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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growth of Kiwiberry in Dandong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rapid. It has become a characteristic emerging industry in Dandong. The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Kiwiberry industry in Dandong are pointed out. Suggestions for development are put forward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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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丹东市近年来软枣猕猴桃发展较为迅猛，已成为丹东地区产业发展的特色新兴产业，提出丹东市软枣猕
猴桃产业的发展状况及存在问题，提出发展建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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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软枣猕猴桃为小浆果植物，其果实内特含丰富的维生素 C、类黄酮、SOD 等物质，具有抗衰老、增
加机体免疫力及防癌等功效，被誉为“21 世纪功能性保健浆果”、“维生素果”，具有非常好的营养价
值、药用价值和开发价值[1] [2] [3] [4] [5]。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软枣猕猴桃的消费需求也日益
旺盛，野生软枣猕猴桃的产量极为有限，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人工栽培的优质高产的软枣猕猴桃在市场
上供不应求，软枣猕猴桃是丹东继草莓、蓝莓之后又一引人瞩目的优质小浆果特色的新型产业。随着产
业发展壮大，随之而来生产中就出现一些问题，以下我谈一下软枣猕猴桃在丹东地区发展状况、存在几
个问题及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2. 发展状况
软枣猕猴桃作为新兴保健佳果，在世界各国迅速发展。目前，美国、日本、新西兰、法国、智利、
德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有小规模的软枣猕猴桃生产。新西兰是世界产量最大的国家，其果品远销世
界各地，软枣猕猴桃成该国的一大支柱产业。韩国软枣猕猴桃栽培面积为 15 公顷左右，自主选育 8 个软
枣猕猴桃品种，其果实以药用为主。我国栽培面积居世界之首，不仅有着丰富的种质资还有幅员辽阔的
土地和丰富多样的气候环境。丹东地区地处黄海之滨，属长白山余脉，具有得天独厚的国内其它地区所
不具备的自然条件，属木本浆果类最适宜的栽培区域，可栽培软枣猕猴桃的耕地面积多达几百万亩。同
时丹东地区软枣猕猴桃野生品种资源丰富，从宽甸、凤城到振安区等山区拥有大量的软枣猕猴桃野生资
源，是软枣猕猴桃原产地之一，是发展软枣猕猴桃小浆果产业化生产的理想之地。
自 2012 年以来，在丹东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关心和大力支持下，各大院校、科研单位及企业开始对
软枣猕猴桃领域的研究及产业化的发展，2014 年 6 月成立丹东市软枣猕猴桃协，聘请国内行业专家为技
术顾问团队，进行软枣猕猴桃技术指导和服务，引进软枣猕猴桃新技术、新品种，举办技术培训、示范，
开展技术交流，组织内外技术经济协作，全面提高软枣猕猴桃生产科技水平，短短 6 年的时间，软枣猕
猴桃人工栽培发展比较迅猛，丹东市种植软枣猕猴桃面积近 2 万亩，其中上百亩基地近 10 余处，剩余为
零散栽植，成为国内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软枣猕猴桃生产基地。
丹东农科院、辽东学院小浆果研究所、丹东北林研究所等几大科研院校已建立软枣猕猴桃种质资源
圃，收集品系近百种，进行软枣猕猴桃新品种选育工作。为丹东发展该产业储备了一定的技术条件。目
前，丹东地区软枣猕猴桃野生果实售价在 16~30 元/公斤，人工栽培精品果实产量较少，2017 年产量约
500 吨，售价在 60~100 元/公斤，产品处于供不应求状态。我国软枣猕猴桃年人均消费量不足 0.2 公斤，
且长期处于“贵族水果”的发展阶段，在英国的阿斯达超级市场中，一盒(125 克) 10~12 个果实的售价是
2 英镑，折合人民币约 20 元左右。
目前生产中主要栽培品种(或品系)：LD133、桓优 1 号、魁绿、长江 1 号、龙成 2 号、宽甸长果晚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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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宽甸长果早熟类型及其他自选的野生类型。
1) LD133：果实大，果实卵圆形，单果平均重 18 g，最大果重 30 g，果皮绿色、光滑无毛，果肉绿
色、多汁、细腻，酸甜适度，口感好。雌雄异株。树势强健，抗逆性强，抗寒冻，耐储性较好。庭院栽
培 10 年生树单株产量 50 多 kg。在绝对低温-38℃的地区栽培多年无冻害和严重病虫害。该品种适于辽东
及东北地区栽培。在丹东地区一般 9 月中下旬成熟，为中晚熟品种。
2) 桓优一号：该品种树势强健，果实扁卵圆形，果个大，平均单果质量 22 g，最大单果质量 36.7 g [6]。
结果早、产量高、丰产稳产。抗寒、抗病虫能力强，适应性广。栽植第 4~5 年进入盛果期，株产 24.16 kg。
适合无霜期 140 天以上地区发展，在丹东 9 月下旬成熟，为中晚熟品种。
3) 魁绿：果型端正，果皮绿色，单果平均重 18.1 g，最大果重 32 g。果实长卵圆形，6~7 年生树，
单株产量 13.2 kg，最高为 21.4 kg，平均 1000 kg。该品种树势旺盛、抗逆性强，耐储性较好，抗寒冻、
抗晚霜。在丹东 9 月下旬成熟，为中晚熟品种[7]。
4) 长江一号：果实果形为长椭圆形，中等、绿色，商品形状好，口感佳。雌雄异株，丰产性好。属
中早熟品种，在丹东一般于 9 月中上旬成熟。
5) 龙成二号：果形为长椭圆形，果个大，皮绿色略带红褐色，单果平均重 22.8 g，最大果重 37 g，
口感好，品质非常好。树势强健，抗逆性强，果实耐储性较好。7 年生单株产量 100 公斤，该品种适于
东北地区栽培。在丹东地区一般 9 月中下旬成熟，为中晚熟品种。

3. 存在问题
1) 选址不当
从对目前人工栽培的软枣猕猴桃园的调查，有些园区选址不当，把园建在了易涝地块，造成了软枣
猕猴桃早期落叶和病虫害发生严重。有些园区建在低洼地带，连年遭受霜冻危害。
2) 品种定向定位不足
由于通过审定的品种较少，近几年苗木需求较大，加上苗木市场不规范，常出现同名异物及同物异
名现象，品种混杂，严重影响了软枣猕猴桃产业的健康发展。目前丹东引进国内审定软枣猕猴桃品种 7
个，筛选出农家良种 8~10 个，结合国内外软枣猕猴桃市场的需求趋势和丹东市软枣猕猴桃产业发展的整
体考虑，推广栽植适口性好、耐储性好、抗性好的适宜丹东地区栽植的优良品种。
3) 缺乏科学管理，栽培技术体系不完善
近年来，丹东地区软枣猕猴桃鲜果价格较高，每公斤 60~120 元，一直处于供不应求，许多种植户陆
续发展栽植栽植软枣猕猴桃，目前有不理智的倾向，合理的果园价格应在每公斤 10~20 元，预期产量在
1500~2500 斤/亩，80~120 元/斤的价格不可持续。而种植户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近 30%~40%栽植者缺乏
科学管理：包括架式、土壤选择与改良、修剪方式、土肥水管理以及未来的采收标准，滥用除草剂或园
区严重受到除草剂药害；不能科学配置授粉树；整形修剪管理不到位；没有做到水肥一体化管理；病虫
害没有及时有效预防等，造成苗木死亡，造成较大的损失。
4) 缺乏大型龙头企业
丹东在草莓、蓝莓等小浆果深加工方面已有一定的基础，软枣猕猴桃新型产业，软枣猕猴桃新产品
研发内容、规模做得较少，应该加大开发力度，形成可持续稳定发展的产业。软枣猕猴桃鲜果在普通环
境下的保质期时间不是太长，易造成鲜果腐烂，随着面积扩大，产量逐年提高，目前软枣猕猴桃种植后
的鲜果储藏、加工、销售体系还没有形成，需加大以优势企业为龙头，牵动软枣猕猴桃鲜果储藏、加工、
销售为一体的持久产业链条，使其产业在丹东地区实现长足发展。
5) 新品种、新技术宣传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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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线生产管理技术人员技术培训不够，目前的果园管理人员对软枣猕猴桃认识不足，缺乏系统的
基础知识，生产中出现新问题后不能及时正确应对。

4. 做大做强软枣猕猴桃产业的几点建议
1) 搞好宣传，加强技术培训，提高种植户生产技能
要通过媒体宣传、领导带动、典型示范等各种渠道和行之有效的方式，大力宣传软枣猕猴桃这一新
兴产业的发展前景、经济价值及优惠政策。以现有的软枣猕猴桃种植示范基地为样板，宣传他们的成功
经验和作法，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技术培训，尽快在丹东市各乡镇建立一支自己的技术骨干队伍，对软枣
猕猴桃种植户要给予现场技术指导和跟踪技术服务，使种植户尽快掌握栽培技术。
2) 作为庭院经济大力发展[8]
重视发展庭院软枣猕猴桃经济，与农家乐及观光旅游项目结合起来。鼓励农户充分利用房前屋后发
展庭院软枣猕猴桃，采用早中晚熟品种搭配，延长采收期。把软枣猕猴桃采摘与农家乐旅游结合在一起，
让市民节假日多一个休闲观光的好去处。
3) 制定优惠政策，加大扶持力度[9]
软枣猕猴桃种植是丹东市一项新兴产业，为了助推这项高效、特色产业尽快做强做大，应尽快制定
产业发展的长期规划和相应的优惠政策，对种植软枣猕猴桃的种植户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或优惠政策，
调动种植户种植蓝莓的积极性。对种植大户，由于前期投入较大，要给予政策倾斜、资金支持。
4) 发展有机软枣猕猴桃栽培，树立品牌意识
对新建的软枣猕猴园区按照有机技术操作规程进行生产，经过 3 年转化期，到盛果初期其产品即可
成为有机产品，注册“丹东软枣猕猴桃”品牌，不断扩大丹东软枣猕猴桃知名度，根据需要，政府及相
关部门可举办：“丹东软枣猕猴桃节、采摘节”等大型活动，吸纳国内外消费者，拓展丹东软枣猕猴桃
的市场空间。从长远发展考虑，应及时引导有机软枣猕猴桃产业的发展，积极筹建有机软枣猕猴桃生产
基地，申请国内、国外 IMO (瑞士)、NOP (美国)、JAS (日本)软枣猕猴桃有机认证，打造丹东软枣猕猴桃
品牌，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为我市软枣猕猴桃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奠定基础。
5) 做好野生软枣猕猴桃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丹东地区是野生软枣猕猴桃的天然分布区，分布广泛，资源储量大。在进行人工栽培研究过程中，
也要进行野生软枣猕猴桃的保护和开发利用，设立野生软枣猕猴桃资源保护区，把有限的资源保护好，
尽快建立起科学合理的野生软枣猕猴桃资源开发利用和休养生息管理制度。
6) 积极培育龙头企业。建立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链条[6] [7]
积极探索以科研单位为技术依托，充分发挥专业经济合作社组织作用，培育和壮大丹东软枣猕猴桃
加工和销售龙头企业，应按照“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通过政策扶持，培育一批软枣
猕猴桃产品生产、加工型龙头企业，促进产业快速发展。当前应以国内大城市市场为主攻方向，以鲜食
产品为主，引导有机软枣猕猴桃产业的发展，积极筹建有机软枣猕猴桃生产基地，申请国内外软枣猕猴
桃有机认证，打造丹东软枣猕猴桃品牌，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为我市软枣猕猴桃产品打入国际市
场奠定基础。
7) 强化宏观引导和组织协调
应把软枣猕猴桃产业作为丹东市优先发展的农业新兴产业，纳入政府总体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当中。
建议尽快成立软枣猕猴桃产业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吸收科技、林业、财政、农业等部门参加，协调解决
软枣猕猴桃产业发展中的重大和关键问题。发挥丹东市软枣猕猴桃协会和合作社的作用，在种苗繁育、
销售价格、技术推广与培训、产品精深加工、市场营销等方面，发挥自律、沟通和协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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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丹东地区正处于软枣猕猴桃产业的发展上升阶段，通过政府及相关部门科学的引导和调控，
并加大对软枣猕猴桃产业的扶植力度。同时依托科研院所，加强优良品种的选育和栽培技术的研究，加
强软枣猕猴桃示范基地建设和技术推广力度。充分发挥区域产业的优势，软枣猕猴桃产业的发展有望成
为丹东继草莓、蓝莓后的又一特色优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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