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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标准根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浙江省林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浙江省林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杭州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浙江农林大学、杭州市临安区农林技术推广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董建华、叶正钱、丁立忠、胡俊靖、徐梁、袁紫倩、赵伟明、陈岗、叶

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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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核桃分区施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山核桃分区施肥技术相关的术语和定义，施肥分区、施肥原则、山核桃分区施

肥方案、肥料选择与施用等。 

本标准适用于经营的山核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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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8877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NY 525 有机肥料 

GB 15063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山核桃施肥分区 

依据土壤养分的地理空间分异和供肥特性以及山核桃营养需求规律，按照施肥相近的原则划

分山核桃林地区域。 

3.2  

山核桃施肥主区 

以山核桃林分土壤的立地条件为主导因素，基于土壤形成的的母岩地层及成土母质类别划分

的山核桃林地施肥区域。 

3.3  

山核桃施肥亚区 

各山核桃施肥主区内，根据土壤反应和对山核桃生长、结果有限制作用的土壤养分条件划分

出的区块。 

3.4  

目标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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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山核桃林立地条件及土壤肥力水平，正常年景下通过合理施肥措施能达到的产量。 

4 施肥分区 

4.1 山核桃施肥主区 

分为3个施肥主区，各主区特征见表1，分布图见附录A。 

表1 山核桃施肥主区基本特征 

编号 类型名称 岩性 土壤特性 

Ⅰ 富钙、粘质土壤区 泥质灰岩、白云质灰岩、碳质硅质泥岩 富钙，富铜、富锌、缺硼 

Ⅱ 钙质、砾质土壤区 
钙质页岩、灰黑色硅质页岩、硅质泥岩、黑色

含炭质页岩 
中钙，低铜、低锌、缺硼 

Ⅲ 酸性、壤质土壤区 
花岗岩、流纹质凝灰熔岩、流纹斑岩、熔凝灰

岩、粉砂岩、凝灰质砂砾岩、粉砂质泥岩 
低钙，缺铜、缺锌、缺硼 

 

4.2 山核桃施肥亚区 

每个施肥主区各分为4个施肥亚区，各亚区主要特性见表2，分布图见附录A；土壤酸碱度等

级、土壤养分丰缺指标见附录B。 

表2 山核桃不同施肥亚区土壤主要肥力特性 

编号 类型名称 土壤酸碱度 主要养分状况（mg/kg） 

Ⅰ-1 富钙、稳氮、稳钾区 适宜至弱酸性（pH>5.2) 富氮、钾中等及以上（N>120、K≥80） 

Ⅰ-2 富钙、稳氮、增钾区 适宜至弱酸性（pH>5.2) 低磷、低钾（P<5、K<80） 

Ⅰ-3 酸化、控氮、稳钾区 强酸性（pH≤5.2） 富氮、钾中等及以上（N>120、K≥80） 

Ⅰ-4 酸化、控氮、增钾区 强酸性（pH≤5.2） 低磷、低钾（P<5、K<80） 

Ⅱ-1 钙质、控氮、稳钾区 适宜至弱酸性（pH>5.2) 富氮、钾中等及以上（N>120、K≥80） 

Ⅱ-2 钙质、控氮、增钾区 适宜至弱酸性（pH>5.2) 低磷、低钾（P<5、K<80） 

Ⅱ-3 酸化、减氮、稳钾区 强酸性（pH≤5.2） 富氮、钾中等及以上（N>120、K≥80） 

Ⅱ-4 酸化、控氮、增钾区 强酸性（pH≤5.2） 低磷、低钾（P<5、K<80） 

Ⅲ-1 酸性、控氮、稳钾区 适宜至弱酸性（pH>5.2) 富氮、钾中等及以上（N>120、K≥80） 

Ⅲ-2 酸性、控氮、增钾区 适宜至弱酸性（pH>5.2) 低磷、低钾（P<5、K<80） 

Ⅲ-3 严重酸化、减氮、稳钾区 强酸性（pH≤5.2） 富氮、钾中等及以上（N>120、K≥80） 

Ⅲ-4 严重酸化、减氮、增钾区 强酸性（pH≤5.2） 低磷、低钾（P<5、K<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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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肥原则 

5.1 合理施肥与土壤改良相结合。 

5.2 以有机无机复混肥为基础，大量元素肥料和微量元素肥料补充施肥相结合。 

5.3 少量多次。 

6 山核桃分区施肥方案 

6.1 山核桃主区施肥 

6.1.1 采用大配方肥的，每年施基肥和追肥各一次。基肥为 N:P2O5:K2O配比 7:3:10的有机无机

复混肥，追肥为 N:P2O5:K2O 配比 9:3:10的有机无机复混肥。有机无机复混肥应符合 GB 18877的

要求。 

6.1.2 不同施肥主区有机无机复混肥的年施用量分别为：Ⅰ区基肥用量每亩（667m
2
）17 kg～21kg,

追肥用量每亩（667m
2
）9 kg～11 kg；Ⅱ区基肥用量每亩（667m

2
）11 kg～16 kg，追肥用量每亩

（667m
2
） 6 kg～8 kg；Ⅲ区基肥用量每亩（667m

2
）7 kg～11 kg，追肥用量每亩（667m

2
）3 kg～

6 kg。 

6.2 山核桃亚区施肥 

山核桃亚区施肥的主要养分配比、年施用量等情况见表3，土壤改良和补充施肥方案分别见

附录C和附录D。 

表3 山核桃不同施肥亚区推荐施肥方案 

类型

区 

目标产量 

（千克/亩） 

养分配比及施用

量 N:P2O5:K2O 

（千克/亩） 

土壤酸性改良 补充施肥方案 

Ⅰ-1 550 2.5:0.7:3.1 土壤 pH<5.8 时，结合土壤改良 参照附录 D（Ⅰ）方案 

Ⅰ-2 350 1.5:0.5:2.4 土壤 pH<5.8 时，结合土壤改良 参照附录 D（Ⅰ）方案 

Ⅰ-3 270 1.2:0.4:1.6 结合土壤改良 参照附录 D（Ⅰ）方案 

Ⅰ-4 190 0.8:0.3:1.1 结合土壤改良 参照附录 D（Ⅱ）方案 

Ⅱ-1 480 2.1:0.7:2.7 土壤pH<5.8时，结合土壤改良 参照附录 D（Ⅰ）方案 

Ⅱ-2 390 1.7:0.5:2.6 土壤pH<5.8时，结合土壤改良 参照附录 D（Ⅱ）方案 

Ⅱ-3 390 1.8:0.5:2.2 结合土壤改良 参照附录 D（Ⅱ）方案 

Ⅱ-4 260 1.1:0.4:1.8 结合土壤改良 参照附录 D（Ⅱ）方案 

Ⅲ-1 520 2.4:0.7:3.0 土壤pH<5.8时，结合土壤改良 参照附录 D（Ⅲ）方案 

Ⅲ-2 220 0.9:0.3:1.6 土壤pH<5.8时，结合土壤改良 参照附录 D（Ⅲ）方案 

Ⅲ-3 250 1.0:0.3:1.4 结合土壤改良 参照附录 D（Ⅲ）方案 

Ⅲ-4 200 0.9:0.3:1.4 结合土壤改良 参照附录 D（Ⅲ）方案 

7 肥料选择与施用 

7.1 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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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腐熟的有机肥,符合NY 525的要求。 

7.2 化肥 

大量元素配肥选择中性或碱性化学肥料。 

7.3 配肥方法 

根据养分配比，可选用相应肥料自行配制或选用符合分区养分比例的复混肥料，复混肥料应

符合GB 15063的要求。 

示例：配置 2 kg 氮（N）、1 kg 磷（P2O5）、3 kg 钾（K2O）的配方肥，需要尿素（含氮 N46%）4.3 kg（2 kg/46%=4.3 

kg）、钙镁磷肥（含有效磷 P2O512%）8.3 kg(1 kg/12%=8.3 kg)、氯化钾（含 K2O60%）5.0 kg(3 kg/60%=5.0 kg)，

再将三种化肥混匀即可。 

7.4 施用方法 

采用沟施或穴施。基肥使用时间为秋季或早春，追肥以6月初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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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山核桃主产区施肥分区图 

A.1 山核桃主产区施肥分区图 

山核桃主产区施肥分区图见图A.1。 

 

图A.1 山核桃主产区施肥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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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山核桃林地土壤酸碱度评价与土壤养分丰缺指标 

B.1 林地土壤酸碱度评价 

林地土壤酸碱度评价见表B.1。 

表B.1 山核桃林地土壤酸碱度评价 

级别 强酸性 弱酸性 适宜 

pH ≤5.2 5.2<pH<5.8 pH≥5.8 

B.2 土壤养分丰缺指标 

土壤养分丰缺指标见表B.2。 

表B.2 土壤有效养分丰缺指标（mg/kg） 

元素 缺乏 中等 丰富 

碱解氮 <80 80～120 >120 

有效磷 <5 5～10 >10 

速效钾 <80 80～110 >110 

交换性钙 <800 800～1500 >1500 

交换性镁 <90 90～160 >160 

有效铜 <1.5 1.5～2.6 >2.6 

有效锌 <0.9 0.9～1.4 >1.4 

有效硼 <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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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山核桃林地土壤酸性改良推荐方案 

山核桃林地土壤酸性改良推荐方案见表C.1。 

表C.1 山核桃林地土壤酸性改良推荐方案 

土壤 pH 土壤酸性改良措施 

5.2<pH<5.8 
每年施 2 次石灰和有机肥，每次每亩施 50 kg 石灰、75 kg腐熟有机肥； 

每年施 1 次钙镁磷肥，每亩施 30 kg 钙镁磷肥。 

pH≤5.2 
每年施 2 次石灰和有机肥，每次每亩施 100 kg 石灰、100 kg 腐熟有机肥。 

每年施 1 次钙镁磷肥，每亩施 50 kg 钙镁磷肥。 

 



DB33/T XXXXX—XXXX 

9 

B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山核桃林地补充施肥推荐方案 

应根据土壤有效铜、锌、硼等微量元素含量及山核桃植株营养失调症状施用相应的微量元素

肥料；应严格控制微量元素肥料的施用量，注意后效，防止过量施用产生毒害和避免引起土壤污

染。山核桃林地补充施肥推荐方案见表D.1。 

表D.1 山核桃林地补充施肥推荐方案 

微量元素 

Ⅰ区 Ⅱ区 Ⅲ区 

施用量 

（千克/亩） 

间隔 

（年） 

施用量 

（千克/亩） 

间隔 

（年） 

施用量 

（千克/亩） 

间隔 

（年） 

硫酸铜 0.25～0.5 2 0.25～0.5 1 0.5 0 

硫酸锌 0.5～1 2 0.5～1 1 1 0 

硼砂 0.5 0 0.5 0 1 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