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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四川油橄榄主要栽培区进行调查，总结概述了四川油橄榄引种概况以及栽培和产业发展方面存在
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以期为我省油橄榄产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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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橄榄（（ＯｌｅａｅｕｒｏｐａｅａＬ．）又名“齐墩果”，属
木犀科木犀榄属常绿乔木，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地区，

是世界闻名的优质木本油料树种［１～２］。它是地中海

气候的典型植物，喜光、耐高温、耐烟尘、不耐水湿，

已有４０００余年的栽培历史，引入我国已有近６０年，
曾广泛种植于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各省亚热带地

区［２］。橄榄油是从鲜果中提取的油脂，富含 ＶＡ、
ＶＤ、ＶＥ、ＶＫ等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各种微量
元素，油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８０％以上，食用吸收
率可达９０％以上，在国际上被公认为食用油中的
“绿色食品”［３］。油橄榄虽然适应性广，但生长和结

实的适生性严格，国内外专家大多认为中国引种油

橄榄的最大问题是气候条件［５～７］。四川与油橄榄原

产地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气候区，因此，四川省油橄

榄的引种和发展曾产生过一些争议［８～９］。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对四川省主要油橄榄种植地区进行了现
场调查，从引种历史、保存情况、品种、生长表现、存

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全面了解和分析，提出了四川

油橄榄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１　发展概况

我国引种油橄榄始于１９５７年，四川是第一批引
种试验区之一［１０］。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四川先后从西班牙、法国、南斯拉夫、希腊、阿尔

巴利亚、意大利等国家引入品种共１７０余个，在不同
气候区建立了４个品种园，即开江县红花山油橄榄
品种园、西昌凉山州林科所品种园、泸县玉蟾品种园

和三台县建设品种园。林业两大工程实施后，逐步

在部分适生区大规模种植发展。

据统计，四川省现有油橄榄种植面积约

１６６６６７ｈｍ２。其中，西昌、泸县、达县、巴中、广元
等地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栽植的油
橄榄保存所剩无几，仅开江县、三台县的品种园以及

广元市上西坝有成片保存林。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期间，
全省保存油橄榄面积２１万 ｈｍ２。２０１０年至今，由
于产业政策和橄榄油市场引导，四川经历了新一轮

发展油橄榄热潮。新增面积有一定突破，新建种植

园约４０００ｈｍ２。其中，凉山州、成都市、广元市位列
发展速度和规模前３名，形成了一批新的重点产区。

目前，全省鲜果产量约９０００ｔ，产油约８００ｔ。若待
近年新栽植油橄榄投产后，鲜果产量有望达到６万ｔ
～１０万ｔ，鲜果销售收入可达４８亿元以上。

２　存在的问题

２．１　栽培方面
２．１．１　气候因素

气温是影响油橄榄生长、发育、结实及分布的主

要气候因子之一。油橄榄各个生长发育阶段都要求

有适宜的温度，春季气温将对油橄榄的花芽分化产

生重要影响，春季温度的高低直接决定油橄榄花芽

分化的早晚。花期对于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可作

为生长地区温度变化的指示剂。四川的１月平均气
温和绝对最低气温对油橄榄花芽分化有一定影响。

比较四川主要种植地区（见表１），各气候因子表现

表１ 四川油橄榄主栽区及国外主栽区气候因子

地区 地名
年平均气温
（℃）

最冷月平均
气温（℃）

极端最高温
（℃）

极端最低温
（℃）

年降雨量
（ｍｍ）

相对湿度
（％）

年日照时数
（ｈ）

广元 青川县 １３．７ ４．５ ３９．３ －９．２ ９００ ５５～８５ １２９２
达州 开江 １６．６ ５．４ ４０．９ －２．０ １２６０ ７０～８５ １２５９
凉山 西昌 １７．２ ９．４ ３５．０ －２．０ １１５４ ５０～７５ ２４３２
凉山 冕宁 １５．１ ７．４ ３４．８ －８．７ １０９４ ５５～７５ ２０７９
绵阳 三台 １６．７ — ３８．２ －４．０ ８８２ ５０～８５ １１７５
绵阳 游仙区 １６．４ — ３８．９ －４．５ １２３０ ５０～８５ １１９２
成都 金堂县 １６．６ — ３８．１ －４．０ ９２６ ４０～９０ １２６９
成都 双流县 １６．２ — ３７．３ －２．３ ９２１ ５５～８５ １０７１
南充 营山县 １７．３ ６．１ ３９．９ －４．７ １０８５ ５５～８５ １４０９
南充 阆中市 １６．９ — ３９．０ －４．６ １０３３ ５５～８５ １３８０
攀枝花 仁和区 ２０．３ １２．５ ４２．０ １４．３ ８４９ ３５～８０ ２７４５
希腊南部 克里特岛 １８．０ ９．０ ４０．０ －２．０ ７００ ５０～７５ ３０００
西班牙南部 塞维利亚 １８．８ １２．８ ４２．０ １．８ ５７１ — ２８２０
意大利南部 西西里岛 １７．５ １０．０ ４０．３ －１．４ ６１５ ５５～７３ —

适宜栽培区 １４－１８ ６－８ ４０．０ －１．０ １０００以下 ５０～７０ ２０００以上

出不同程度的差异。

降雨方面，四川省油橄榄引种地夏季降水量为

１７８３ｍｍ～２１５５ｍｍ。与原产地相比，夏季丰富的
降水，对油橄榄生长发育形成一种优势，但过分集中

的降水，造成夏季湿度大，营养生长旺盛、病虫害发

生频繁。有利因子在个别地区变成了不利因子，这

在金堂、南充、达州等地表现突出。

光照方面，除西昌外，其他几个引种地的年日照

时数显著低于原产地。光照不足导致油橄榄的同化

过程缓慢，代谢过程减弱，妨碍树体和果实发育。如

果相关栽培管理措施跟不上，果实产量和含油率将

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光照不足是影响四川省油橄

榄引种的一个限制因子。

空气湿度方面，油橄榄表现出适应干旱逆境而

具有的形态特征。四川省油橄榄引种地空气湿度普

遍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油橄榄生长发育。因

此，在规划过程中，应选择地势较高、通风良好的缓

坡地。

２．１．２　适生区划与品种表现不一致
参考徐纬英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做出的油橄榄适

生区划［１１］，我省油橄榄种植区均位于适生区适生地

带以及相邻相近区域，具体种植分布和表现情况见

表２。凉山州（部分地区）作为一级适生区，２０００年
以前发展的园地基本荒废或破坏殆尽，现存面积主

要是新近发展，主要在西昌市、会理县、会东县、冕宁

县有规模化种植。目前，已建立国家油橄榄种质资

源异地保存库。由于发展栽培多以私营业主或种植

大户为主，散户种植较少，管理较精细，生长和结实

４８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９卷



表现较好。成都、绵阳、广元、南充、达州等地新的发

展模式以企业、专合组织为主，种植大户、散户为辅。

选择的种植品种各有不同，突出表现特点为：栽培品

种多而杂、管理较粗放，树势生长旺盛，结实不良。

表２ 不同栽培地主要品种及表现情况

市（州） 县（区） 适生区级别 主要品种 主要表现

成都 金堂、双流 二级适生区
阿贝基那（豆果）、鄂植８号、科拉
蒂等。

生长表现良好，整体挂果情况欠佳。

凉山 西昌、会理、会东、冕宁等 一级适生区
科拉蒂、佛奥、莱星、豆果、阿尔波
萨纳、柯基等

发展栽培多以业主大户为主，散户
种植较少，管理较精细，生长和结实
表现较好

绵阳 三台县、游仙区、梓潼县等地 二级适生区
豆果、柯基、科拉蒂、皮削利、皮瓜
尔等

生长结实表现一般。

广元 青川县、利州区、剑阁县等地 二级适生区 鄂植８号、皮削利、莱星、科拉蒂等 结果期果实结实能力强，单株之间
差异大，近成熟期落果严重。

南充 阆中市、营山县 —
莱星、皮削利、鄂植 ８号、阿贝基
那、克罗莱卡、科拉蒂、阿斯

树势旺盛，生长结实情况表现一般。

达州 开江 二级适生区 柯基、佛奥、皮削利、小苹果等
以企业牵头的种植基地生长表现良
好，局部挂果好。

攀枝花 仁和 — 科拉蒂、佛奥、莱星等 进入试花阶段

２．１．３　栽培地块选择不当
四川气候为冬春干旱，夏秋多雨，与地中海气候

恰好相反。四川的大部分土壤为酸性土，土壤深度

不足，钙质丰富，有机质含量低，粘重，透水透气性较

差［１２］。因此，发展油橄榄时，在选地上应谨慎从事。

同时，由于丘山区地形、土壤状况变化复杂，因而产

生了多种多样的小环境小气候，这给油橄榄种植地

选择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应坚持先科学规划，后

标准造林，每块橄榄地均要由专业人员来挑选和设

计。

２．１．４　主栽品种混杂
近年来，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凉山州中泽新

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从西班牙、以色列等国引

进了１０余个品种。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近年
的品种选育，初步选育出阿贝基那、柯基、佛奥、鄂植

８号等在四川适应性强、抗病好、产量较高的品种。
目前，获得林业主管部门许可推广的审认定品种１４
个，其中，审定品种６个，见表３。 但在实际生产栽

表３ 四川省主要推广油橄榄品种

序号 品种 类别 适宜区域 栽培地区

１ 西蒙１号（白橄榄） 省级审定
适宜在凉山州境内安宁河谷流域及气候相似的油橄
榄适生区种植。

凉山、广元等地

２ 中泽６号（克罗莱卡） 省级审定 适宜于凉山州境内安宁河谷流域油橄榄适生区种植。 凉山、广元等地

３ 阿贝基娜 省级审定
适宜于安宁河谷流域、白龙江流域及龙泉山脉油橄榄
适生区种植。

凉山、绵阳、广元、金堂等地

４ 中泽１０号（鄂植８号） 省级审定
适宜于安宁河谷流域、白龙江流域等油橄榄适生区种
植。

凉山、绵阳、广元、南充等地

５ 中泽１２号（科拉蒂） 省级审定
适宜于凉山州境内安宁河谷流域等油橄榄适生区种
植。

广元、凉山、绵阳、南充、攀枝
花等地

６ 中泽９号（科新佛奥） 省级审定
适宜在凉山州境内安宁河谷流域及气候相似的油橄
榄适生区种植。

凉山、广元、绵阳等地

７ 澳利欧２号 省级认定
适宜在凉山州境内安宁河谷流域及气候相似的油橄
榄适生区种植。

凉山

８ 西油１号 省级认定 主要适宜于安宁河谷流域，白龙江流域。 凉山、广元等地

９ 中泽１６号 省级认定
适宜于凉山州安宁河谷流域、白龙江流域等油橄榄适
生区种植。

凉山、广元等地

１０ 中泽１８号（小苹果） 省级认定
适宜在凉山州安宁河谷流域、白龙江流域等油橄榄适
生区种植。

凉山、广元、达州等地

１１ 科拉蒂（原广油１号） 省级审定
四川省内白龙江、大巴山南坡地带海拔８００ｍ以下及
气候相似的油橄榄适宜栽培区。

广元、凉山、绵阳、南充、攀枝
花等地

１２ 柯基 驯化中 西昌市、冕宁县、绵阳市试验种植 西昌、绵阳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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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中，一些根本不适宜的品种也混入其中，作为优良

品种使用，结果造成了品种混杂、良莠不齐，从而造

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２．１．５　种苗繁殖材料来源不清
四川现存油橄榄丰产大树较少，且品种混杂。

大多数因多年未予以管理，树势差，病虫害严重，树

体老化。用这些品种作为繁殖材料，可能带来病虫

害传播、生长早衰等问题。况且，优良品种数量、繁

殖材料较少，难以满足大量繁育油橄榄苗木的需要。

近年，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凉山州中泽新技术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等科研和生产单位积极投入项目和

资金，开展品种选育和栽培技术提升。凉山州中泽

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建成了首个国家油橄榄良

种基地和油橄榄种质资源异地保存库。这为解决品

种选育繁殖材料，保证繁育苗木的品种纯度提供了

有效保障。通过加强品种行政监管和提高种植业主

良种意识，品种混杂的根本问题有望逐步解决。

２．１．６　病虫害频繁发生
经过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连续两年的调查表明，

定植前立地条件、品种不同，油橄榄的病虫害以及危

害程度亦不相同。主要病害主要有：油橄榄孔雀斑

病（Ｃｙｃｌｏｃｏｎｉｕｍｏｌｅａｇｉｎｕｍ）、油橄榄炭疽病（Ｃｏｌｌｅｔｏ
ｔｒｉｃｈｕｍｇｌｏｅｏｓｐｏｒｉｏｉｄｅｓ）、油橄榄根腐病（Ｒｈｉｚｏｃｔｏｎｉａ
ｓｏｌａｎｉ）、油橄榄根结线虫病（Ｈｅｔｅｒｏｄｅｒａｍａｒｉｏｎｉ）等；
虫害主要有云斑天牛（Ｂａｔｏｃｅｒａ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豹蠹蛾
（Ｚｅｕｚｅｒａｐｙｒｉｎａ）、金龟子（Ａｎｏｍａｌａｃｏｒｐｕｌｅｎｔａ）、油橄
榄蜡蚧（Ｓａｉｓｓｅｔａｏｌｅａｅ）等。病虫害发生种类多样，且
局部程度较重。调查区发生种类及局部危害情况见

表４。

表４ 部分调查地管理水平与病虫害危害程度

序号 地区 调查树龄 管理水平 孔雀斑病 炭疽病 根腐病 丛枝病 云斑天牛 金龟子 介壳虫

１ 青川 １３～１５ 放任管理 ＋＋ ＋ 　 ＋ ＋＋ ＋ ＋
２ 三台 １５～２０ 放任管理 ＋ ＋ ＋ ＋ ＋
３ 开江 １５ 一般水肥管理 ＋ ＋ ＋
４ 营山 ６ 一般水肥管理 ＋ ＋ ＋
５ 西昌 ６～８ 一般水肥管理 　 　 　 　 　 ＋ 　

危害程度分三级，“＋”表示轻度，“＋＋”表示中度，“＋＋＋”表示重度，空白表示未见或少见。

２．２　产业方面
２．２．１　技术服务体系不完善

根据文献记载，虽然部分地区、部分单株的绝对

产量已经超过原产地，但是整体效益低下。首先，由

于前期较为重视规模发展，对后期跟踪服务缺乏应

有重视，导致部分种植者不能摆正投入与收入的关

系，重建园、轻管理。其次，缺乏自上而下的技术服

务体系，基地水、肥、修剪等栽培措施不合理，日常管

理不到位，降低了开花结实量。

２．２．２　消费市场与产品定位问题
目前，国内橄榄油产量０５万 ｔ，市场消耗５万

ｔ，其中４５万ｔ需要进口来填补消费缺口。同时，由
于国内油橄榄出油率低，压榨技术较落后，生产成本

高，成本价约 ８欧元，而进口价（含税）约 ４欧元。
这就造成消费市场定位高端，市场价格是普通菜籽

油的５倍～１０倍，甚至更高。随着人们对营养、健
康、食疗的意识提高，橄榄油的消费市场还会逐年扩

大，产品定位将不再仅仅是高端食用油。越来越多

的普通消费者将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普通橄榄油、庄

园级橄榄油、尊享级橄榄油等不同价格定位的产品。

２．２．３　加工与市场营销能力有限
目前，四川省内未成立专业从事油橄榄加工的

企业。据调查，部分种植油橄榄规模较大的企业引

进了小型榨油设备，如广元市、绵阳市、西昌市、金堂

县、冕宁县部分种植业主均安装了小型榨油厂房和

设备，但加工能力有限。如若现有种植区的油橄榄

大量结果，在成熟期较接近的情况下，果实及时鲜榨

得不到保证。产品种类方面，加工生产的主要产品

为橄榄油和油橄榄罐头，也有少量其他添加橄榄油

的日化用品、保健食品。市场销售主要以本省市场

消化为主。

３　产业发展对策

３．１　开展适生区划主栽品种再研究
四川省７个主要油橄榄栽培区气候各有特点，

凉山州、攀枝花属于干热河谷地区，光照充足，空气

湿度适中；绵阳、广元等地光照略为不足，空气湿度

大。现有良种具有相应的适生区域，不能随意规模

推广到产业发展区。这就需要种植者根据当地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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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条件和栽培目标，选择栽培品种。同时，需要当地

科研部门和科技工作者协调努力，对油橄榄需冷量、

需热量、果实发育期、结实率、光和性能和树势、抗病

性等性状开展大量调查研究，采用现代育种方法，培

育出适宜我省不同立地条件、不同用途的优良品种，

如选育抗病、抗寒、抗旱、抗高湿度等新品种。

３．２　开展产业引导和合理布局
油橄榄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产业链长，

前期投入较大，行业主管部门应在整体规划布局、政

策信息引导、协调利益关系、规范市场竞争、维护经

济秩序等方面充分发挥支持、引导、服务和调控等职

能，为油橄榄产业化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

应增加政府资金的投入，资金安排要按照适当集中、

扶优扶强的原则，主要用于扶持种植企业的贷款贴

息、新技术开发，园艺设施建设等必要补助。

３．３　培育龙头企业和主打品牌
产业做强做大的关键是要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

用。除从国内外引入具有较强实力的油橄榄种植与

加工企业外，对现有的龙头企业应加大扶持力度。

油橄榄产业发展基地县应为龙头企业的发展创造宽

松、良好的环境，在资金、信贷、税收、土地征用等方

面给予政策优惠，吸引社会资金投资，扶持培育实力

雄厚、辐射面广的油橄榄龙头企业，使龙头企业得以

快速发展壮大，从而促使油橄榄产业实现 “林工

贸”、“产供销”一体化发展。

３．４　创新产业发展模式
在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社会企业参与的产业发

展背景下，要把产业基地、企业、专合组织、区域品

牌、市场有机结合起来，创新发展模式，提高橄榄油

产品的知名度、培养大众的消费习惯，形成种植者获

利、企业受益、消费者获得健康的共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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