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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荔枝生产技术规程》 

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规程起草组成员: 杨子琴、何书强、李松刚、张蕾、张金峰、

洪继旺、杨友华、陈华蕊、黄建峰、赵志常、栾爱萍 

 

本规程起草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

研究所、海南兴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乐东琛源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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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概况 

1 任务来源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农业

农村标准化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19〕120 号）和《海

南省质量强省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农村标准

化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琼质强省〔2020〕6号）要求，海南省农

业农村厅《农业农村标准制修订实施方案的通知》（琼农字〔2020〕

363 号）推荐将《番荔枝生产技术规程》列入制定计划，海南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下达海南省 2020 年度第四批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计划表将

《番荔枝生产技术规程》立项，并责成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

品种资源研究所承担制订任务。 

2 协作单位 

海南兴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位于临高县博厚镇，经营范围

包括：农业综合开发、包装运销、仓库储藏等，是临高县重点产业扶

贫企业之一，建有“凤梨释迦”番荔枝抗病丰产栽培技术示范基地

1683 亩。 

乐东琛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位于乐东江边马眉基地，占地

面积 1300 亩，果园里共种植 20 个树种、45 个品种名优稀特热带水

果，目前兼具热带果树科普、旅游观光、科学研究等功能于一体，未

来将会打造成热带珍稀水果种植基地。 

 

图 1 海南兴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示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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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乐东琛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图 3 番荔枝挂果 

 

 

图 4 品资所番荔枝育苗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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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过程 

2020 年 7 月，海南省农业农村厅下达任务后，由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主持，成立了《番荔枝生产技术规程》

标准编制小组。编制小组制定了详尽的工作计划，对人员及分工进行

了安排。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和海南兴国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乐东琛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近几年合作的番荔

枝科研和生产项目，已获得番荔枝大量基础数据，通过走访新盈番荔

枝种植合作社和昌江洪棉农业番荔枝种植合作社等企业对缺乏的相

关数据进行必要的补充测定和整理。在实地调查的同时，通过互联网

数据库和图书资料，对番荔枝的栽培管理、采收、运输、品质等相关

资料进行了广泛的收集。通过整合多方面资料，编制人员制定了本规

程的初稿。初稿形成后，项目组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在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召开了标准内部讨论会，编制人员

根据讨论意见进行修改，形成了该标准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专家（见

表 1）意见，共收到反馈修改意见 50 条。编制小组在此基础上对本

标准做出相应修改与补充，形成了本标准的送审稿。 

 

表 1 征求意见专家名单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从事专业 
职称  

（职务） 

谢圣华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植物保护 研究员 

梁延坡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植物保护 助理研究员 

魏永赞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果树 副研究员 

董易之 
农业农村部蔬菜水果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

心 
检测 副研究员 

胡福初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果树研究所 果树 副研究员 

王登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

究所 
土肥 副研究员 

张中润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

究所 
植物保护 副研究员 

黄丽娜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

究所 
土肥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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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祥军 海南省乐东县热作办公室 果树 高级农艺师 

李焕苓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

所 
植物保护 助理研究员 

马武强 海南大学 果树 助理研究员 

杨友华 乐东琛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果树 农艺师 

张金峰 海南兴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果树 农艺师 

 

4 主要标准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规程起草人: 杨子琴、何书强、李松刚、张蕾、张金峰、洪继旺、

杨友华、陈华蕊、黄建峰、赵志常、栾爱萍。 

 

表 2 规程起草人名单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工作内容 
职称  

（职务） 

杨子琴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

究所 

标准编写及

实验室检测 
副研究员 

何书强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

究所 

田间数据测

定 
助理研究员 

李松刚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

究所 

果实品质测

定 
副研究员 

张蕾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

究所 
实验室检测 副研究员 

张金峰 海南兴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投入品记录

及市场调研 
农艺师 

洪继旺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

究所 
市场调研 助理研究员 

杨友华 乐东琛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化肥农药投

入品记录 
农艺师 

陈华蕊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

究所 
实验室检测 副研究员 

黄建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 田间管理试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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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 验 

赵志常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

究所 
校稿 副研究员 

栾爱萍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

究所 

查阅整理数

据 
助理研究员 

 

二、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 本标准编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原则：通过标准化，使番荔枝更好地满足

国内外市场需求，达到效益的最大化，促使该项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是因地制宜原则：标准制订坚持从我省生产的实际出发，结合

了番荔枝生产的实际情况，以调研和实测数据为基础。 

三是科学实用原则：标准内容上体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在

尊重科学、广泛征求意见及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紧贴生产实践，因此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2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立足于番荔枝生产销售的实际情况，注重产品质量和安全

性，保证标准技术先进性、经济合理性、切实可行及协调统一性。 

三、主要试验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

论证及预期经济效果 

1 试验分析及综述报告 

番荔枝（Annona squamosa L.）属番荔枝科（Annonaceae）番荔

枝属（Annona）植物，又称释迦果、洋波罗、假菠萝、佛头果，呈

圆球状或圆锥形，果皮黄绿色，外表有瘤状凸起，薄白蜡粉。果肉富

含维生素、蛋白质、氨基酸、矿物质等，鲜嫩美味，浓甜爽口，营养

丰富而深受消费者的喜爱。番荔枝为热带亚热带半落叶性灌木或小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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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广泛分布于非洲、美洲、亚洲与近太平洋国家的热带地区，在我

国海南、广东、广西、福建、台湾等区域都有种植（张振境等 2017；

刘友接等，2018），但面积都不大，产量不高，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目前市场销售的果品主要来源于我国台湾和东南亚国家；一般产地批

发价 40～60 元/kg，因其经济效益高，近年来在海南发展势头迅猛。

目前，海南番荔枝产区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管理随意性大，尤其番荔

枝生产中的整形修剪栽培技术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借鉴，导致番荔枝

生产整体经济效益不高，因此，番荔枝标准化栽培技术的探索有待于

进一步加强。 

番荔枝为半落叶果树，花芽被叶柄基部包裹，叶片不脱落，花芽

就很难萌发，前人研究表明修剪摘叶等技术措施能在摘叶的节位更快

速萌发新芽并抽生花芽，这种成花调节技术能使番荔枝连续产果，在

生产上具有重要意义（陈桂平等，2010）。但是番荔枝属于可春秋两

季开花结果的果树，对于春季自然落叶的番荔枝来说，修剪枝条摘除

叶片过程中极易伤到腋芽，且剪去的枝条都是营养枝，造成了碳水化

合物的大量损耗，修剪枝条后抽生出的花芽因缺少碳水化合物的充足

供应而难坐果；另外修剪对海南番荔枝老树极易造成晒裂皮，生产上

严重制约了产量的形成。如何权衡生产上修剪与否以及修剪的程度还

没有统一的论断。 

 
图 5 不同修剪方式对春季新芽萌发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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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T1：短截（留 20cm 枝条）留两个芽点并摘叶；T2：短截留两个芽点留叶柄；T3：短

截留两个芽点不摘叶；T4：留中间枝条 5 枝，短截外围枝条留两个芽点并摘叶；T5：留中

间枝条 5 枝，短截外围枝条留两个芽点留叶柄；T6：留中间枝条 5 枝，短截外围枝条留两

个芽点留叶；T7：去顶芽（剪除顶芽不短截），枝条底部两个芽点摘叶；T8：去顶芽，在枝

条底部两个芽点摘叶留叶柄；T9：去枝条顶芽并留枝条上端 3 张叶片，其它叶片全部摘除。 

 

 

 

图 6 短截与不短截对春季新芽及花蕾发育的影响 

 

 

图 7 短截对春季新芽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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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修剪方式对秋季新芽萌发的影响 

 

 

图 9 农药残留检测报告 

 

2 技术经济论证及预期经济效果 

(1) 春季不同修剪方式与不短截只摘叶的效益比较 

 

表 3 春季不同修剪方式对挂果、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处理 枝条挂果率 单果重/kg 亩产/kg 
一等果率

0.7~1kg 

二等果率

0.4~0.7kg 

T1 20±1.5% 0.4~0.8±0.05 200 8.3% 51.8% 

T2 20±1.5% 0.4~0.8±0.05 200 8.6%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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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 20±5% 0.4~0.9±0.05 200 8.5% 52.5% 

T4 40±1.5% 0.375~0.9±0.05 350 10.4% 49.6% 

T5 40±1.5% 0.375~0.9±0.05 350 9.7% 48.3% 

T6 40±1.5% 0.375~0.9±0.05 350 10.8% 51.2% 

T7 50±2.5% 0.35~0.9±0.05 400 9.5% 50.5% 

T8 50±2.5% 0.35~0.9±0.05 400 9.3% 49.7% 

T9 5±1.5% 0.4~0.9±0.05 30 0% 70% 

 

(2) 秋季不同短截方式对番荔枝效益的影响 
 

表 4 秋季不同短截方式对挂果、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处理 
枝条挂果

率 
单果重/kg 亩产/kg 

一等果率

0.7~1kg 

二等果率

0.4~0.7kg 

短截外围 1/3 枝条并

摘叶 
32% 0.4~0.9±0.05 525 50% 50% 

短截外围 2/3 枝条并

摘叶 
65% 0.35~0.9±0.05 750 45% 30% 

全部短截并摘叶 85% 0.2~0.7±0.05 675 5% 30% 

 

由表 3、表 4 可以看出春季不短截配合摘叶即可达到高产优质兼

顾的效果，秋季短截外围 2/3 枝条并摘叶对番荔枝生产优质果及增产

最有利。 

（3）预期经济效果 

    目前品资所运用该项番荔枝种苗嫁接技术，年销售 1 万株二次嫁

接苗，实际经济效益逾 30 万，种苗供应海南岛中西部。该技术的推

广将有利于带动各种苗生产企业优质优价销售海南番荔枝种苗。 

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海南番荔枝两季生产技术的关键在修剪，本

标准的推广将极大的改善各生产企业修剪乱像；番荔枝授粉对用工的

需求极大，品资所开发了一种新技术可代替授粉并提高果实可食率，

且果肉更细腻，这些技术的运用对生产优质商品果番荔枝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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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或

与国内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1 本标准项目指标的确定，参考国内相关标准和文件：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480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 

GB 5009.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果糖、葡萄糖、蔗糖、麦

芽糖、乳糖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 23200.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水果和蔬菜中阿维菌素残留量

的测定 液相色谱法 

GB 23200.1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源性食品中208种农药及

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5009.38 蔬菜、水果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GB/T 5009.147 植物性食品中除虫脲残留量的测定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T 8321 （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 12456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GB/T 20769 水果和蔬菜中 450 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

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NY 525 有机肥料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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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 950 番荔枝 

NY/T 1380 蔬菜、水果中 51 种农药多残留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

法 

NY/T 1399 番荔枝 嫁接苗 

NY/T 1680 蔬菜水果中多菌灵等 4 种苯并咪唑类农药残留量的

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2 国内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立足于番荔枝生产销售的实际情况，注重产品质量和安全

性，保证标准技术先进性、经济合理性、切实可行及协调统一性。本

标准未引用国际和国外标准，查新找到的国外标准如俄罗斯的番荔枝

标准等都与本标准不相关，对指导生产更无作用。本标准引用了国标

和行业标准共计 28 个，其中大部分都是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检测方法

及检出物限制性标准，其中与番荔枝生产有关的标准有 NY/T 950 番

荔枝、NY/T 1399 番荔枝 嫁接苗，NY/T 950 标准制定于 2006 年，

由农业农村部提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起草制

定的行业标准，该标准主要针对果实的分级、包装、卫生检验制定的

标准，对番荔枝的种苗生产、栽培管理都未涉及，另外卫生要求也只

是规定了十种农药和四种重金属的卫生指标，并未对其他其它污染物

提出要求，且引用的标准有很多已经废止。NY/T 1399 标准制定于

2007 年，由农业农村部提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

究所起草制定的行业标准，该标准主要针对番荔枝嫁接苗制定的标

准，对番荔枝嫁接苗进行了分级，但对番荔枝嫁接二次砧木却只字未

提，番荔枝苗必须进行二次嫁接才能抗病抗疫，一次嫁接的苗若砧木

为红毛榴莲则接穗必定不亲和，若砧木为杂交番荔枝，则必定不抗病，

因此本标准的提出对规范种苗的嫁接方法和品种优势保持具有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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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

关系 

NY/T 950 番荔枝对果实等级进行了分类、NY/T 1399 番荔枝 嫁

接苗对出土苗木的规格进行了分类，他们都对卫生及检疫指标给出了

规定，但都未对生产做出标准化指导。 

番荔枝生产技术标准是在以上两个标准的基础上，基于生产实践

验证可行的从种苗生产到栽培技术到采摘的标准。且果实分级标准与

NY/T 950 完全不同，种苗嫁接特别提出二次砧木的要求与 NY/T 1399

完全不同。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无 

七、贯彻地方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

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度办法等内容）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对本标准实施贯彻： 

1）建议本标准发布后，配合行政主管部门开展试点工作，指导种植

者标准化生产番荔枝，面向各县市的热作机构和番荔枝生产企业技术

人员召开宣传会。 

本标准可首先在品资所番荔枝示范果园的各技术人员中推广，方便技

术的尽快运用。 

2）鼓励部分企业和合作社率先执行本标准，并将执行标准达标的企

业作为标杆进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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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番荔枝保护地域范围调查概况 

海南省位于中国最南端。北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划界，西隔北部

湾与越南相对，东面和南面在南海中与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和

马来西亚为邻。 

 

海南省的行政区域包括海南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

的岛礁及其海域，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省。全省陆地(主要包括海南岛

和西沙、中沙、南沙群岛)总面积 3.54 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 200

万平方公里。 

 

海南岛地处北纬 18°10’～20°10’，东经 108°37’～111°03’，

岛屿轮廓形似一个椭圆形大雪梨，长轴呈东北至西南向，长约 290 公

里，西北至东南宽约 180 公里，面积 3.39 万平方公里，是国内仅次

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海岸线总长 1944 公里，有大小港湾 68 个，周

围负 5 米至负 10 米的等深地区达 2330.55 平方公里，相当于陆地面

积的 6.8%。 

 

海南岛北与广东雷州半岛相隔的琼州海峡宽约 18 海里，是海南

岛与大陆之间的“海上走廊”，也是北部湾与南海之间的海运通道。

从岛北的海口市至越南的海防市约 220 海里，从岛南的三亚港至菲律

宾的马尼拉港航程约 650 海里。 

 

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在海南岛东南面约 300 海里的南海海面上。

中沙群岛大部分淹没于水下，仅黄岩岛露出水面。西沙群岛有岛屿

22 座，陆地面积 8 平方公里，其中永兴岛最大(2.13 平方公里)。南沙

群岛位于南海的南部，是分布最广和暗礁、暗沙、暗滩最多的一组群

岛，陆地面积仅 2 平方公里，其中曾母暗沙是中国最南端的领土。（以

上数据来源于海南省人民政府网站－海南概览，网址为：

http://www.hainan.gov.cn/hainan/hngl/list1_tt.shtml）。环境非常适宜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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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番荔枝。 

 

图 10 海南省行政区域 

海南是我国最具热带海洋气候特色的地方，冬无酷暑夏无炎热，

降雨充沛，干湿季节明显，环境非常适合番荔枝生长。番荔枝批发价

随季节不同每公斤可达 40-60 元，是名优高档水果，其产量可观，按

本标准生产的番荔枝可达到优质高产的效果，可大力推广栽培。 

 

 

《番荔枝生产技术规程》标准起草小组 

                           2020 年 11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