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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樱桃果实的大小

新南威尔士州初级产业部

简介

消费者正在寻求更大的樱桃，根据市场回报，樱桃越大，代理商给他们的支

票就越大。尽管消费者可能仍然接受 24mm 的樱桃，更大的果实带来更高的回报

—这可能是决定一个果园未来生存能力的因素。对于中后季水果来说，一盒 5

公斤重的 22-24 毫米的小樱桃售价为 20-25 美元，而 26-28 毫米的大樱桃每 5

公斤装(毛重)售价为 35-40 美元。如果把生产成本考虑在内，净收益和利润的差

异就更大了。假设每箱的成本约为 14 美元，小水果的净回报仅为 5至 10 美元，

而大水果的净回报为 20 至 25 美元。

然而，更大的果实可能是有代价的，因为生物潜力与市场回报同等重要。和

所有果树一样，樱桃树只能结一定数量的果实。这个数量可能包括大量的小水果

和少量的大水果，或者，最好是中等数量的中等大小的水果。达到这种最佳的平

衡可能是困难的，但下面的建议可以帮助操纵樱桃树，以产生一个理想的果实大

小范围。

中等的果实设置在樱桃树上的柯尔特砧木。果数、果大小和叶片生长平衡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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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因素会导致小樱桃？

小樱桃并非不可避免(除非选错了品种)。一些主要原因包括：

• 错误的品种和砧木选择

• 不恰当、不合适的修剪

• 较小树上的果实太多-不平衡(即果实太多，叶面积太少)

• 树体不强壮

• 在关键时期缺水

• 高温协迫

作物负载-要把握好平衡

最佳的作物负载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现代果园比过去更一致、更健康，

产量也更可预测。此外，樱桃园的经营者们正在通过保护性的结构和处理，来控

制气候因素。当授粉失败、霜冻或意外的热浪时，仍将干扰樱桃的种植，樱桃生

产的不确定性正在减少。以下两个例子提供了一些关于精确的作物负载可以达到

效果的见解。在确定水果大小时，表 3给出了一些有用的比较。

由于最高作物负荷和最低作物负荷之间只有 30%的差异，这些例子中的毛回

报非常相似，但轻负债的净回报比重负债的高 40%。

这些树显示了樱桃负载的一些重要原则：

• 重要的是要使收获与树的大小相匹配。

• 水果大小是有上限的。轻负载不会进一步增加尺寸。

• 对这种变量/位置相互作用的典范好象是：25 个樱桃/cm2 TCSA(茎的横截面

积)，产量效率约为 0.25。

表 1.经过适度修剪的 15 年生树。

估产 轻负载 轻中负载 中负载

树体大小 中-大 中-大 中-大

产量/棵 14.9 17.3 20.3

24mm 以上果比例 53 31 19

毛收入（每棵） 82.44 81.02 89.71

净收入 44.28 38.30 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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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得到正确的结果确实需要一些计数和测量。一些使用芽、短枝和分枝长度

的更简单的方法正在测试中。

测量收获负载和树冠

用一个简单而有意义的方法来测量果的数量对于准确的作物加载量是重要

的，一棵樱桃树应该、也能够为市场提供大小最佳的包装。以下树和果的测量将

有助于作物负荷的决定。

• 树座

这(在嫁接接合处以上约 10 厘米处测量，并永久性地用油漆标记)是一种简

单而准确的树木生长测量方法。直到 8岁左右，臀部的持续增长与果实负载量保

持一致。这一年龄后，臀部将继续增长，但果实产量将停滞不前。

• 树冠体积（CV）

表 2.4 年生树（这是一个特定的情况，但它清楚地显示了作物装载的原则)

果园生产

估产 轻负载 优化 重负载

树体大小 中 中-大 小-中

树座周长 28 32 23

树干横截面积（cm2） 62．2 81．3 44．1

产量（每棵）（kg） 6．2 18．9 16．8

大小平均值（g） 9．3 9．3 7．7

大于 26mm 果的比例% 80 70 23

果数量 667 2041 2194

作物负载模型

作物负载（个/cm 树座周长） 23．8 63．8 95．4

作物负载（个/cm2 TCSA） 10．7 25．1 49．8

产量效率（kg/cm2） 0．100 0．233 0．381

经济性

毛收入 58．88 167．90 120．25

净收入 40．68 113．20 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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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于栽植密度，4-10 年树龄的 CV 可达到最大值。CV，与树座尺寸相比，

在生产停滞前 2-3 年达到最大值。对于较老的树木，对作物负荷 CV 是一个较好

的基准。计算是基于简单的几何形状，如锥形和“盒子”。

• 叶面积和数目

这些测量在生理上是准确的，但更难测量。目前正在制定一些直观评估叶冠

的经验法则。

• 负载量(CL)与产量效率(YE)

作为对树体大小的响应，CL 和 YE 都使用树座周长或树座面积测量值，来表

示果实数量(CL)或作物重量(YE)。这些测量方法对于年轻的树木来说是非常好的，

但是树冠的大小（CV）对于年龄在 8岁以上的树木来说更准确。

要有一个正确的开始

在正确的位置，以正确的品种、砧木和最佳实践果园设计建立园区，是必不

可少的第一步。

品种

有些品种，如拉宾，果实大，产量高。其他品种，如 Summit 和 Sunburst，

由于产量很低，所以果实很大。

选择品种的关键是潜在的果实大小和收获能力。尽管气候和土壤影响品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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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但一些收获特性是仍存在的。

Van, Stella, Ron’s, Chelan 和 Merchant 都可以在水果大小下降的情况下

过度负载。虽然大的果实可以部分弥补损失，但 Sir Tom, Tieton and Regina

可能减产。

值得注意的是，樱桃生长的许多方面，如修剪、砧木、授粉和灌溉，都可以

改变或克服这些品种特性。

水果的大小只是选择品种的一个标准。尽管苗圃目录中的描述信息，例如，

“这个季节的大果实，只要不过度收获”就显得模糊，当考虑到所有其他因素时，

这往往是正确的。

砧木

砧木的选择是一个樱桃园整体管理包的一部分，果实大小只是标准之一。对

于特定的气候、土壤、品种和培训系统，管理投入的目的是实现良好的种植水平

和良好的果实大小，除非选择了错误的砧木。

砧木与品种的相互作用至关重要。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具有早熟砧木的少果

品种和具有更旺盛砧木的早熟品种的繁殖。

以下是一些例子，说明特定砧木的选择如何影响收成和果实大小：

• 如果种植在气候更热、更干燥、灌溉有限、土壤更贫瘠的地区，Gisela 5

号和 Gisela 6 号将会结出小的果实。（Gisela 吉塞拉）

• Mahaleb 需要一个深的，自由排水的土壤，不受疫霉菌的影响，否则收成会

更沉重，树小，果实也小。(圣露西 64 号和 405 号有更大的弹性。)

• Colt（考特） 产生较大的树，收获通常早熟，但随着树龄的增长座果率下

降。这可以防止过度负载，保持良好的果实大小。Colt 仍然是许多地区的一

个良好砧木。

• Geissen 或 GM 系列作为矮化砧木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反应。然而，大多数矮化

砧木如果不修剪好，会产生严重的过度收获，但 Damil (GM 61)诱导了坐果

率减少，从而获得良好的果实大小。

树体设计

树形和修剪制度可以影响作物负荷和果实大小。花瓶状和丛状系统使用更严

格的修剪来实现它们的形状。这促进了更多的营养生长，抑制了花芽的生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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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领导干树形、纺锤和棚架系统鼓励早期结果和刺激发展，伴随与之相关过度负

载的风险。如果树木修剪不当，小果是不可避免的。

果实发育周期

樱桃生产的特点是，叶片发育迅速，果实发育迅速，较长的采后生长期。没

有平衡的作物负荷，水果的大小就会减少。关键时期包括：

• 早中期品种从开花到收获需 50-60 天；晚熟品种 100 天。

• 萌芽后 30 天全叶发育完成。

• 萌芽后 30 天起开始遮荫，60 天达到最大值。

• 水果最终重量的 25%是在最后一周增加的。

叶-最重要的支持因素

树叶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和糖，这对樱桃的生长至关重要。

它们不仅生产食物，而且还帮助从树的其他部分和土壤中调动营养和储备。虽然

认识到了叶片在生长更大更好樱桃果实中起着关键作用，但种植者需要知道，叶

子是否足够，它们是否健康，以及茂盛的树冠并不局限于决定果实大小的能力上。

茂盛的树冠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观察。

光照

在季节中樱桃的叶子比其他物种的叶子更早地具备光合能力。这就是为什么

樱桃树能够在很短的生长季节里长成一个成熟的作物的原因。这种活动发生在尽

管叶面积相对较小和天气较冷的情况下。幼小的果实由果实旁的鞭毛叶、其他鞭

毛叶、一些新长出的叶和贮藏在根系和树干中的营养喂养。

缺乏光线是非常有害的。即使减少 10-15%，也会降低座果和水果质量，尤其

是糖和味道。虽然水果的大小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有两个间接的影响。第一，坐

果率减少导致果实减少，可以减少小果的数量。然而，第二个间接的影响可以否

定这种大小的改进。果园经济学经常要求一次性收获。荫影区的果实会相对提前

5到 7天采摘，而且不会达到最大的尺寸或最佳的糖分，因此会有酸味。

注意：“荫影的叶子”更大更薄。这些都是弱光的一个很好的指标，就像长

和细的树干一样。树下斑驳的而不是密实的阴影，表明光线穿透能力良好。

叶/果比平衡

樱桃树的这一比例没有绝对数字，但在华盛顿 1987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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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果实的叶面积增加到 100 平方厘米时，果实的大小继续增加。实际上，这相

当于每个果实两片健康的叶子。

一个有用的果园指南是水果的可见性。如果你能看到 20%的收成，那么这种

平衡就很好，但如果你能看到大部分果实，那么这棵树就会被过度修剪，不平衡，

樱桃就不能充分发挥其生长潜力。

修剪-管理叶冠层

定期修剪是必要的。它不仅发展最佳冠层，但它也疏除潜在的果芽，以最大

限度地扩大果实大小。下面的修剪建议将会有所帮助：

• 四年以上的丛果枝产生更小果实。更新修剪和去除老的丛果枝将改善果实大

小。

• 移除树内侧的遮阳枝。

• 疏除两三岁的长臂枝。

• 收获后的夏季倾斜值得一试。

• 两到三年树枝去头，减少芽的数量。

栽培管理

在叶子和果实之间建立适当的平衡，可以使果实的大小最大化。管理水和营

养将确保潜力得到实现。最佳实践原则是基础，以下几点尤为相关：

• 贮备用水(如亏缺灌溉)可用于迟后地区的晚熟品种。夏季降水可以降低协迫

反应，但贮备水仍有一定的益处。

• 收获后施肥可以增加芽而不是叶的营养。

• 健康的花芽产生更大的花和潜在更大的果实。

疏除

与所有核果一样，基本的负载量控制是通过修剪来实现的。事实上，在商业

环境中，这是樱桃疏果的唯一方法，因为樱桃的生长季节较短，果小且每棵树结

的果多，因此人们不再想手工疏除果实。这可能随着化学疏果的某些进展而改变。

用于其他落叶水果作物的疏果化学品可能有助于减少作物负荷。初步测试是有希

望的，特别是在去除本季节生长基础上的生长轮周围的果实。

总结一下

樱桃分级成功的秘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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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你的树

• 选取小区内约 6个典型株进行研究和监测。

• 数一数并记录果实，测量嫁接座(在嫁接口上方约 10 厘米处永久标记)。

• 树可以分割成分支单位，以简化计数。

• 注意遮蔽的迹象(致密的阴影，生长弱，叶片薄)。

管理你的树

• 精细调整灌溉计划

• 推迟施肥，直到收获之后。

修剪你的树

• 不要害怕，保持平衡。

• 使用夏季拉枝。

• 平衡花枝和营养枝

平衡你的树

• 淘汰老的结果枝

了解你的市场

• 检查市场回报

• 再评估经济数据

获得合适的作物产量和生产最受欢迎的樱桃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可以实现的。

这些概念是基本的，管理任务是简单的、廉价的和非常具有成本效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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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桃树的这一比例没有绝对数字，但在华盛顿198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当每个果实的叶面积增加到100平
	一个有用的果园指南是水果的可见性。如果你能看到20%的收成，那么这种平衡就很好，但如果你能看到大部
	修剪-管理叶冠层
	定期修剪是必要的。它不仅发展最佳冠层，但它也疏除潜在的果芽，以最大限度地扩大果实大小。下面的修剪建
	•四年以上的丛果枝产生更小果实。更新修剪和去除老的丛果枝将改善果实大小。
	•移除树内侧的遮阳枝。
	•疏除两三岁的长臂枝。
	•收获后的夏季倾斜值得一试。
	•两到三年树枝去头，减少芽的数量。
	栽培管理
	在叶子和果实之间建立适当的平衡，可以使果实的大小最大化。管理水和营养将确保潜力得到实现。最佳实践原
	•贮备用水(如亏缺灌溉)可用于迟后地区的晚熟品种。夏季降水可以降低协迫反应，但贮备水仍有一定的益处。
	•收获后施肥可以增加芽而不是叶的营养。
	•健康的花芽产生更大的花和潜在更大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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