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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高科技，液态饲喂系统好在哪？

冬季肉鸡管理做到以下要点
做好鸡舍保温工作
首先要求在设计鸡舍时就应

选用保温性能良好的材质，然后
及时维修鸡舍，堵塞所有漏风的
缝隙、将不用的进风口、湿帘和风
机等用棉被密封好，平养的鸡舍
要加厚垫料，确保鸡舍密闭保温
性能好。这样才能解决冬季通风
与保温这一最主要的矛盾，在通
风换气时，保持舍内有适宜的温
度，从而为鸡群健康生长、提高饲
料报酬、加快生长速度等奠定基
础。

加强通风管理
冬季进行通风换气时，尽量

不要造成舍内温度忽高忽低，以
免因为温差过大给鸡群造成冷应
激，导致鸡群发生呼吸道疾病。
建议进风口以高于鸡背1.5米以
上为宜，同时调控好进风口大小
和角度，促使进入鸡舍的冷空气
向上走，与屋顶的热空气混合后
再落到地面。如果是人工控制的
通风系统，最好在中午前后通风
换气，一般情况在上午10点到下
午2点期间外界温度较高，或者
在鸡群采食完饲料的2小时内产
生的体增热最多，这时进行开窗
通风冷应激较小。同时随着日龄
的增加逐渐加大通风量，冬季通

风的原则是保证温度适宜的前提
下尽量加大通风量。

防止氨气蓄积
为了减少氨气对鸡群的影

响，冬季应保持舍内空气新鲜，尽
量加强通风，笼养鸡舍要每天定
期清理鸡粪保持舍内干燥，平养
鸡舍应加强饮水管理，防止水线
或乳头漏水，勤翻垫料并将潮湿
的垫料清出鸡舍进行更换。同时
舍内的垫料要保持 5～7 厘米的
厚度，育雏早期放置饮水器时应
放在砖块上面，严禁直接放到垫
料上，避免往垫料上洒水造成垫
料潮湿。另外可以使用熟石灰、
硫酸铜、硫酸亚铁等来吸附降低
舍内氨气。

合理饲喂
应严格按照鸡群的生长发育

阶段，配制并饲喂营养全价的饲
料。冬季气温较低，肉鸡产热量
多、消耗的能量较大，这时配制饲
料时应提高代谢性的含量，而适
当降低蛋白质的比例，这样不仅
可以满足机体对能量的需求，还
可以减少鸡只饮水量，因为消耗
一份蛋白需要三份水量，从而减
少鸡粪的黏性，有利于垫料管
理。冬季寒冷，鸡只体质较差，抗
病能力降低，在配制饲料时确保

原料无霉变、无杂质，且适当增加
维生素的含量，以提高机体免疫
力和抗应激能力。另外饲料不应
放置时间过长，更不能发生冻结，
有条件的可以饲喂新鲜的饲料、
供给舍温相当的饮水，有利于鸡
群的生长健康。

做好防病工作
首先在清理鸡舍时应认真彻

底将舍内污物清除冲洗出去，并
进行严格消毒和熏蒸、经卫生检
查合格后方可进雏。然后制订科
学合理的免疫程序，并安排技术
人员严格按照规定操作来执行，
确保免疫接种效果。在日常管理
中定期采用高效无毒的消毒剂对
鸡舍进行喷雾消毒，同时对舍外
环境也应进行清扫消毒，杜绝病
菌传播。

根据鸡群不同生长阶段，选
用不同的抗生素来预防肠道疾病
和呼吸道疾病。当鸡群发生疾病
后，应及时找兽医进行诊断，结合
药敏试验采取最佳方案对症治
疗，尽最大能力降低鸡群死淘
率。冬季鸡群最容易发生的是呼
吸道疾病，在加强通风管理、降低
饲养密度的基础上，尽量减少鸡
群应激，有必要的最好采用喷雾
给药，治疗效果最佳，因为喷雾给

药可以促使药物直接到达呼吸系
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加强饲养管理
肉鸡入舍前应严格按照防疫

制度对鸡舍进行清洗、消毒、熏
蒸，对所使用的料桶、料车、簸箕
等用具以及衣物均要进行清洗消
毒。雏鸡入舍前1～2小时和运
雏车司机联系好，提前将饲料和
饮水布置好，做到雏鸡入舍就有
水喝、有料吃。雏鸡一旦开水终
生不能缺水，确保鸡只饮水新鲜
充足。饲料供应是否少量多次、
雏鸡是否较难找到饮水、光照是
否均匀、温度是否较低等，找到相
应措施促进雏鸡食欲，以免体重
减弱造成较高的死淘率。平养鸡
舍应加强垫料管理，首先保持地
面干燥，最好选用三合土夯实地
面，因为水泥地地面通常不吸水
还易返潮。其次选用优质垫料。
最好是刨花，不仅柔软新鲜、吸水
性好，还不易发生霉变并能够保
持干燥。每天坚持翻动垫料，防
止其板结、发硬或赶毡。

配制优质的饲料确保营养均
衡，尤其注意饲料中食盐、脂肪和
蛋白质的含量不应超标笼养或网
上平养肉鸡。

陈公武

鸡只断喙注意事项
给鸡只进行断喙是养鸡中

的常见工作，有一定的好处，比
如可以减少饲料的浪费，减少鸡
群争斗时造成的伤害，不过在给
鸡只进行断喙时有些细节大家
应注意：

鸡只断喙时应该注意什么
呢？第一要确定断喙的时间，一
般在鸡只 10～15 日龄时进行，
这时断喙引起的应激反应比较
小。第一次断喙后，还要根据效
果以及生产情况进行第二次鸡
只断喙。

鸡只进行断喙，要检查鸡群
的健康情况，只有在健康的情况
下才可以进行。如果发现病鸡、
弱鸡应挑出并单独饲养，待其恢
复健康后再断。

另外，鸡群在免疫期或者其

他应激条件下一般不适合断
喙。断喙前后3天应在日粮中增
加维生素的含量，当然也可以采
用饮水的方式提供维生素。鸡
只断喙时要准备消毒、止血的药
物、器具，以免发生意外时可以
随即应用。

鸡只断喙的工具和方法很
多，断喙最好用专门的断喙器，
如脚踏式断喙器，有的地区使用
电烙铁。断喙长度为上喙断去
1/2～2/3，下喙断去1/3。断喙时
待刀片烧至褐红色，用手握住
鸡，大拇指顶住鸡头部后侧，食
指抵住鸡的下颌并轻压咽部，使
鸡的头部不能左右摇摆，同时使
鸡缩舌。断喙操作时间要快，一
般1～2秒内结束。

侬技

家禽怎样饮水给药？

家禽饮水给药就是将药
物添加到家禽的饮水中，通
过饮水让药物进入家禽体
内，从而达到预防或治疗相
应疾病的目的。饮水给药有
方便易行、效果确切的特
点。随着家禽养殖规模化、
集约化程度的提高，饮水给
药已变得更加普遍。但是，
应用饮水给药时应掌握以下
几点：

1.对症用药。因为不同的
疾病种类、用药对象、药物
种类、用药目的、用药量都
不同，而且同一动物的不同
生理或生长阶段的用药量也
不相同，家禽饮水用药也不
例外，在饮水用药之前必须
根据家禽的自身特征、用药
目的、疾病类别等确定药物
种类和数量。

2.药物质量。为了能达到
相应的用药目的，饮水给药
时必须保证药物的质量，而
且水溶性要好。为此，在购
买药物时应仔细检查，首先
确保欲购买的药物水溶性
好。其次，确保其包装完
整、性状如初、标签及其所
载信息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在有效期内。

3.水的质量。家禽饮水给
药时的水质必须清洁卫生、接
近中性、矿物质含量符合标
准。

4.清洗消毒。家禽饮水给
药之前应对其饮水系统进行
严格的清洗消毒，防止水容
器、水管以及水槽的内壁的附
着物黏附药物而降低药效，而
达不到相应的用药目的。清
洗消毒时，可用无刺激性气味
和腐蚀性的消毒液冲洗或擦
拭，然后再用清水将上述供水
系统冲洗干净为止。

5.饮前停水。应在饮用药
液前停水2～3小时，一般夏季
停水2小时，冬季停水3小时，
让鸡群在 1.5～2 小时内将药
液饮完，同时还应根据鸡群的
饮水情况确定稀释药物的用
水量。

6.科学配伍。药物配伍是
使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物混
合在一起或在一定时间内以
同一的方式进入相应的机
体。众所周知，配伍用药有协
同作用、相加作用和拮抗作用
3种结果，前两种结果可以提
高治疗效果，而拮抗作用则相
反，所以，配伍用药应避免拮
抗作用。

7.防止吸附。饮水中的电
解质或维生素容易黏附在供
水系统内壁上，而饮水中的药
物又极易被黏附在供水系统
内壁上的电解质或维生素上，
从而降低进入机体的药物数
量而使药效降低。所以，在饮
水给药时一定不要在水中添
加电解质、维生素之类的易黏
附物质。

8.混合均匀。饮水给药时
在选择易溶、速溶药物的基础
上，采取措施，加快药物溶解，
使之均匀混合，防止用药不均
带来危害。 侬技

随着环境污染的治理与维
护，一些工业食物残渣、废物被禁
止倒入下水道，以免进入水源，污
染水源。由于液态副产品价格便
宜且来源广泛，液态饲喂也有很
多优势，致使液态饲喂技术已成
为一种趋势。

液态饲喂就是指将各种原料
和添加剂在饲喂前与水按一定比
例混合均匀通过管道或其他方式
喂给动物。液体饲料一般由一种
或多种不同的糖蜜，用水或者用
其他液体稀释，还有各种不同的
物质悬浮在液体中。

液态饲喂的优点
1.改善可利用的营养成分，

饲料在泡制后，会吸入大量水分，
增大了体积，同时质地也变得松
软，更有利于猪的消化吸收，提高
饲料利用率，降低饲料浪费，降低
饲养成本。

2.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

廉价的加工副产品，是液态饲料
廉价的原料，比如牛奶的副产品，
加工面包的副产品，糖浆，甜菜渣
等，这些能大大减少饲料成本，提
高养殖效率。

3.可以避免干粉饲料扬起的
粉尘，吸入呼吸道，刺激呼吸道引
起呼吸道疾病。

4.节约人工及人工开支，目
前我国现状是，招工用工的问题
还不少，液态饲喂可以解决招工
用工问题，且能减少猪场饲料浪
费，具有提高饲喂效率和效益的
功效，液态饲喂是采用一键饲喂
的方式，大大减少人力的应用。

5.减少饲料浪费，按照实例
表明，如果每头猪每天浪费一毛
钱那么500头猪一天浪费50元，
那么500头猪一年浪费18250元，
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6.提高饲料利用率，降低成
本，实际证明因液态饲料符合猪

群的天然采食习惯，所以它的饲
料利用率也会相应的提高。

7.液体饲喂会使猪的采食量
大大增加，液态饲料中水分含量
高，随着饲料水分的增加，仔猪断
奶后小肠和回肠长度会增加，胃、
小肠、回肠的质量增加，小肠绒毛
表面积和绒毛增值因子显著增
加。

8.使用工业残渣，二次利用，
大大降低饲料成本，为国家减少
污染。

9.液态饲料在发酵过程中产
产生酶制剂和微生态制剂的作用
放大，营养物质的消化率提高。

10.在液态饲料发酵过程中
能一定程度上杀灭或抑制沙门菌
和大肠杆菌，提高猪的健康，降低
抗生素的应用。

液态饲喂的工作流程
1.配料：将所需的原料与相

应的水进行调配到一起。

2.搅拌：打开搅拌系统将原
料充分搅拌。

3.发酵：根据猪的生长阶段
不一样，设定不同的发酵过程，发
酵是利用有益菌对饲料进行发
酵，目前我国正向人工控制发酵
过程的方向发展。

4.输送：由管道把发酵好的
饲料输送到猪槽中。

5.清洗：输送结束后系统自
带清洗罐体和管道以及风干系
统，防止饲料残留发霉变质影响
猪的健康。

经研究表明，液态饲料加工
过程把植酸酶的效价放大4倍。
玉米磷的利用率为15%，液态饲
料高达45%。

目前已有30%-60%的规模化
猪场采用液态饲喂技术，那么表
明液态饲喂在未来的几年里将在
养殖业中大大推广并占领较高的
地位。 侬技

［实用技术］

光色对鸡群的影响
在养鸡生产中，实践证明不

同的光色对于鸡的生理机能、生
长有着一定的影响。

红光：对处于生长发育阶段
的雏鸡和青年鸡，有抑制生长速
度和推迟性成熟的影响。故雏
鸡和青年鸡应禁止使用红色灯
光照明。红光对种公鸡的性功
能有不利影响，使种蛋受精率降
低，因而种公鸡也不宜使用红色
灯光照明。

绿光：对成年母鸡的产蛋性
能有抑制作用，可使产蛋率下
降，产蛋高峰期缩短，种蛋质量
降低，孵化率和雏鸡成活率低
下。因而产蛋鸡和种母鸡不宜
用绿色灯光照明。

蓝光：蓝色光线容易诱发鸡
啄癖，降低各年龄阶段鸡群的抗

病力，并可使成年母鸡产蛋率下
降。因此，鸡的一生都不宜用蓝
色灯光照明。

黄光：可降低成年母鸡产蛋
率，种母鸡降低受精率，故产蛋
鸡和种母鸡场应禁止用黄色灯
光照明。黄光也会诱发鸡啄癖，
故各年龄阶段的鸡群均不宜用
黄色灯光照明。

此外，饲养员常换服饰色
彩，也会对鸡产生不利影响。鸡
习惯了养鸡人员服饰的某种颜
色后，会产生亲切感，饲养员一
进鸡舍，即引起鸡精神振奋，食
欲增强，采食增加。若饲养员突
然更换服装颜色，鸡群会有惊恐
表现，骚动不安，食欲降低，采食
量减少，影响生长和产蛋。

侬技

如何防治猪病毒性腹泻？
问：在冬季引起猪病毒性

腹泻病原中，危害最严重的是
猪 传 染 性 胃 肠 炎 病 毒
（TGEV）、猪流行性腹泻病毒
（PEDV） 和 猪 轮 状 病 毒
（PoRV）。那如何防治？

答：这三种病原可以感染
所有年龄段猪只，引起猪呕吐、
水样腹泻和脱水并且体温不
高。主要集中在冬春多发，其
他季节也有发生和流行。对
10日龄内仔猪危害尤为严重，
尤其是初生仔猪，死亡率最高
可达100%。

发病症状：
1. 猪 传 染 性 胃 肠 炎

（TGE）。感染此病，不足1周龄
仔猪出现临床症状后2～7天
死亡，随猪龄增大，死亡率逐渐
降低，5周龄以上猪只死亡率
很低，成年猪基本无死亡，仅有
腹泻症状，可导致发育迟缓，形
成僵猪。

2.猪流行性腹泻（PED）。
感染此病，7日龄以内哺乳仔
猪死亡率高达100%，部分康复
仔猪发育迟缓，成为僵猪，日龄
稍大的仔猪和育肥猪掉膘。一
年四季均可发病，病毒通过带
毒猪排泄的粪便传播，污染饲
料、饮水和环境。

3.猪轮状病毒（PoR）。轮
状病毒与前述两病毒属于不同
的病毒科。轮状病毒感染后，
机体产生细胞免疫，但免疫保
护期不长，所以康复以后会反
复感染。此病多发生于晚秋、
冬季和早春。主要是哺乳仔猪
发病，病程不长，为2～5天，主
要表现为下痢、拉腥臭粪便、精
神迟钝、食欲减退，死亡率一般
不超过10%。

防治措施：
1.科学的饲养管理。根据

不同年龄段猪只的营养要求合
理分群；饲喂全价料，防止饲料
霉变，季节变换时要提供营养
丰富、均衡的优质饲料，提高机
体免疫力；做好猪舍保温，及时
清洁粪污；做到全进全出，消
毒、空舍7～14天后方可再次
进猪。

2.加强猪只营养管理。
3.做好引进猪的检疫防疫

工作。
4.严格执行消毒制度。
5.免疫接种。免疫接种应

根据疫病的流行规律及疫苗接
种后集体产生抗体的时间、抗
体水平和抗体消长规律等做好
免疫计划，有条件的可以进行
抗体监测。目前，市场上有销
售预防以上三种病毒性腹泻的
三联弱毒疫苗，妊娠母猪于产
仔前40日接种，20日后二免，
每次1头份；免疫母猪所生仔
猪于断奶后7～10日接种疫苗
1头份；未免疫母猪所产仔猪3
日龄接种1头份。

6.对症治疗。目前没有药
物可以治疗，建议一旦发病采
取对症治疗措施，补充糖和盐
水。

花椰菜性喜冷凉，对环境条件及栽培措施
要求较严，外界环境及栽培措施对其生长好坏
影响极大。

生理性病害：
花椰菜,特别是早熟品种，对外界条件非

常敏感，如果天气反常，气温忽高忽低，常会出
现种种问题。主要的生理性病害有：

1.早花。表现为植株营养体小，过早形成
花球，导致花球直径在 5～8 厘米时不再膨
大。原因主要是育苗太早、苗期长期阴雨低
温、定植后蹲苗时间过长、品种不当或缺氮肥
而引起的花芽分化早。防治方法：应提高土壤
有机质含量，加强肥水管理，早熟花椰菜品种
定植后不蹲苗，莲坐期及时追肥浇水。

2.青、紫花。表现为花球表面花枝上绿色
苞叶或萼片突出生长或花球表面有颜色不均
的斑点。主要是施氮过多、营养生长过旺，或
花球发育期温度较高时骤然低温影响造成
的。防治方法：多雨年份应控制植株旺长，采
取平衡施肥、拱棚通风或浮面覆盖等措施。遇
强降温天气前，可叶面喷雾1%的红糖水＋0.4%
的磷酸二氢钾。

3.毛花。表现为花球表面、花器的花柱或
花丝伸长产生毛花。发生原因是采收过迟、土
壤肥力过剩，或在花球临近成熟时骤遇升降温
或迷雾天、高温，造成花芽分化提早。防治方

法：应加强栽培管理，适期播种。
4.散花。表现为散花球。原因是结球期

温度高，导致花球膨大受阻，使花薹花枝快速
生长。防治方法：应以春秋季栽培为主，适期
播种，通过遮阳覆盖、遮叶等措施减少高温影
响，并及时采收。

生理性缺素症：
各个营养元素在作物体内都有各自的重

要生理功能，缺乏或不足都会影响作物的新陈
代谢和生理生化功能，导致花椰菜生长受阻，
常见缺素症状及调节措施如下：

1.缺钙。表现为植株矮小，茎、根尖分生
组织受损，根变黑腐烂；顶端叶畸形现淡褐色
斑点、叶脉黄至枯死；结球后，苞叶叶尖叶缘翻
卷渐渐暗黄枯死。原因是钙在植物体内易形
成不溶性钙盐沉淀而固定，植株不能再度利
用，此外氮钾过量、土壤干燥也会阻碍钙吸
收。防治方法：应氮磷钾配合使用，适时适量
浇水，避免蹲苗过度，可进行高钙肥叶面喷施
或适量生石灰土壤调节。

2.缺硼。表现为叶片肥
厚、扭曲，茎有水渍状斑块，茎
部中空，花球表面有褐色斑
点，花球内部变黑，花球部分
会略带苦味。土壤干旱、pH
过高、钾过量、温度高生长快

均易引起缺硼。防治方法：可在基肥中加入硼
肥，亩施1～1.5公斤，并防止干旱，花球表面
出现褐色斑点时，应及时叶面喷施0.1～0.2%
的硼肥1～2次，可缓解症状。

3.缺氮。表现为苗期叶小呈紫红色、成株
下部叶淡褐色、花球发育不良、球小花梗多花
蕾少的症状。土壤中未腐熟的物质多会导致
碳多氮少，从而引起缺氮现象。防治方法：可
喷施0.2～0.5%高氮肥。

4.缺磷。表现为叶僵小、叶尖叶脉紫红
色、叶背紫色、花球小颜色灰暗。土壤水分多、
温度低都会影响磷的吸收。防治方法：应适时
适量追施磷肥。

5.缺钾。表现为下部叶发生浅绿或浅褐
斑点，并逐渐往上部发展，花球发育不良、球体
小、不紧实、品质差。原因是地温低、日照不
足、土壤过湿、氮肥过多而影响了钾吸收。防
治方法：可追施硫酸钾等速效肥或叶面喷施
0.2～0.5%磷酸二氢钾。

［热线答疑］

花椰菜生理性病症如何防治？

冬季雾霾、阴天等天气较多，使蔬菜光合
作用下降，有机营养制造不足，导致蔬菜产量
低、抗逆性差。对此，建议菜农管理中要抓好
以下几点。

补光，提高光合效率
俗话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光照弱是制约

冬季蔬菜增产的最大因素。弱光降低了植株
光合作用效率，而呼吸作用营养消耗正常进
行，若长此以往，植株必然会衰亡。没有光照，
即使补充再多的营养，也形不成产量。

冬季改善光照条件，可选择透光率高、流
滴性好的棚膜；在棚膜外侧安装除尘布条，提
高棚膜透光率；安装反光幕或补光灯，增加棚
内见光强度等。

养根、生根，打好生产基础
在蔬菜栽培中，打好健壮根系这个基础才

能保证高产量。养根即保护及增强根系的吸
收能力，通过某些功能性的物质或栽培措施优

化根系生存环境，使根系变得活性高、功能强，
最终达到养根的目的。生根是通过植物生长
调节剂等化合物促进植物生根，也就是通过激
素的作用，快速刺激根系生长，达到生根的目
的。

对于养根、生根，菜农一定要分清楚。当
根系遇到低温、水大、干旱等问题，出现根系
弱，但是根量还比较足时，可选择冲施养根类
产品。当根系遇到病害、虫害、药害等问题，表
现出根量少，部分根系腐烂或死亡时，需要快
速救治，刺激生根，菜农可使用激素类生根剂
来刺激生根，激发植株潜能，但仅用1～2次即
可，不能连续使用，否则易引起蔬菜早衰等不
良表现。

护叶，提高吸收能力
蔬菜果实生长的营养绝大部分来自叶片，

叶片追肥可直接通过叶片补充有机营养，提升
蔬菜抗逆性，提高果实品质和产量。叶片追

肥，主要补充蔬菜生长发育所需要的无机养分
和部分有机营养。

有机营养补充，重点应放在氨基酸、核苷
酸类叶面肥上。氨基酸、核苷酸是蔬菜生长的

“高级营养品”，叶片制造出葡萄糖后，需要很
多复杂的反应过程，才能生成蔬菜生长所需的
氨基酸、核苷酸等物质。通过叶片直接补充，
可以大大减轻叶片营养负担，提高叶片功能，
效果突出。

留果，合理才能高产
冬季雾霾天或连阴雨天频繁出现，棚内光

照弱，没有了光照植株不能进行正常的光合作
用，制造的养分就会大大减少，若此时留果过
多，果实会消耗大量的养分，植株的负担过重，
必然会造成植株长势越来越弱，导致果小、畸
形果多。另外，留果过多，果实会与植株争夺
养分，也容易出现叶片发黄、生长缓慢等现象，
而且后期植株易早衰，影响产量。所以，在雾
霾天要根据植株的长势合理留果，对于长势弱
的植株，要适当减少留果，保证植株正常生长，
并为后期高产打下良好的基础。

张建东

低温寡照，棚菜没产量怎么办？

栽培品种的樱桃树多树体高大，生长势
强，干性强，层次明显。在樱桃密植栽培管理
中应注意以下技术问题。

1.栽植密度的设计。樱桃树密植栽培，一
般选用株行距1.5米×3米、2米×3米、2米×
3.5米等，栽植密度的选择主要考虑树体成形
后能够合理占用空间；便于修剪、打药、采摘、
除草、施肥、小型农具的通行；自身的管理水平
高低等因素。

2.苗木的选择和授粉树的配置。栽植苗
木最好选用二年生的成品优质壮苗，而且砧木
必须是适用于密植培的苗木，以利于成形快、
结果早、树势容易控制。

在选好主栽品种后，一定要注意合理配置
授粉树，因樱桃树自花结实能力差，还有的品
种自花不实。授粉树的配置数量应结合主栽
品种的自花结实能力大小和栽植面积大小确
定，一般考虑与主栽品种的比例在1∶3或1∶
4。另外，授粉树的配置，一定要考虑授粉品种
与主栽品种花粉的亲和力及花期相同。

3.树形的确定和栽培方式。密植樱桃园，
树形一般选择主干形、小冠疏层形、自然开心

形等，生产管理中应结合地力条件、水肥供应
条件、管理技术水平高低合理确定。当前密植
樱桃园主要采用主干形树形，栽培的行向最好
是南北行栽植，山地梯田栽植则可随地形地块
走向栽植。选用主干形树形管理的，在栽植时
一般采用顺行向倾斜45°角偏西南方向栽植，
这样有利于缓和树势，促进枝条萌芽和发枝均
匀，达到最佳日照条件并可防止日灼。

4.肥水和温度的控制。樱桃树在幼树期
比较喜肥喜水，但在一个生长周期中，要保证
生长前期肥料和水分的充足供应，到生长后期
即8月份以后一定要严格控制水肥的施用，尤
其是氮肥的控制，保证新梢不旺长，减缓新梢
生长速度，促进新梢组织充实起来，以利于越
冬和树势的中庸发展。

结果期樱桃树，在开花坐果期需消耗大量
的养分，必须在花期前和坐果期追施足量的速
效肥料，以提高坐果率，促进果实发育。如追
施复合肥，在萌芽后到果实着色前，可喷施
0.2%～0.3%的尿素 2～3 次；花期可喷 0.2%～
0.3%的硼砂1～2次，以提高坐果率；果实着实
色期可喷施0.2%～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2～

3次，以利用果实着色，提高口感和花芽的分化。
温度控制主要是在樱桃树设施栽培中，一

般在花期要控制在17～19℃之间，这样有利
于花期的正常开花，当花期温度超过23℃时，
基本不能达到坐果的温度要求。

5.多种修剪手段的合理运用。
(1)拉枝。拉枝时间主要是在樱桃树冬季

修剪时，按照所选树形的不同要求对主要枝条
进行拉枝。

(2)刻芽。刻芽一般在冬季修剪拉枝后进
行，刻芽主要针对枝条生长较光秃的枝条，刻
芽的目的是促发枝条，缓和枝条生长势，合理
布局树体空间。刻芽一般使用小钢锯，在芽的
上方0.5厘米处割划一锯，深达木质部。刻芽
间距一般在20厘米左右，对拉好的枝条两侧
或侧下方的芽进行刻芽，枝条顶端20～30厘
米处不用刻芽，枝条背上不刻芽。

(3)疏枝。樱桃树修剪，幼树期基本只疏不
截，一般疏去过密枝、徒长枝、病虫枝、延长头
竞争枝。

(4)摘心。摘心是樱桃树管理过程一个极
重要的手法，当新梢长到5～10厘米时要及时
摘心，反复摘心，以利于形成结果枝，促生花
芽。但主干和主枝延长头及用于更新的枝条
不使用摘心手法。

张兆辉

密植樱桃园管理应注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