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油棕原料林可持续培育指南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油棕（Elaeis guineensis Jacq.），又名“油

椰子”，属棕榈科油棕属，多年生乔木，树高 4-10 米。

喜高温湿度大的气候条件及偏酸性土壤。经济寿命 20-30

年，自然寿命 100 多年。油棕起源于西非，主要分布于南

纬 10°-北纬 15°之间的亚非拉热带地区，目前规模化种

植人工林主要分布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

泰国、扎伊尔、科特迪瓦、喀麦隆、安哥拉、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等国家。油棕平均栽植

5-6 年后进入盛果期，每亩果穗和棕榈油的产量可分别达

到 1500-2000 千克和 300-400 千克，享有“世界油王”之

称。油棕产品综合利用价值非常高，在食用油、食品行业、

化工行业和生物质能源等方面具有广泛的用途，同时也是

很好的景观绿化和用材树种。我国油棕适宜区主要有海南

省、云南省、广东省。 

第二条  为指导和规范油棕原料林的培育，实现即保

障油棕产品可持续供应，又兼顾社会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的

目的，特制定本指南。 

第三条  油棕原料林培育活动应遵循《能源林可持续



 

培育指南》的各项原则及要求。 

第四条  油棕原料林培育活动，应在遵循辖区社会经

济发展规划基础上，纳入本地区林业发展规划，并相应开

展油棕种质资源调查、保护工作。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企业、林场及个体等）的

油棕原料林培育利用活动，均应按照本地区林业发展规划

编制油棕原料林建设实施方案，并报当地林业主管部门备

案。 

油棕原料林建设实施方案应包括培育目标、自然社会

经济状况、总体布局、营林措施、基础设施建设、森林和

环境保护措施、野生动植物保护措施、综合利用措施、经

济效益分析和风险评估等内容。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展油棕原料林培育活动

前，均应根据油棕原料林建设实施方案开展年度施工作业

设计，严格按年度作业设计开展活动。同时应根据实际作

业情况，实施修订和优化实施方案。 

第二章 种苗繁育 

第七条  为确保油棕原料林的品质和可持续经营利

用，各地应特别重视油棕原料林的良种选育工作，根据不

同地区的环境条件，积极推广使用产量高、抗逆性、适应

性强的品种。严格实行良种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制度。 

第八条  种子种苗繁育是目前生产上最主要的繁育



 

种苗的方式。 

通过杂交制种获得的种子。要求必须是优良的亲本组

合进行杂交获得的第一代杂种，性状一致、稳定，盛果期

产油量能够达到 400-600 千克/亩。 

国外引进种子。根据油棕分布情况，目前非洲、南美

洲和东南亚地区，均可作为我国油棕种子引进地区。通过

以往引种情况分析，建议分别从这三个地区油棕品种特性

最好的尼日利亚、哥斯达黎加和马来西亚引进。要求引进

品种遗传背景来源清晰、高产和抗寒性好、种子大小一致、

发芽率 95%以上，具有种子生产许可证、检疫证、产地证。

在我国试种后，适应性好，结果盛期产油量达到 300-400

千克/亩。 

第九条  对于推广价值大种苗供应不足的优良品种

还可采取组织培养方式快速繁育苗木。 

第三章  苗木生产 

第十条  为了促进油棕原料林早结实和稳定产量，油

棕原料林宜采用植苗造林。 

第十一条  苗圃地应具备交通方便、地势平坦、向阳、

避风，良好的排灌和遮荫等条件，并尽可能靠近造林地。 

第十二条  油棕育苗主要采用容器育苗方式，容器高

宽为 20×18 厘米；厚度 0.2 毫米。种子芽长 1 厘米即可

播种,播种前一天用 0.3%高锰酸钾溶液对营养土进行消毒



 

（营养土由表土、椰糠、有机肥和河沙按 5:2:1:2 的比例

混合而成）。直接装入容器中每容器播 1 粒催芽后的种子，

将幼芽露在营养土上面，稍压紧，浇透水。如果是组培苗

可经过炼苗直接移栽在容器内。 

容器苗应排列成行，每 2 行种苗间错开排放呈等腰三

角形。容器间距离 60-80 厘米为宜。 

播种后须加强苗圃地管理： 

水分管理：1-3 片叶阶段需每天上下午各浇水 1 次，

以浇透为宜。随着苗龄的增加，可适当减少浇水次数，视

土壤的湿度而定。有条件的基地可配备自动化喷灌设施。 

施肥管理：1-3 片叶阶段施肥宜采用水肥方式，尿素

浓度为 0.2%，每周淋施 1 次；4-5 片叶阶段，用量加倍。

3 个月后施用复混肥料（氮 :磷 :钾 :镁有效成分质量比为

12%:12%:17%:2%），每月施肥 1-2次，开始时施用量为 7-10

克/株，至 10 个月时逐渐增加到 35-40 克/株。进入冬季前，

每株施用 100-150 克草木灰。 

遮阳管理：从苗木 2 片叶开始需设遮阳网进行遮阳，

透光度为 40%-60%、高度 1.2-1.5 米；6 片叶后开始逐步

去除遮阳网；10 片叶完全去除遮阳网。 

除草：人工专门除草或结合施肥时除草。 

换容器：油棕种苗长出 4-5 片叶后，应及时将苗木移

栽至大容器中。换容器时应先把小容器去掉，带土种苗植



 

入大容器土壤的穴中，用土压实。油棕从小苗到大苗（定

植苗）培育过程，应更换 1-2 次容器。 

病虫害防治：叶斑病和叶枯病可用 80%代森锰锌可湿

性粉剂 800 倍液或 25%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进行喷

雾防治。蚂蚁、蝗虫、蟋蟀、天牛和刺蛾等虫害可用 2.5%

溴氰菊酯微乳剂 2000 倍液喷雾防治。 

炼苗：在定植前 5-7 天,为锻炼苗木抗旱能力，须撤去

遮阴网，在不萎蔫情况下不浇水。 

第十三条  苗木培育 1 年后，规格达到 10-19 片叶、

小叶对数 17-25 对、自然高度 80-180cm、病虫害危害率

≦5%、畸形苗率≦8%的种苗，炼苗一周后即可出圃造林。 

第十四条  苗木出圃时，应逐株进行种苗检验，建立

档案，并附有质量检验证书（见附表 1）。 

第十五条  苗木出圃后，不宜长时间存放，应在栽植

当天从苗圃运输到栽植地，随起、随运、随载。不能及时

开展造林的苗木应及时浇水和遮荫。苗木运输时要避免机

械损伤。 

第四章  造  林 

第十六条  造林地选择。适生区内，油棕造林应选择

土层厚 50 厘米以上，有灌溉条件的平地、缓坡地或沙地。

我国适合油棕种植区域主要有：海南省三亚市、乐东黎族

自治县、东方市、昌江县、白沙县、儋州市；云南省勐腊

http://baike.baidu.com/view/193751.htm


 

县、景洪市、河口市等；次适合种植区：海南省文昌市、

琼海市、万宁市、陵水县、屯昌县、定安县、澄迈县、五

指山市；云南省勐连县等；可以种植区有：海南省琼中县、

临高县、海口市；广东省雷州市；云南省江城县、金平县、

马关县等。 

第十七条  整地。同时可进行林地清理，采用块状或

带状清理方式。块状清理以种植穴为中心清除四周的灌丛

和杂草，清理范围半径不小于 100 厘米；带状清理是沿等

高线清除带内的灌木和杂草，一般不小于 150 厘米，清除

下来的灌木和杂草须堆放在种植行间。林地清理后应对油

棕园进行整体翻耕平整，留出林道，方便今后造林经营。 

第十八条  基础设施。为实现油棕原料林的可持续供

应及便于果实采摘、收获和运输，各造林单位应特别重视

油棕原料林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应修建林道、蓄水池、水

利灌溉系统及围网等。 

第十九条  造林时间。油棕原料林的造林宜在雨季的

阴雨天后进行。 

第二十条  造林密度与种植方式。油棕原料林的造林

密度应依照株型特点、立地、气候条件等因素合理确定。

一般来说密度为 8-9×8-9 米，呈等边三角形种植方式。 



 

第二十一条  定标挖穴。定标即先按照油棕种植密度

在造林地内具体定出种植穴的具体位置。种植穴规格一般

为 1.2×1.2×1.2 米。 

第二十二条  施基肥。油棕原料林造林前应施足基

肥，施肥时间可结合挖穴回土工序进行。施肥数量和种类

可根据土壤条件确定。一般来说以有机肥为主，复合型化

肥为辅。基肥与一定量的表土混合均匀，每穴约应施入有

机肥 50 千克，复合型化肥 500 克，施入后表面盖土，避免

肥力流失。 

第二十三条  栽植。栽植时，应先用刀割破袋底塑料

薄膜，将袋子置于种植穴中，由下往上把塑料袋拉至一半

高度，在其露出土柱后，周围回土并轻轻压实，再将余下

的塑料袋拉出，继续回土压实。定植深度以盖过原袋土表

面约 2 厘米，泥土不压埋过生长点为宜。回土完毕后，整

理好树盘，浇透定根水。 

第二十四条  补植。造林一年后需进行补植，确保原

料林基本密度。补植时可结合抚育割草等抚育措施进行，

以提高施工效率。 

第五章  经营管理 

第二十五条  水分管理。油棕具有需水量大的特性。

油棕的水分管理应根据土壤墒情确定。一般定植后 3 个月

之内，要及时浇水，保证缓苗期对水分的需求。进入生产



 

期的油棕树在 6-7 月份和 9-10 月份的结果量较大，合理

增加灌溉量，积极鼓励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 

第二十六条  施肥管理。由于油棕种植时已施足基

肥，因此通常种植当年不施肥，而从第二年开始施肥。每

年施肥 2-3 次，每株每年至少施 30 千克的有机肥。幼树

以施氮肥为主，适当配合施磷钾肥，三年后进入生产期的

油棕树须加大施肥量，每株每年至少施 100千克的有机肥，

分别在生长发育较快期（4-10 月份）和果实的膨大期施

肥。施肥方法通常采用环沟或侧沟施肥，及时覆土。侧沟

施肥位置应四周轮换进行。 

第二十七条  土壤管理。可与施肥同时进行。在油棕

树四周 0.5-1.5 m 内（随着树型的增大也应加大）扩穴除

草，松土 5-10 cm。一般种植后前 3 年，为油棕非生产期，

每年扩穴除草 2-3 次，3 年后，油棕进入生产期，每年进

行 1 次深耕翻土，翻耕深度 20-25 cm。 

第二十八条  树体管理。油棕非生产期应及时清除枯

叶，果穗，铲除花苞（不用割叶）。进入生产期后，每年

修（割）叶 2 次，用油锯或钩刀从老叶的叶柄基部开始修

剪，留叶桩 20-30 厘米长、切口宜平滑，向外倾斜，叶柄

痕呈倒三角形，同时清除枯烂花果。清理下来的生物可堆

放在行间两株树之间挖好的坑内。坑的规格一般长×宽×



 

深为 1.5×0.5×0.8 米。生产期油棕树每株保留 40-50 片

叶。严禁在低温阴雨期间修叶。 

第二十九条  授粉。油棕雌雄异序，且花期常错开，

果穗座果率低。需在田间释放授粉效率高，成本低的授粉

昆虫象鼻虫，虫口密度至少 1600-2000 只/亩，晴天释放效

果好。 

第三十条  病虫害和鼠害防治。油棕病虫害较少，重

点应注意油棕茎基腐病、油棕果腐病、红棕象甲、二疣犀

甲及鼠害的防治，具体方法参照附表 2。 

第三十一条  林下经济。为节约管理成本，提高土地

的经济效益和土地可持续经营，提倡利用油棕林空旷地，

发展间种和林下养殖，实现油棕-牧草-畜禽模式，畜禽粪

便腐熟后成为优质有机肥。 

第三十二条  油棕园更新。油棕园经济树龄一般为

20-25 年，之后应进行油棕园更新。更新方式包括全园统

一更新和逐步更新两种方式。统一更新是指将老树体全部

清除，并替换种植新的油棕苗，该方式可以保持油棕园的

统一性；逐步更新是指先清除一半的老树体，然后种植新

的油棕苗进行替换，约 5 年后新树体具有初步生产能力后

再清除余下二分之一的老树体，种植新的油棕苗，这样可

保持油棕园具有持续生产能力。处理老树的方法有斧砍法，

利用重型拖拉机和索具将老树体拉倒的机械法等。 



 

第三十三条  防火。造林单位要重视加强油棕造林地

的森林防火工作，强化防火意识，树立护林防火标牌，制

定护林防火公约，建立健全各项防火制度等。同时应按照

地形、地貌及林地面积，规范建设防火带等防火设施，制

定防火管理制度，将各项预防措施落到实处。  

第六章  收获与运输处理 

第三十四条  收获。油棕种植 3 年后进入产果期。油

棕可全年开花结果，一般果穗在授粉后 5.5-6 个月成熟。 

收获标准：主要根据果实颜色或果实脱落程度进行判

断，当油棕果实从顶部向下成熟变为红橙色，果穗上部的

果实保留褐色或黑色，落果数占果实总数的 18-24%时，

可进行采摘，此时收获的果穗含油量最高。 

采果方式：目前主要使用斧头、长柄弯刀、铲刀、机

械采果器等。 

第三十五条  运输处理。果实脱落或果穗收获后，果

实或果穗的出油率就会降低，且棕油的游离脂肪酸含量增

加，容易酸败，因此应于 24 小时内运到工厂进行杀酵后

加工。须小心搬运，避免果实或果穗受到机械损伤，用以

减缓酸败速度。建议应采用自卸拖车运输，以便使果穗能

迅速卸在贮料台上或杀酵罐内。或采用集运网和钢框夹板

箱装运，配合起重机或带有制动装置的吊车进行卸果，工

作效率高，确保棕榈油品质。提倡随采随运。 



 

 

附表 1  油棕种苗检验证书 

                                                              No:______________ 

育苗单位  购苗单位  

出圃株数  种苗品种  

种子或母株来源  母本名称  父本名称  

检验结果 其中：一级：                二级：                三级： 

检验意见  

证书签发期  证书有效期  

审核人（签字）：               校核人（签字）：               检测人（签字）： 

注：本证一式三份，育苗单位、购苗单位、检验单位各一份。 

 

附表 2  油棕常见病害虫害鼠害治理方案对应表 

类别 名称 特征 治理方案 

 

病害 

茎基

腐病 

致死性病害，苗期至结果期均可受害。发病

初期，植株表现为轻度萎蔫，生长缓慢，外

轮叶片变黄，随后下部叶片逐渐黄化且垂直

向下，果实和雄花停止发育，心叶枯萎。横

切受害的油棕茎基部，在树干中央呈现明显

的圆形至不规则坏死区域。低龄油棕表现症

状 6～24个月后整株黄化枯死，成龄油棕 2～

3年内死亡。 

（1）清除田间病残体。 

（2）使用有机硫土壤熏蒸剂

处理土壤。 

（3）使用无菌土壤育苗。 

（4）改良土壤，增施钙肥。 

果腐

病 

其症状有干枯型和湿腐型 2 种。干枯型：主

要出现在干旱季节，花期和幼果期发生败

育，败育花和幼果穗呈黄色，僵硬不腐，在

雨季腐烂。湿腐型：多出现在雨季或高湿而

隐蔽的油棕树上，病果蒂部变褐色，呈水渍

状腐烂，伴有臭味。中后期，病果除蒂部呈

湿腐外，果面无光泽呈暗蓝色，有皱纹。 

（1）保证水肥供应。 

（2）防止过度割叶，保留较

多的有效叶片。 

 

 

虫害 

红棕

象甲 

被危害后初期并无明显的症状，后期症状主

要表现：树干或叶柄基部有明显的钻蛀孔；

钻蛀和取食的幼虫能发出“沙沙”的咀嚼声

音；蛀道口会有棕褐色的液体流出；在蛀道

口周围或者内部被取食的植物组织有浓厚

的发酵味道；被危害的寄主组织和寄主周围

（1）及时清理油棕园枯枝败

叶。 

（2）信息素田间诱集。 

（3）3%啶虫脒 EC 乳油 1000

倍喷雾。 

 



 

类别 名称 特征 治理方案 

存在大量的空茧和成虫的尸体；造成寄主主

干或者树冠倾倒。 

二疣

犀甲 

以成虫危害未展开油棕的心叶、生长点、叶

柄或树干，咬断或咬食其中的一部分。心叶

尚未抽出时便被害，抽出展开后叶端被折断

或呈扇形，或叶片中间呈波纹状缺刻，受害

较多时树冠变小而凌乱，影响植株生长和产

量；生长点受害多致整株死亡；树干（幼嫩

部分）受害留下孔洞为其他病虫害侵入提供

条件。 

（1）每年年初清理油棕园。 

（2）诱捕器诱杀或利用杆状

病毒、绿僵菌、白僵菌和大红

纹食虫蝽等天敌资源来捕食。

（3）将甲敌粉和泥沙以 1:20

的比例混合后，撒施到定植的

幼苗心叶，每株 50 g左右。 

 

鼠害 

主要咬食油棕种苗和果实，偶尔也咬食成年油棕树

杆或心部。 

（1）用 0.5%的溴敌隆液剂

1/100 与碎玉米混合拌用，在

油棕的叶柄或树底下投放。 

（2）人工诱捕或驱赶：设鼠

笼诱捕害鼠或危害较重的林

区用炮竹驱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