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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熟梨新品种‘迎霜’
赵京献*，郭伟珍，秦素洁，李

莹，李梦钗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河北省林木良种技术创新中心，石家庄 050061）

摘

要：
‘迎霜’是‘黄冠’与‘金花 4 号’杂交育成的晚熟梨新品种。树势强健，树姿较直立。萌

芽力强，成枝力弱。果实圆形，果皮绿色，外形美观。平均单果质量 374.3 g；果肉细脆多汁，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 12% ~ 14%，果实硬度 6.5 kg · cm-2，可滴定酸含量 0.3%。果实生育期 160 ~ 170 d，在石家庄地
区 9 月下旬—10 月上旬成熟。适应性，抗逆性较强。6 年生树平均产量 36 825 kg ·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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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Late-maturing Pear Cultivar‘Yings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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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ingshuang’is a new late-maturing pear cultivar derived from the cross of‘Huangguan’
and‘Jinhua 4’. This new cultivar is vigorous with upright growth habit，which also has strong sprouting
ability and weak branching ablility. The fruit shape is mainly round with green peel and beautiful
appearance. The average fruit weight is 374.3 g；and its flesh is crisp，juicy，fine texture. The soluble solids
content is 12%–14%，the fruit firmness is 6.5 kg · cm-2，and the titratable acid cantent is 0.3%. The fruit
development period is 160–170 days and its maturity period is from the late September to early October
in Shijiazhuang area. It has exhibited relatively strong adaptability and resistance to adverse circumstances.
The average output of 6-year-old plant is 36 825 kg · hm-2.
Keywords：pear；later-maturing；cultivar
近年来，中国新选育出许多中、早熟梨新品种，但是晚熟品种较少（王永博 等，2015；郑先
波 等，2015）。2003 年 4 月中旬，以‘黄冠梨’为母本，‘金花 4 号’为父本进行人工杂交，当年
秋季获得杂交种子 1 021 粒。12 月将种子沙藏，2004 年 4 月播种，出苗 917 株，当年获得杂种实生
苗 723 株。2007 年部分植株开始开花结果，发现代号 041006 的单株树势健壮，果实晚熟，果面绿
黄色，肉质较细脆，风味酸甜，对其进行标记和生物学特性观测。经过多年连续观测，初选、复选
和决选，2012 年开始在石家庄、磁县、辛集、泊头、柏乡等地区试，确认其综合性状优于双亲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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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栽品种鸭梨、雪花梨，连年丰产性显著优
于对照品种‘雪花梨’。嫁接繁育的无性系植株
性状稳定一致。晚熟、优质、耐贮运。2019 年
1 月通过了河北省林木良种审定，命名为‘迎
霜’
（图 1）。
品种特征特性
树形圆头形，树姿直立，树势强，萌芽力
强，成枝力弱。主干褐色，1 年生枝红褐色。4
年生树平均新梢长 55.5 cm，粗度 0.71 cm，节
间长 4.26 cm。结果枝以中短果枝为主，果台副
梢 1 ~ 2 个，连续结果。叶片中等，椭圆形。
每花序 5 ~ 8 朵花，平均花序坐果 3.82 个，花
冠白色，花药紫色。
果实圆形，端正，果形指数 0.86 ~ 0.90，
平均单果质量 374.3 g，最大 660 g。果面绿黄
图 1 梨新品种‘迎霜’

色，果点较大，果皮光滑，蜡质较多；果心小，
中位；果肉白色，不易褐变，石细胞少，细脆

Fig. 1

A new pear cultivar‘Yingshuang’

多汁，果实硬度 6.5 kg · cm-2，风味酸甜，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 12% ~ 14%，可滴定酸含量
0.3%，无香味和涩味。萼片脱落。种子深褐色，卵形，中等大小。
石家庄地区 3 月下旬萌芽，4 月上旬初花，4 月上中旬盛花，4 月中旬落花，花期持续 9 ~ 11 d，
果实发育期 160 ~ 170 d，9 月下旬—10 月上旬成熟。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落叶。定植第 2 年开始
开花结果，4 年实现丰产，6 年生树平均产量 36 825 kg · hm-2。抗寒、抗枝干腐烂病和黑星病。
栽培技术要点
适宜河北省及气候条件相近的地区栽培，适宜的土壤类型为壤土和沙壤土。授粉树选择鸭梨、
黄冠为宜，配置比例 4 ~ 5︰1。砧木可选择杜梨、S 系列矮化中间砧等，栽植株行距 2.0 m × 4.0 m。
树形以细长纺锤形、纺锤形或疏散分层形为宜，
“高接”树可采用开心形等。注意疏花疏果，一般每
30 cm 留 1 个花序，每个花序留 1 个果。5 月中旬开始套袋，套袋前喷布 1 次杀菌杀虫剂。5 月中旬
施入多元素复合肥，6—7 月注意灌水。行间生草，行内清耕或覆盖。秋季施肥，可按 1 kg 果实 1 ~
2 kg 有机肥的比例施入。萌芽前，均匀喷布 5 波美度的石硫合剂；落花达 90%时，开始进行梨木虱、
康氏粉蚧、黄粉虫等病虫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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