒优花”疏花，
原理是灼伤边花雌蕊柱头和花柱，
阻碍授粉受精，从而达到不让其发
育为果实的目的。适宜喷施浓度
为：用“智舒优花”150-250倍液。
适宜喷施时期为：初盛花期(75%的
中心花开放时)、盛花期(全树75%的
花朵开放时)各喷1次。

用疏果剂“智舒优果”疏果的
原理是，阻抑碳水化合物运输，减
少碳水化合物供应幼果。适宜浓度
为：1 . 5-2 . 5克/升(400-660倍液)。适
宜时期为：盛花后10天(中心果直径
6-7毫米时)喷第1次，盛花后20天(中
心果直径10-12毫米时)喷第2次。

此外，还可以用石硫合剂、植物
油疏花，萘乙酸、萘乙酸钠疏果。

我们研究团队经过多年试验证
明：富士苹果采用化学疏花+疏果配
套方案，进行疏花疏果效果更佳。

例一，在莱州市瑯玡岭试验示
范园里，种植的苹果树品种是嘎
啦、烟富3和2001富士。2016年试验
示范面积400亩，2017、2018年600

亩，2019年都是800亩。试验示范结
果显示：智舒优花花期疏花2次，
单果率达到87 . 8%；智舒优花疏花2

次，智舒优果疏果2次，单果率达
到86 . 1%。

例二，栖霞通达现代农业有限
公司试验示范园里，种植的苹果树
品种是烟富3。2018年试验示范面积
60亩，2019年100亩。初盛花期、盛
花后2天各喷1次“智舒优花”，盛
花后10天、20天各喷1次“智舒优
果 ” ， 富士苹 果 坐 单 果 比 率 达
85 . 8%。

五问：疏花疏果的经济效益(即
节本增效)如何？

答：采用化学疏花疏果新技
术，每亩节约疏花疏果人工成本
1000元左右。该技术在山东省普及
推广应用后，每年可以节省人工疏
花疏果成本35亿元以上。

六问：化学疏花疏果需要注意
什么问题？

答：1 .首次应用化学疏花疏果
时，应先进行少量试验，再全园推
开。 2 .要根据苹果树的品种、树
势，适当调整药剂喷施浓度。3 .要
注意观察物候期进展和花果动态，
准时喷施疏花疏果药剂。4 .要选择
晴朗、无风的天气喷施，适宜温度
为15℃-25℃。5 .要选用压力大、雾
化效果好的喷雾器械，最好采用机
械喷雾。6 .要注意喷药方式、喷雾
方向和角度。7 .对于无授粉树、花
量少的果园，应避免盲目喷施。8 .

花期遇到冻害的果园，不能采用化
学疏花疏果。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发布两项新成果助推果业提质增效

专家详解苹果化学疏花疏果新技术
农村大众报记者 陈建志

选地要看土壤，看环境，还要看是否位于优势区……

要规模种苹果，这些建议值得一看

▲位于栖霞的苹果试验示范园里，果实累累。

▲机械化管理的果园。▲俯瞰威海现代化的苹果园。

憎茄子着色不良怎么办？
答：茄子着色不良或发红，是

缺水、植株营养不良，光照不适等
导致的。建议及时采摘，补肥补
水、喷施硼钙肥，磷酸二氢钾等叶
面肥调节。
憎草莓正在开花，请问施什么

肥好？
答：草莓花期尽量不要浇水施

肥，以免引起落花落果。草莓座果
后，冲施平衡型水溶肥，膨大期冲
施高钾水溶肥+木美土里生物调控
功能水溶肥，叶喷磷酸二氢钾+澳
美佳螯合钙+速乐硼(适量)，促进
草莓膨大着色，提高品质和口感。
憎黄瓜瓜条发黄是啥原因？
答：黄瓜瓜条发黄一般与光照

不足、微量元素缺乏、肥水管理不
当有关。可加强保温措施，并经常
擦拭棚膜，增加透光性。对于缺素
症引起的黄瓜瓜条发黄，可喷施氨
基酸加微量元素肥加云苔素调节。
另外在施肥上，注意控制氮肥，添
加磷钾肥，喷磷酸二氢钾调理。

憎辣椒这是得了什么病？怎样
防治好？

答：辣椒这是得了脐腐病，该
病属于生理性缺钙，但与偏施硝态
氮肥，尿素，生粪有很大关系，同
时与大水漫灌等造成根系受损也有
很大关系。建议叶片补充氨基酸钙
硼，糖醇钙等叶面肥，同时注意水
肥管理。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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