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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选择脱毒柠檬苗与传统普通柠檬苗进行栽培棳通过椂斸时间对柠檬生长暍产量与感病性进行观察棳结果

表明椇脱毒柠檬树体冠幅度高于普通的冠幅度棳比普通树体增加棻灡椆棩暙棻椃灡椃 棩椈脱毒柠檬嫁接口粗度较普通

柠檬的高棻灡椄棻棩暙棽棿灡椂棻棩椈棽种处理的前期单位面积产量棳脱毒柠檬的比普通柠檬的高棳但差异不显著棳在第

棿年进入盛产期后棳脱毒柠檬的单位面积产量比普通柠檬高棽棿灡椃棸棩暙棾椂灡棽棿棩棳且差异达到显著水平椈普通柠

檬定植第棽年发现感染衰退病暍裂皮病棳第棾年以后棳感染裂皮病率为椆灡 棩暙棾棸灡棾棩棳感染衰退病率为

棿灡 棩暙棻棿灡棸棩椈普通柠檬定植第 或椂年后产量表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暎
关键词椇柠檬椈脱毒椈生长椈产量椈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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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柑橘良种选育是柑橘栽培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

保障棳在品种改良中棳确保种苗健康无毒是重要的

指标之一椲棻椵暎柑橘病毒类病害包括病毒病和类似病

毒病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棳世界上有椄棸余种柑橘

病毒和类似病毒病棳中国以黄龙病暍碎叶病暍裂皮

病和衰退病对柑橘生产的危害较大椲棽棴棾椵暎柠檬属柑

橘类重要 种类棳在 柠 檬 生 产 中棳目 前 以 衰 退 病

棬斆斣斨棭和 裂 皮 病

棬斆斉斨斾棭等病毒类病害危害较

重椲棿棴 椵暎感染衰退病的柠檬植株表现与感染衰退病

的柑橘类似棳初期病树新梢稀少棳叶暗淡棳开花异

常棳果多而小椈有些病叶叶脉出现局部透明棳茎和

枝的木质部出现凹陷点或陷沟椈有的病树在初期症

状出现几个月后棳突然萎蔫枯死椲椂棴椄椵暎感染裂皮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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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柠檬为害全株棳引起病株砧木嫁接口部位的树皮

呈纵向开裂暍翘起棳呈鳞片状剥落椈叶片少而小棳
新梢少而弱棳植株矮化棳落花落果严重棳严重时全

株死亡椈病毒主要通过修剪暍嫁接工具棳随苗木和

接穗等传播暎因此棳栽培无病脱毒柠檬苗木是防治

病毒病的有效途径暎在我国云南德宏柠檬产区棳经

调查发现棳因未能种植无病脱毒柠檬苗棳果园感染

裂皮病的发病株率为椄棩暙棽棸棩棳严重的达到棾棸棩
以上椈感染衰退病的发病株率为 棩暙棻 棩棳严重

的达到棽棸棩以上椈且种植棿暙椄斸的果园发病比重

大暎因感病导致果园产量不高棳严重影响果农的收

益棳不利于柠檬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暎柑橘栽培

无病毒苗的研究已有报道椲椆棴棻棻椵棳但柠檬栽培方面

未见报道暎本研究在棽棸棸 暙棽棸棻棻年棳选择柠檬脱

毒苗与传统栽培普通苗棳从幼苗移栽到开花结果棳
进入稳产期后进行比较试验棳旨在为柠檬优质种苗

生产与推广应用提供指导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品种选择

试验选择的供试品种为枳

棬斠斸旀棭棷尤 力 克 柠 檬 棬斕灡棭 灡
斊灡棳斉旛旘斿旊斸棳其健康种苗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橘

研究所提供棳普通柠檬种苗来源于德宏州生产传统

繁育基地棳种苗大小均为一级标准苗棳定植时进行

统一修剪棳均匀一致棳棽棸棸 年棿月棻椃日定植于云

南省农业科学院稻作站 棬现为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

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瑞丽试验站棭柠檬科研试

验基地暎果园前作种植柚子棳地势较平棳杂草较

少棳无沙石棳壤土棳肥力中上且均匀暎果园土壤酸

性棳旔斎灡棿棾棳有 机质 棽灡棻椄棩棳碱 解 氮 椆椄 旐旂暏
旊旂棴棻棳速效磷棻棻棻灡椆旐旂暏旊旂棴棻棳速效钾棻椃棻灡棸椃
旐旂暏旊旂棴棻暎
棻灡棽暋试验方法

试验材料为尤力克健康脱毒种苗和尤力克普通

种苗棳每种柠檬苗每个小区定植棾棸株棳椂个小区棳
设置棾次重复暎定植前挖长暍宽各椄棸斻旐棳深棿棸
斻旐的定植穴棳在挖穴时取出的表土中施棽棸旊旂腐

熟的农家肥和棻旊旂钙镁磷肥棳与表土混合均匀后

回穴暎株行距棽旐暳棾灡 旐棳种植密度为棻棾棽棸株

暏旇旐棴棽暎定植时棳在定植穴内挖棿棸斻旐暳棿棸斻旐暳
棿棸斻旐的定植坑棳将苗木放置中央棳扶正苗木填入

熟土压实棳定植后淋足定根水棳树盘覆草暎统一进

行正常的栽培管理暎

棻灡棾暋观测指标

从棽棸棸 暙棽棸棻棸年棳每年椆月中旬测定柠檬树

体冠幅度 棬冠幅度椊东西冠幅暳南北冠幅棭暍嫁接

口以上棻棸斻旐处粗度暍单株产量暍小区产量棳并观

察树体感病情况棳主要是裂皮病暍衰退病棳挂牌选

择椄椄 株棳棾 次重复棳共 棽椂棿 株进行观 察暎采用

斉旞斻斿旍暍斢斝斢斢棻棾灡棸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暎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灡棻暋不同柠檬种苗树体冠幅的差异

随着定植年龄的增加棳脱毒柠檬和普通柠檬的

冠幅度也相应增加棳且脱毒柠檬树体冠幅度在相应

时期都高于普通柠檬暎在第棻年和第棽年棳脱毒柠

檬树体的冠幅度与普通种苗柠檬树体的差异不显

著椈在第棿年和第椂年棳两种处理柠檬树体冠幅度

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棳脱毒柠檬分别比普通柠檬

增加棻棿灡椂棻棩和棻椃灡椃 棩 棬图棻棭暎

图棻暋柠檬树体冠幅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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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棽暋不同柠檬种苗树体嫁接口生长的差异

随着定植后柠檬树龄的增加棳棽种柠檬树体嫁

接口粗度也相应增加棳随着定植年限的增加其差距

增大暎脱毒柠檬由棾灡棾棽斻旐 增至棻棸灡棾棸斻旐棳普通

柠檬由棾灡棽椂斻旐增至椃灡椄斻旐棳且脱毒柠檬嫁接口

粗度在相应时期都高于普通柠檬的嫁接口粗度椈在

定植后的第棻年和第棽年棳两种苗嫁接口粗度差异

不显著椈在第棿年和第椂年棳其差异达到了显著水

平棳脱毒柠檬的嫁接口粗度分别比普通柠檬大

棽棾灡椃棽棩 暍棽棿灡椂棻棩 棬图棽棭暎
棽灡棾暋不同柠檬种苗树体产量的差异

从图棾可知棳从第棽年开始棳棽个处理都试花

挂果棳脱毒柠檬的平均产量为棻灡棽椃旊旂暏株棴棻棳普

通柠檬的平均产量为棻灡棻棽旊旂暏株棴棻暎随着树龄的

增加棳脱毒柠檬的单产相应增加棳普通柠檬的单产

在第椂年有所下降棳且脱毒柠檬的单产在相应时期

都高于普通柠檬椈同时棳随着树龄的增加棳棽个处

椄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椄卷



图棽暋柠檬树体嫁接口粗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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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单产差距较大棳第棿年脱毒柠檬处理的单产比

普通柠檬高棽棿灡椃棸棩棳差异达到显著水平椈第 年

增加率提高幅度 大棳为棾棿灡棻椆棩棳较上年提高

椆灡棿椆棩椈第椂年脱毒柠檬处理的单产 大程度高于

普通柠檬棳达棾椂灡棿椃棩棳两者差异呈显著水平暎

图棾暋柠檬单株产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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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棿可知棳棽种处理的小区单产呈相同的变

化趋势暎第棾年棳脱毒柠檬的单位产量为棻椂椃灡棸
旊旂暏旇旐棴棽棳普通柠檬产量为棻棿椂灡棸旊旂暏旇旐棴棽椈
棽个处理的产量在第棽年和第棾年较低棳二者差异

不显著椈第棿年进入盛产期棳脱毒柠檬的产量为

棿椂椄棿灡棸旊旂暏旇旐棴棽棳比普通柠檬高棽棿灡椃棸棩棳二

者差异显著椈在定植后的第 暍第椂年棳棽个处理

的单位面积产量差异达极显著水平棳脱毒柠檬产量

分别为 棻椆棸棸灡棸旊旂暏旇旐棴棽和 棽 棸棸灡棸旊旂暏旇旐棴棽棳
分别比普通苗处理增加棾棿灡椂 棩和棾椂灡棽棿棩暎普通

柠檬在第棿年达到盛产期棳定植第 暍第椂年单位

面积产量逐年下降暎
棽灡棿暋不同柠檬种苗树体感病性的差异

对柠檬脱毒种苗和普通种苗的树体进行衰退

病暍裂皮病调查分析棳柠檬脱毒种苗定植至第椂年

均未发现衰退病暍裂皮病感病植株棳长势良好树体

图棿暋柠檬单位面积产量的比较

斊旈旂灡棿暋斊旘旛旈旚旟旈斿旍斾旔斿旘旇斿斻旚斸旘斿旓旀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旍斿旐旓旑旜斸旘旈斿旚旈斿旙

健壮暎普通种苗定植第棽年棳即棽椂棿株中发现柠檬

感衰退病暍裂皮病分别为棿株暍椂株暎第棾年以

后棳裂皮病逐年增加比率分别为椇椆灡 棩暍椆灡 棩暍
棻棸灡棽棩暍棾棸灡棾棩棳衰退病 逐年增 加 比 率 分 别 为椇
棿灡 棩暍棿灡棽棩暍椃灡棽棩暍棻棿灡棸棩棳树 势 明 显 减 弱暍
产量开始下降暎
棾暋讨论与结论

德宏柠檬产区受裂皮病暍衰退病的为害椲椵棳柠

檬种苗带毒普遍棳田间感染率高暎生产中防控裂皮

病暍衰退病的根本措施是种植无病脱毒种苗暎经过

椂斸种植无病毒柠檬苗和普通苗的比较试验棳表明椇
消除病毒源棳脱毒柠檬苗植株与传统未脱毒的普通

种苗植株相比较棳定植后棳脱毒柠檬明显生长速度

快棳脱毒柠檬树体冠幅度暍嫁接口粗度高于普通的

冠幅度椈幼树期棳脱毒柠檬提早结果棳且量大棳进

入生产期后棳连续显著增加产量棳这与柠檬健康树

体是分不开的暎无病毒柠檬树体长势强暍生长量

大暍结果枝梢多且健壮暍开花质量较好棳为树体提

供了易形成稳定的保花保果条件暎脱毒柠檬在第

年以后棳产量呈增加的趋势棳而普通柠檬表现逐年

下降的趋势棳主要是因为传统未脱毒柠檬棳在长期

嫁接繁殖过程中棳往往积累感染一种或几种病毒病

和类似病毒病害棳病毒病危害导致柠檬树体新梢抽

发减少棳植株冠幅度降低棳树体生长势逐渐减弱暎
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椲椆椵暎

普通柠檬定植第棽年发现感衰退病暍裂皮病棳
第棾年以后棳裂皮病率明显增加棳这主要是传统柠

檬苗未经脱毒棳直接繁育进入生产棳本身带毒的

结果暎
因此棳加强建立柠檬脱毒苗繁育基地棳推广无

病毒柠檬苗木棳并规范柠檬栽培管理棳是控制柠檬

椆第椂期 杨恩聪等椇脱毒与普通柠檬苗栽培评价椇栺灡 树体生长暍产量与感病性差异



病毒病棳实现柠檬优质高产和规模化栽培的关键

技术暎
致谢椇感谢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橘研究所栽培研究室

与育种研究室为本研究提供的柠檬脱毒优质种苗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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