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6 月 18 日 星期二6 农业科技主编/李晨 编辑 /郭勉愈 校对 /何工劳 Tel：（010）62580690 E-mail押agriweekly＠stimes.cn

银梨双臂顺行式新型棚架树形
梨体系首席科学家张绍铃（右

二）及团队 南京农大供图

张绍铃团队围绕梨授粉生物学研究，开展了大量实验研
究和田间试验，提出了一套梨树液体授粉新技术。该技术比常
规人工点授效率提高 36倍，还解决了常规果树液体授粉中花
粉不能均匀溶于水、花粉溶胀死亡、花粉容易黏附容器壁、花
粉堵塞喷头以及喷粉不均造成授粉效果差等问题。

“

流星雨、翠甜
等小众甜瓜品种正
受到越来越多人喜
爱。

中国农科院郑
州果树所供图

简讯

绿色视野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梨生产国，从
北至南几乎都有梨树栽培，年产量仅次
于苹果和柑橘。然而，随着农村劳动力
紧缺、用工成本逐年攀升等问题日益凸
显，管理难、用工量大、生产效率低下的
传统栽培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梨产业
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如何实现传统栽培模式与技术的
变革，在简化栽培管理技术、节省用工
和成本的前提下，实现梨的优质高效生
产？面对这样的瓶颈问题，国家梨产业
技术体系（以下简称梨体系）从省力化
品种、树形、技术、机械等方面多管齐
下，打出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好品种搭配新树形

湖北省秭归县九畹之源果蔬种植
专业合作社的“双臂顺行式”新型棚架
梨园里，整齐地搭着 1.8 米高的棚架，每
棵梨树上都仅有两个大分枝，枝头在棚
架上平行生长，一株连着一株，饱满的
果实坠在棚架下。说起这个新奇的栽培
模式，梨农们赞不绝口。

这个新型棚架栽培技术到底是什
么来头？“简单来说，我们就是给梨树搭
起了棚架、架起了手臂，让梨农可以像
种葡萄一样种梨。”梨体系树体管理岗
位科学家、湖北省农科院果树茶叶研究
所研究员秦仲麒介绍。

一方面，让梨树由站立生长变成水
平生长，树体整体矮小平面化，便于管
理；另一方面，通过整形修剪，改短果枝、
鸡爪枝结果为长枝壮梢结果，让每个梨都
能受热受光、吸收营养，从而提升品质。该
新树形可降低田间管理和生产成本 50%，
亩产量可提高 20%~30%，市场竞争力显
著提升。

梨体系还针对不同生态区域的实
际情况，研发出倒“个”形、圆柱形等
轻简化树形。然而，好树形并不是孤
军奋战。

“优良品种是实现梨优质高效生
产的基础。‘良种良法’配套，优良品种
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良性状，先进的技
术亦能实现最好的效果。”梨体系种质
资源收集与评价岗位科学家、中国农
科院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曹玉芬介绍。

近 10 年来，梨体系在全国 4 个梨
主产区及 4 个梨优势产区有针对性地
开展了梨品种的评价与筛选工作，累计
评价了 261 个品种共计 600 余份样品
材料，综合筛选出各产区最适宜省力化
栽培的梨品种 22 个，为实现梨省力化
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液体授粉显身手

库尔勒香梨是新疆极具特色的名
优果品，但由于其自花授粉结实率仅为
5‰左右，长期以来，在花期进行人工辅
助授粉是香梨生产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工人在枝梢一朵花一朵花挨个点授，不
仅操作不便、工作量极大，还易出现授
粉不均匀造成的果形不端正现象。

梨体系首席科学家、南京农业大学
教授张绍铃介绍：“我们围绕梨授粉生
物学研究，开展了大量实验研究和田间
试验，提出了一套梨树液体授粉新技
术。该技术比常规人工点授效率提高 36
倍，还解决了常规果树液体授粉中花粉
不能均匀溶于水、花粉溶胀死亡、花粉

容易黏附容器壁、花粉堵塞喷头以及喷
粉不均造成授粉效果差等问题。”

说到梨树液体授粉技术，库尔勒市
包头湖农场果农谭川江激动地说：“现
在给梨树授粉再也不发愁了！”自家梨
园应用该技术后，当年亩产就较上一年
几乎翻了一番，且坐果均匀、果形端正。

据调查，在新疆地区应用该技术
后，梨园授粉用工减少 90%以上，仅在
库尔勒市、轮台县、尉犁县等地区每年
节省授粉人工费用就达数百万元；花
粉用量也比传统授粉方法节约一半以
上，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生
产成本。

同时，梨园的平均坐果率和脱萼率
分别达 40%和 65%以上；销售价格比一
般人工授粉园生产的梨高出约 1 元 /
公斤，经济效益显著。目前该技术已在

全国梨产区推广应用。

一年只打“三次药”

一入秋，北京市房山区三仁黄金梨
园的梨树就“穿”上了一截 20 厘米左右
的瓦楞纸，看上去仿佛一件短棉袄。“这
里面可大有玄机。”梨体系生物防治与
综合防控岗位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
授刘奇志笑着说。她用小刀轻轻划开捆
绑用的胶带，小心翼翼地剥开瓦楞纸，
里面竟然密密麻麻爬满了小虫，“这都
是梨木虱”。

刘奇志解释道，“北方的冬天天寒
地冻，梨木虱、康氏粉蚧、黄粉蚜等害虫
纷纷‘下树’寻找越冬的‘庇护所’。这些
围绑在枝干上的瓦楞纸构造了一个温
暖舒适的安乐窝，很容易引得害虫们

纷纷入住，这时候我们就能将其一网
打尽。”

绑缚瓦楞纸只是梨园“三次药”轻
简化病虫害防控技术的辅助措施之
一。据了解，我国传统梨园一年通常需
要打 7~10 次农药；病虫害发生严重的
果园，从 5 月至果实采收前，几乎每周
都要喷施一次化学农药。这不仅污染
了环境，耗费人力、物力，还会使病虫
产生抗药性，越来越难以控制。

梨体系的这项新技术是基于我国
北方梨园病虫害发生规律及其特点提
出的，在梨树病虫害防控的 3 个关键
时期各进行一次化学农药防控，结合
梨园自然生草、树干绑瓦楞纸、盛花期
悬挂黄色诱虫板等措施，对梨园主要
病虫害的防控效果毫不逊色于常规打
药梨园，增加了天敌数量，用药次数和
用药量减少 2/3，大大减少了梨园用工
和环境污染，显著提高了果实的产量、
品质和安全性。

全程机械化崭露头角

梨树盛花期，湖北省利川市南坪乡
营上梨园基地上空，3 台无人机载着现
场配制的授粉液，正在为千亩梨树实施
液体授粉。“这个东西确实要得。它干一
分钟，相当于我一天的工作量。”现场观
摩的梨农洪胜为这个新“玩意儿”点赞。

梨体系树体管理机械化岗位科学
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雄奎介绍，利
用无人机搭载液体授粉技术，完成一亩
梨园的授粉只需 2~4 分钟，一台无人机
一天至少可以完成 100 亩梨树的授粉
工作，大大节省了劳动力投入。

省力化、机械化是梨产业发展的必
然趋势。梨体系机械化研究室主任、果
园耕作机械化岗位科学家，江苏省农科
院研究员常有宏介绍，近年来梨体系取
得了系列化果园风送喷雾机、集机电液
控技术的果园多功能运载平台、果园
自动避障割草机、疏花疏果器等标志
性成果；建立了对应的标准化作业规
范和技术规程，实现了梨园全程机械
化关键技术装备集成，构建了梨园全
程机械化技术体系。

虽然梨园全程机械化体系已初露
头角，但梨体系的研究仍未止步。常
有宏表示：“市场上的进口机械大多
数并不适用于我国传统梨园，成本也
是很多农户难以承担的，因此我们还
在继续努力研发更多轻便、低成本，
无论新型还是传统栽培模式都适用
的梨园装备。”

近年来，梨体系的省力化栽培模
式、配套技术与机械已在全国落地开
花。“省力化栽培是实现我国梨产业
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
路。”对于梨产业省力化的未来，张绍
铃满怀信心。

“今后梨体系还将继续围绕省力化
栽培模式以及轻简化整形修剪、花果管
理、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控等新技术开
展深入研究，并继续评价、筛选适宜轻
简化栽培的新品种，开发研制出新型
梨园机械装备，进一步降低梨园管理
的难度，减少用工，逐步推进我国梨园
生产机械化和数字化，最终形成增产
增效并重、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
合、生产生态协调的新型梨产业发展
模式。”他说。

科技问诊兰考蜜瓜
姻本报记者李晨

梨产业
可以省力又高产

姻本报记者王方 通讯员谢智华

菌草，其广泛的定义是可以用来
栽培食用菌的草。历经 20 多年生产
实践与开拓发展，菌草的种类越来
越丰富，而且菌草的功能更为多样。
如今，菌草的多功能性不但在国内
备受关注，在国外也享有盛名。

生产实践表明，平淡无奇的“小
菌草”，不仅蕴含着丰富的科技创新
内容，而且有更多的开发利用潜力
有待深度挖掘。就技术对策而言，要
注重把握并强化 5 个方面的深度研
究与拓展开发。

一要深化草业菌业高效耦合开
发模式研究。利用天然草与人工草
栽培食用菌的技术虽然已经比较成
熟，但仍然要进一步优化菌业开发
的原料配方。尤其是适于工厂化高
效栽培的系列配方开发，既要保证
不同菌物高产栽培的需要，又要满足
各种菇类产品的优质要求，同时更要
便于工厂化生产过程操作，还要获得
物料循环利用的效益。因此，科研人员
应进一步深化菌草栽培珍稀食用菌的
优化配方与专项技术研究，系统研发
配套机械与智能设施，制定生产技术
标准与过程管理规范。

二要充分发挥速生与耐瘠菌草
的生态修复功能。近年来，福建农林
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
经选育了“绿洲一号”与“巨菌草”等
一系列产量高与抗逆强的新草种。
通过在黄河沿岸护土固沙与修复生
态的集成示范，显示了良好成效与
应用前景，实现了当年种草即可发
挥防控水土流失的功效。其根系不
仅可延伸至地下 2 米多，而且每株
菌草须根可覆盖直径 1 米左右，盘
根错节，抱沙聚土，充分发挥了生态
修复与保土固沙作用，展示了大规
模应用的潜力与实施草牧菌业延伸
开发的良好效益。在贵州省山地种
植菌草成效更为显著，其中一个县
连片发展 40 多万亩，并实施草产
业—食用菌有机结合，不仅有效防
控山地水土流失，而且带动并促进
乡村菌业发展，助力提高农民增收
水平。系列新草种在福建省山区的
长汀、连城、建阳等地推广种植，不
仅平均每亩草产量超过 15 吨 / 年，
而且植株粗蛋白含量达 2%以上，作
为优质饲料应用有助于推动草食性
畜牧业的发展。菌草还具有良好的
抗逆功能，在福建平潭岛示范种植
成功，展现了茂密菌草防风阻沙的
独特效应。

三要充分挖掘生物能源型草种
资源的开发潜力。在合理利用象草、
杂交狼尾草等作为能源开发的基础
上，进一步深化“巨型草”一类的新
品种选育研究，配套高产栽培与系
列加工技术体系建设，包括设施装
备研发与工艺标准制定，推动富有
区域特色的草业—能源耦合体系优
化建设与草业资源高效转化。同时，
要强化加工副产物栽培食用菌与菌
渣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研发，进一
步推动利用草业废弃物生产高效有
机肥工艺与系列产品开发。

四要创立以菌草生产开发为载
体的山地综合体。我国的山地面积
占全国总面积的 69%，山区人口占
全国总人口的 56%，山区乡村产业振
兴，要以山区流域为单元，实施山地
综合体建设。除了发展林果茶产业
之外，因势利导构建山区草业综合
生产体系与农牧菌肥结合开发模
式，不仅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同时
有助于农民增收致富。以南方红壤
侵蚀区为例，因地制宜种植产量高
与品质优的菌草新品种，有利于着
力推进植被恢复—地力恢复—生产
力恢复的耦合联动与链接开发，形
成现代循环农业与生态环境保护有
机融合的新格局。丘陵山地种草与就
地转化利用，首先起到防控水土流失
与保护山地生态作用；其次实施草菌
结合与草牧结合项目开发，发展山地
生态循环农业；再次是可充分利用农
牧菌耦合开发产业的废弃物，就地
返回农田，培育土壤地力。

五要优化构建草业与乡村生态
农业经济复合体。发展山地草业，可
为山区振兴生态经济与绿色产业注
入新的活力，特别是为构建山区乡
村农—林—牧—草—菌—肥复合体
打造良好载体。实践表明，优化构建
山区乡村生态经济复合体，要实施
以点带面与点面结合的推广机制，
注重把握 3 个重要环节：一是以优
质草业种植为护带，防控山地水土
流失；二是以生态循环农业为载体，
实施农业综合开发；三是以多功能
性产品为依托，实现生态经济效益。
通过复合体建设，开展草牧菌肥耦
联开发，丰富乡村农业资源供应，强
化草业的高效转化利用，提升经济
与生态效益。

（刘朋虎系福建农林大学副研究
员；王义祥系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研
究员）

拓展菌草功能开发
与绿色增效作用

姻刘朋虎 王义祥

本报讯 近日，中科院栾城生态实
验站组织召开“栾城优质功能营养小
麦产业化研讨会”，来自河北省石家庄
市栾城区政府及各乡镇、种植业合作
社、食品加工企业负责人等代表 30 余
人参加了会议。

中科院农业资源中心研究员张正
斌作了“彩色营养功能小麦高值食品
展望及绿色高产高效生产”的报告。张
正斌说，栾城区正在将全国知名强筋
小麦师栾 02-1，中科院农业资源中心
的培育的优质强筋、特色功能营养小
麦系列品种，以及用中科院农业资源
中心培育的紫优 1 号酿造的紫麦酒系
列产品申报地理标志产品。他建议，在

栾城建设全国优质麦和种子期货交易
市场，打造全国优质强筋麦的旗舰品
牌，延伸优质功能营养小麦产业链。

此外，中粮集团小麦部特聘专家
万富世作了“联合协作创新升华中国
麦业”的报告；北京中海洋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李军介绍了中科院农业
资源中心培育的紫优 5 号在安徽、河
南、上海等地示范种植，并作为药物提
取开发，以及为 2022 年冬奥会提供高
端食品的进展。

栾城区党委书记张旭认为，此次
会议对栾城优质功能营养小麦产业
化、带动乡村振兴、农业供给侧改革等
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徐萍）

专家建议栾城发展优质功能小麦产业

这几天，兰考县葡萄架乡蜜瓜种
植户张虎和张东娜特别高兴。因为在
6 月 12 日举行的 2019 兰考蜜瓜节评
比中，他们种植的蜜瓜分别被评为“瓜
王”和“瓜后”，各获得奖金 2000 元。

此次 2019 兰考蜜瓜节暨“兰考蜜
瓜”产业发展大会由河南省农业科学
院、兰考县政府主办，中国农业科学院
郑州果树研究所（以下称郑果所）协办。

2018 年 ， 兰 考 县 共 发 展 蜜 瓜
10139 亩，总产量 3.6 万吨。2019 年预计
种植蜜瓜 1.5 万亩，截至目前，已种植
8000 多亩。兰考正以“兰考蜜瓜”这一区
域品牌为引领，大力推进无公害农产
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和农产
品地理标志登记工作，“兰考蜜瓜”正成
为兰考特色农产品的优秀代表。

郑果所所长助理高养杰介绍，为
助力兰考乡村振兴，2019 年，兰考县
被纳入首批中国农业科学院乡村振兴
科技示范县建设名单。郑果所牵头，联
合中国农业科学院 10 家单位和地方
科研力量共同实施，确定了以兰考蜜
瓜、蜜桃、蜜薯、奶山羊（简称“三蜜一
奶”）四大产业为主的科技支撑方案。

记者了解到，兰考蜜瓜品种以新
疆品种西州蜜 25 号为主，内地品种极
少。“西州蜜 25 号品质好，经济效益
高，我们主要提供相关种植技术，同时
在改善兰考土壤营养方面做了一些工
作。”郑果所果树瓜类栽培中心副主任

司鹏告诉《中国科学报》。
兰考土壤以砂壤土为主，保水保

肥性差、有机质含量低，土壤 pH 值约
为 8.0，土壤中、微量元素有效态含量
低，严重影响果实品质。“而瓜农化肥
超量施用现象比较普遍，对有机肥认
识不到位且投入不足，重施氮磷钾肥，
忽视钙镁铁锰硼锌等中微量元素施
入，不仅降低瓜果品质，还引起肥料利
用率降低，资源浪费，影响经济效益和
环境效益。”司鹏说。

针对以上问题，科研人员根据兰
考土壤状况和瓜果需肥规律，制定了
瓜果全套施肥技术方案，以达到改土、
提质、增效和省工的目的。

例如，在果园中示范行间生草技
术，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有效调节土壤
固相、气相和液相三相的比例，活化土
壤养分，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驱动有
益微生物的繁殖，提高果实品质。每亩
每年可产鲜草 5~6 吨，相当于施入商
品有机肥 1.5~2 吨。

又如，瓜果根域与土壤快速改良技
术是指针对兰考土壤的偏砂、偏碱、不
易改良等问题，采用蛋白质含量高的有
机肥和瓜果专用小分子配方增效肥对
根域土壤进行快速改良，刺激并促进局
部根系生长，提高养分吸收和瓜果品
质，同时，与常规施肥相比，用工少，节
省成本。

小分子配方增效肥是根据瓜果的

生长需肥规律，结合小分子增效剂，制
定绿色、易吸收的瓜果专用配方增效
肥，在提高果实品质的同时，实现化肥
均衡供应，降低化肥施用量。实践应用
结果表明，化肥减施量可达 25%以上，
是瓜果减肥增效的一项重要措施。

高养杰说，兰考乡村振兴示范县
建设项目实施以来，引进“长江蜜魁”

“众天 7 号”“众天 1293”等甜瓜新品
种 5 个；集成标准化机械化建园、宽行
密植、套种绿肥、水肥一体化、小分子
肥应用等技术 ５ 项。

此外，以建设国际一流试验基地
为目标，郑果所牵头，高标准打造 600
亩兰考综合试验站。目前，已经初步形
成园区整体规划，完成了 100 亩果树

和 300 亩绿肥的种植。
高养杰建议，兰考蜜瓜产业发展

首先应树立大格局，瞄准供应内地和
出口等高等消费群体，丰富品种供给，
走优质化生产之路，大力提升产品质
量，提高精品果供给，推动产业由增产
导向向提质导向转变。其次，应建立支
撑产业发展的科技服务平台，开展不
同单位间的科技合作，围绕产业链部
署创新链，强化协同创新，形成一体化
综合技术解决方案，同时推动科企合
作，引导优势科技资源向企业集聚。最
后，要培育乡村振兴大品牌，强化品牌
意识，高效开展“三品一标”建设，将兰
考蜜瓜产业打造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农
业领域的重要名片。

本报讯 近日，财政部、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入
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并制定了三个子项实施
指南。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规划建
设司司长钱毅在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优质粮食工程”自 2017 年启
动，已在增加绿色优质粮油产品供
给，促进农民增收、企业增效、消费
者得实惠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2018 年全国粮食产业经济实现总产
值 3.1 万亿，增幅超过 6%，粮食产业
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势头。

钱毅介绍，“优质粮食工程”包括
粮食产后服务体系、粮食质量安全检
验监测体系建设和“中国好粮油”行动
计划三个子项。为加强指导，分别制定
了《实施指南》，与《意见》一起形成

“1+3”的政策体系。
根据《实施指南》，粮食产后服务

体系要突出需求导向，优化功能布局
和服务体系布局。根据产粮大县区域
粮食产量、生产集中度、服务辐射半径
等，科学布点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初步
统计，全国共计划建设产后服务中心
5000 多个，已建设完成 1600 个左右；
黑龙江、广西、山东、甘肃、贵州等几个
省区还计划建设农户科学储粮仓约 60
万套，已建设完成 7 万多套。

粮食质检体系要突出服务功能拓
展，提高检验监测能力，完善强化功
能，以符合布局要求的粮食和储备部
门现有事业单位为主要依托、粮食骨
干企业和有关高校为补充，完善国家、
省、市、县四级检验监测机构网络。

“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要突出市
场品牌提升，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放大辐射带动效应。统筹兼顾产粮大
县、特色粮油生产县，择优选定示范县

（市）和示范企业，全面实施“五优联
动”，系统打造好粮油供应链。（李晨）

两部门推动
“优质粮食工程”深入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