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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的附录 A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宣恩县黄坪黄金梨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宣恩县黄坪黄金梨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朱艳红、张金文、王作刚、孙 敏、蒲元桂、李 英、唐家发、周元志。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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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宣恩县黄坪村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的宣恩县，隶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黄坪村属中亚热带季风

湿润型山地气候。随海拔高程的变化，呈明显的垂直差异，四季分明，冬暖夏热，雨热同步，土壤有机

质含量高。宣恩县独特的地形和气候条件为黄坪黄金梨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黄坪黄金梨不仅久负盛名、文化底蕴浓厚，而且拥有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特殊品质，现已发展为地方

支柱产业，实现了规模经营，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黄坪黄金梨已经成功获批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这

更加规范了黄坪黄金梨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市场，促进地方特色品牌的形成，并有效推动黄坪黄金梨产

业健康发展。

为规范黄坪黄金梨的生产、加工、销售，使黄坪黄金梨产业更好的发展，达到标准化、规范化、科

学化，进一步规范使用地理证明商标专用标志，特制订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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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证明商标产品 黄坪黄金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黄坪黄金梨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

贮存。

文本件适用于使用根据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宣恩

县黄坪黄金梨产业协会“黄坪黄金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证明商标初步审定公告第

20685741号）所核准注册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黄坪黄金梨” 的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中引用的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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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8855 新鲜水果和蔬菜的取样方法

GB/T 10470-2008 速冻水果和蔬菜矿物杂质测定方法

GB/T10650 鲜梨

NY／T423 绿色食品 鲜梨

NY/T440 梨外观等级标准

SB/T10060 梨冷藏技术

JJF 1070-2005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 第75号（2005）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黄坪黄金梨

黄坪黄金梨是产于湖北省宣恩县境内特定地域范围的黄金梨品种的梨树经特殊栽培工艺和加工工

艺结出来的黄金梨果，得名“黄坪黄金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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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酸比

指果汁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与其可滴定酸含量之比。

4 黄坪黄金梨的产地范围

根据国家商标局《宣恩县黄坪黄金梨产业协会“黄坪黄金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证

明商标初步审定公告第20685741号）规定，使用“黄坪黄金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产品的生产地城范

围限于湖北省宜恩县沙道沟镇，高罗镇李家河镇、珠山镇、长潭河侗族乡，晓关侗族乡、根园镇、万寨

乡共八个乡镇现辖行政区域。

5 种植环境和生产

5.1 自然环境

“黄坪黄金梨”生产地城属云贵高原延伸部分，地处武陵山和齐跃山的交接部位，县境东南部、中

部和西北边缘，横旦着几条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大山岭，形成许多台地、岗地、小型盆地、平坝、横状坡

地和峡谷等地貌。本地城位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型山地气候。黄坪黄金梨生长季节雨量适中,溫度适宜,

日照充足。

5.2 气温及有效积温

气温 13.7℃，有效积温 4990℃。

5.3 日照及降水量

“黄坪黄金梨”生产季节平均年年日照时数 1519.9 小时，年降水量 1867 毫米。

5.4、土壤

土壤 PH 为 6.5 至 7.5，土层厚度≥50cm，有机质含量≥1.0%。

5 黄坪黄金梨的生产技术规程

生产技术规程见附录 A。

6 要求

6.1 产品等级

产品按感官要求的不同，分为特级、一级、二级。

6.2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1 感官要求

http://baike.so.com/doc/5568934-57841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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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指 标

特级 一级 二级

果形

果形端正，大小均匀，无缺

陷。

果形比较端正，大小均

匀，允许轻微缺陷。

果形较端正，有缺陷。

果色

具有该品种应有色泽特征，

无划伤、碰压伤、擦伤等。

具有该品种应有色泽

特征，无划伤、碰压伤、

擦伤等。

仍保持本品种应有色泽特

征，无划伤、碰压伤，无严

重擦伤等。

果梗 果梗完整 带果梗 带果梗

果重/g ≥200

果实横径/mm ≥75

果肉及滋味 果肉白色，细而脆，肉质细嫩，多汁化渣，味甜清香，酸味小。

6.3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可溶性固形物(%), ≥ 14.0

可滴定酸(%), ≥ 0.20

固酸比(%), ≥ 55: 1

含糖量(%), ≥ 14.0

6.4安全卫生指标

按 GB2762、 GB2763 标准执行。

6.5 加工过程卫生要求

应符合 GB 14881 的规定。

6.6 净含量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

6.7 其他要求

使用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标志的黄坪黄金梨按照国家认监委相关管理办法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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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验方法

7.1 感官指标

单果重用和果实横径符合精度等级要求的通用计量器具进行测量，果肉滋味通过品尝、目测方法测

试，其余指标按 GB/T 10650 规定的方法检测。

7.2 理化指标

7.2.1 可溶性固形物

按 GB/T 10470-2008规定的方法检测。

7.2.2 可滴定酸

按 GB/T 10650的规定执行规定的方法检测。

7.2.3 固酸比

先检测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可滴定酸含量，然后计算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可滴定酸含量的之比。计

算公式：

X=m/m1×100% ··································································(1)

式中：

X——固酸比，%；

m——可溶性固形物含量g；

m1——可滴定酸含量g；

7.2.4 含糖量

按 GB/T 10650的规定执行。

7.3 卫生指标

按 GB2762、 GB2763标准规定方法执行。

7.4 净含量

按 JJF1070的规定检测。

8 检验规则

8.1 组批规则

同一生产基地同等级,同一包装日期的黄坪黄金梨为一个检验批次。。

8.2 抽样方法和抽样数量

按 GB/T 10650的规定执行。

8.3 检验分类

8.3.1 交收检验

每批产品交收前应进行交收检验,交收检验内容包括包装、标志、标签、感官指标,检验合格后附合

格证明方可交收。

8.3.1 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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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对本标准要求的全部项目进行检验,其中卫生指标的检测项目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

1）每年果实成熟时；

2）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机构或农产品质量监督提出要求时。

8.4 判定规则

8.4.1 交收检验时,在整批产品中感官指标不符合等级果的比率超过 5%时,判定其等级和感官指标不合

格,允许降低等级或重新分等;包装、标志、标签若有一项不合格,则判交收检验不合格。

8.4.2 型式检验时,在整批产品中感官指标不符合等级果的比率超过 5%时,判定等级和感官指标不合格，

允许降等或重新分等;当感官指标、理化指标出现不合格项时,允许加倍抽样复验,若仍不合格,则判该批

产品不合格;卫生指标有一项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9 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9.1 标志、标签

获得批准的企业可在包装上使用地理证明商标保护专用标志。标签应符合 GB 7718的规定。

9.2 包装

应符合 GB/T 191、GB/T 10650的规定。

9.3 运输

9.3.1 运输工具必须清洁、卫生、无异味、无污染；运输过程中必须防雨、防潮、防暴晒。严禁与有毒

有害、有异味、易污染的物品混装、混运。

9.3.2 装卸时 应轻拿、轻放。

9.3.3 待运时,应批次分明,堆码整齐,环境清洁,通风良好,严禁曝晒、雨淋。注意防冻、防热,缩短待

运时间。

9.4 贮存

9.4.1 冷藏按 SB/T10060 的规定执行。

9.4.2 库房应无异味,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混合存放,不得使用有损产品质量的保鲜剂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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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黄坪黄金梨生产技术规程

A.1 建园

A.1.1 园地选择与规划

园地建在背风向阳，坡度在 15 ゜以下缓坡地或平地，土壤深厚，透气良好，有机质含

量高的砂壤地。园地的环境条件和规划应符合 NY 5101 和 NY/T 442 的规定。

A.1.2 深翻改土

全园深翻 50cm 以上，按定植株行距确定定植坑位置，定植坑长、宽各 1m，深 80cm，开

挖时表土和心土分开放置。株施秸杆、杂草 10～15kg 入底层，混表土施入腐熟猪、牛粪肥

20～25kg 至地面，然后做宽 1.2m，高 0.3m 的畦。

A.1.3 配置授粉树

黄金梨花器发育不完全，雌蕊发达而雄蕊不健全，不能自花结实，又因花粉极少，建园

时必须配置授粉树。授粉树是圆黄，按照黄金:圆黄:爱甘水=4:1:1 的比例进行栽植。

A.1.4 苗木定植

A.1.4.1 定植时间

10 月至来年 4 月上旬均可进行定植，其中以 10 月下旬~11 月中旬最好，其次是 3 月中

旬春栽。

A.1.4.2种植规格

株行距 3m×5m 或 2.5m×4m，每 667m2 栽 51～67 株。选一年生壮苗，苗高 100cm 以上，

嫁接口 5cm 以上径粗度在 1cm 以上，整形带内有 4～6 个饱满芽，具有 3 条以上侧根，根系

基本完整，无病虫危害和不带检疫性病虫害的优质苗木定植。

定植前，苗木进行修剪，将断根或断枝伤口剪成垂直断面的光滑平口，同时进行根系消

毒，将苗木根系浸入 100 倍硫酸铜水溶液中 2～3 分钟，再用清水冲洗后蘸泥浆栽植。

A.1.4.3 定植方法

在起好垄的定植沟上开挖定植穴，其深度超过根系深度 10cm 左右，苗木植入后回填细

土，至全部根系掩盖后提苗，以舒展根系，并进行第 1 次踩土，再回填细土，进行第 2 次踩

土，以使土壤紧密接触根系，然后浇透水，覆地膜。

A.2 土肥水管理

A.2.1 土壤管理主要是培肥地力，深翻改土。每年秋冬季对果园土壤深翻一次，深度 50cm，

回填有机肥。同时采用果园生草技术，在树盘内覆草，草上盖一层薄薄细土可以抗旱保墒，

灭草免耕，增加土壤有机质。对于定植后前两年的果园，可间作马铃薯、黄豆、蔬菜、西瓜

等增加土地利用率。

A.2.2 施肥

基本原则是重施基肥，适时追肥。一般 10 月中旬前施基肥，以腐熟的有机肥为主， 每

年每 666.7m2 施腐熟的猪、牛粪肥 3000kg 以上，硫酸钾复合肥 100kg，采用沟施，沟深 50cm

以上，结合土壤深翻施入。追肥全年施 3次：花前追肥 3 月中旬株施尿素 1kg，花后追肥 4

月中旬株施尿素 1kg，果实膨大肥 5 旬中旬株施硫酸钾三元复合肥 1kg，施肥宜开放射沟，

忌全面翻刨树盘。同时，全年在谢花后套袋前、果实膨大期、采果前和采果后进行叶面追肥，

可用 0.3～0.5%尿素+0.2～0.3%磷酸二氢钾+0.l％～0.2％硼砂或氨基酸复合微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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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 排涝

该地区气候湿润，雨量充足。在雨季开通行间排水沟，及时排涝，防止园内积水,造成

涝害。

A.3 整形修剪

A.3.1 树形基本要求

干高 40cm～60cm 左右；全树均匀分布 3～4个主枝；主枝上直接配置结果枝组。

A.3.2 整形方法

梨苗定植后春季萌芽前 40cm 处定干并用油漆封口，待抽生新梢后在主干上选留 3～4

个朝向均衡的强壮枝作主枝培养，在主枝长到 70cm 以上时，于 10 月初拉枝定型，将其开张

角度拉至 70～80°，其余枝梢及时从基部疏除。

对拉枝开心后所长出的直立枝和强旺枝，可根据需要结合夏剪通过摘心、短截、扭梢、

拿枝等措施，培养成结果枝组。

冬季修剪时，除对主枝适当轻短截外，其余枝条拉枝长放，以缓和树势，多抽发短枝，

促进花芽形成。结果以后，再采用长放与短截相结合，更新复壮结果枝组。

修剪以夏剪为主，冬剪为辅，其目标是冬剪短截促枝，夏剪缓势促花。冬剪时对有发展

空间的枝条进行短截，剪口留饱满芽，以促进生长，增加枝量。夏季修剪主要是拉枝，减少

新梢的生长量，增加短枝数量，形成花芽。对其背上的枝条，有生长空间的拉枝，过密的疏

去。通过拉枝，当年就可以形成大量的腋花芽。

A.4 花果管理

A.4.1 人工辅助授粉

金梨成花容易，丰产性强，生产中一般不用保花措施，但在阴雨连绵的天气最好进行人

工授粉，这样不仅能促进座果，还可增大果实，提高品质，使果形整齐。人工授粉提前 1~3

天收集好授粉树的花粉，在初花期进行人工点授。一般点授花序的第 3或第 4朵花，每花序

点授 1~2 朵。

A.4.2 疏花疏果

黄金梨易形成花芽，结果容易过量，引起植株衰弱，降低果实品质，需疏花疏果。

A.4.2.1 疏花

疏花首先可结合修剪疏除部分花芽。另外可在花序分离时，将弱花序疏掉，再按疏边花

和中心花，留第 3～4 序位花的原则进行，每一花序留 2～3朵花，其余全部疏掉。但应注意

疏花量不宜过大，一般是全树花量的 1/3～1/2，花期遇阴雨天时不宜进行疏花。

A.4.2.2 疏果

一般在谢花后十天左右进行，黄金梨几乎没有生理落果现象，故花后应及时疏果、定果，

有利于新梢的生长。

疏果的原则是强枝多留，弱枝少留；辅养枝多留，骨干枝少留；骨干枝后端多留，先端

少留；外围枝多留，内膛枝少留。疏果时一般在果枝两侧每 25～30cm 留一个果，每一花序

均留单果，叶果比为 40:1。疏果时疏除病虫果、畸形果、果锈果、表皮受伤果、表面有棱

沟及花萼宿存果；选留果个较大、果梗长而粗、果面有光泽的长形果。

疏果注意事项：疏果和定果应在晴天进行；疏果一次完成，留果数约为套袋的 110%，

套小袋时再将多余的 10%去掉；留果间距力求均匀，防止过稀、过密；留果量要适宜，定植

第二年不允许挂果。

A.4.2.3 果实套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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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其商品率和耐贮性，预防果锈及病虫危害必须进行果实套袋，一般于疏果后进

行，采用两次套袋技术。

第一次在谢花后 15~20 天，套白色蜡纸小袋（规格 10cm× 8cm）；第二次在第一次套

袋后约 25~30 天，待果实将要撑破小蜡袋时直接套在小蜡袋上即可。一般套优质的外黄内白

的双层纸袋（规格 19.8cm×16cm）。

套袋前必须普遍喷一次杀虫杀菌剂。如阿维菌素、甲基托布津或代森锰锌。

套袋时应注意的问题：

（1）套袋时间要适宜，第一次袋一般在谢花后 15 天开始套，十天左右套完。套袋太晚，

病虫易危害果实，同时果皮气孔已木栓化，开始变褐，套袋效果不明显。

（2）套袋应选择晴天无露水时操作，否则易滋生细菌，污染果面，影响果实品质。

（3）套袋前必须喷杀虫杀菌剂，杀死果面上的菌虫，不能用乳油性农药。

（4）套袋时应选择果形端正的大果、壮果、边果，每袋只套一个果，不可一袋双果。

（5）果袋绑口不能过紧也不能过松。过紧容易伤到果柄，影响果实生长；过松菌虫、

雨水易进入，污染果面，起不到套袋的作用。

（6）果实应悬空在袋中，不能贴附袋壁，否则容易造成日灼，还能使雨水、菌虫分泌

物污染果实，长锈生霉。同时由于小蜡袋用药处理过，果实贴附袋壁，幼果易产生药害，进

而滋生果锈。

A.5 病虫害防治

常见的病虫害有梨锈病、梨黑星病、梨木虱、蚜虫、梨茎蜂等，防治的主要技术措施：

1、冬季清园消毒：落叶后彻底清扫园内枯枝、落叶、病僵果，集中烧毁或深埋；刮除

树干上的粗皮、病斑、老翘皮，集中烧毁，并及时在主干和病疤处涂抹石硫合剂原液或腐必

清液；冬剪时剪除病虫枝，带出园外烧毁，可消灭越冬病原。11 月中、下旬喷波美 5 度石

硫合剂消毒，完成冬季管理事项之后，立即全园深翻。

2、合理修剪：保证枝组内通风透光，增强树势，恶化病虫生存繁殖的环境。

3、合理施肥，增强树体抗性，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果树进入结果期后按“斤果斤肥”

的标准，每年秋季深施优质农家肥；花前花后以速效氮肥为主；5月中旬施壮果肥，以钾肥

为主，配以氮、磷和饼肥；采果后施复合肥，促进树势复壮和花芽分化。另外结合生长期喷

药，进行叶面追肥。

4、3 月上中旬萌芽前喷布波美 5 度石硫合剂；花前及花后各喷一次杀虫、杀菌剂，防

治梨木虱、蚜虫、梨茎蜂、梨锈病、黑星病，常用药剂有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5000 倍液，

1.8%阿维菌素乳油4000倍液，20%除虫菊酯800倍液，40%新星乳油8000倍液，%烯唑醇 倍

液，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 倍，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25%粉锈宁可湿

性粉剂 800 倍液，混合交叉使用；果实生长期每 15～20 天喷一次杀虫、杀菌剂防治梨木虱、

蚜虫、梨茎蜂、梨大实心虫、梨小实心虫、梨黑星病，选用药剂同前。雨季交替使用石灰倍

量式波尔多液（1:2:200）保护叶片。采果前 30 天禁止用药。采果后继续防治病虫。

A.6 果实采收

根据果实的用途决定采收期，如果鲜食和就地销售，宣恩地区可于 8 月中旬前后，

当果实内的种子变为褐色、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达到 11%以上时适时采收。如果要贮藏

或长途运输，可适当早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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