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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树栽培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桑树栽培技术的术语和定义、种苗繁育、人工栽培、抚育管理、档案管理等方面的

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桑树的栽培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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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19173 桑树种子和苗木

GB 2772 林木种子检验规程

GB 4285国家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T 15776造林技术规程

GB6001育苗技术规程

GB/T 19177桑树种子与苗木检疫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蚕桑 cultivated mulberry for silkworm breeding
以摘取桑叶养蚕而栽培的桑树称为蚕桑。

3.2

果桑 cultivated mulberry for fruits
以产桑葚为主、果叶兼用而栽培的桑树称为果桑。

3.3

饲料桑 cultivated mulberry for animal feed additive
以收获桑叶和嫩枝作为动物饲料添加剂而栽培的桑树称为饲料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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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种苗繁育

4.1 苗圃建立

4.1.1 圃地选择

育苗地应选在阳光充足、通风、灌溉方便、排水性好、交通便利、地势平坦的地方。肥沃、疏松、

含盐量低于0.2%、pH值介于6.8～7.2之间的中性土壤为宜。

4.1.2 整地

苗圃地应深耕30cm以上，清除杂草。

4.1.3 基肥

每667m
2
施腐熟厩肥等2000kg～3000kg，同时配施过磷酸钙10kg～15kg。

4.1.4 做床

精整苗床，按照GB6001相关规定执行。苗床四周筑埂，埂高15cm，施药标准按照GB 4285规定执行，

加入杀虫农药，翻动均匀，抹平苗床。

4.2 繁育方法

4.2.1 种子繁殖

4.2.1.1 种子处理

种子的质量应达到GB/T 19177的要求。播种前2～3d，清水浸泡桑种子36～48h，种子明显膨胀、破

口待播。

4.2.1.2 播种时间

南方宜3月底至4月中上旬，北方宜在4月中下旬。

4.2.1.3 播种与定苗

按行株距20cm～30cm开沟，沟深1cm，每hm
2
播种量7.5kg～15kg,播后覆土。苗高3cm～4cm时应间苗，

去弱留强。春、秋季按株距10cm～15cm定苗，并补苗。

4.2.2 嫁接育苗

4.2.2.1 砧木和接穗

砧木应选择生长健壮、根系完整、无病虫害、直径 0.2cm以上的一年生实生桑苗做嫁接砧木，桑苗

直径为 0.2cm～0.4cm时宜作撕皮根接，0.4cm以上宜作袋接。

接穗采用优良桑品种。接穗采集后，选避风、阴凉的房屋，地上铺 15cm～20cm厚的湿润沙土，将

成捆的穂条基部埋入沙内，穂条上面和四周用塑料薄膜覆盖，保持室内温度 10℃以下，注意湿度，防

止发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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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嫁接时间

宜在 3月上中旬至 4月中上旬，树液开始流动时，即可在室内嫁接。

4.2.2.3 嫁接方法

主要采用袋接法和撕皮根接法。室内袋接时应注意接穗削口平整，插紧不插破皮，砧木根系应修剪。

撕皮根接法见图 4.1，注意砧木斜面平滑，不能沾沙，全部插入接穗撕开皮层内，用稻草捆扎切口，松

紧适度。

图 4.1桑树撕皮根接法

4.2.2.4 桑苗移栽

嫁接苗应随接随栽，按行株距 25cm×10cm开沟移栽，移栽时应扶正苗木，深浅一致，露出顶芽，

移栽后用地膜覆盖。

4.3 苗期管理

播种后每 2d～3d喷一次水，保持土壤湿润。10d左右桑种发芽出土，揭开地膜，长至 1片～2片真

叶后进行炼苗，并适时进行松土除草、灌溉、排渍、施肥、防治病虫害等。

当嫁接苗顶芽萌发后，应及时揭膜，苗高至 15cm以上，适时进行松土除草、灌溉、排渍、施肥、

防治病虫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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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桑苗出圃

4.4.1 起苗

宜在休眠期起苗。起苗时挖掘面要大，在 25cm深处切断主根。起苗时若土壤干燥，应先灌水后起

苗，避免因土壤过干而散落。挖起的苗木严防风吹日晒，按照 GB19173的规定执行。

4.4.2 分级

按照 GB19173的相关规定执行。

4.4.3 假植

将苗木斜放在深 50cm、宽 35cm 左右的假植沟。用细土填埋，适时浇水，保持桑苗不积水、不发

霉、不受冻。

4.4.4 苗木检疫

严格按照 GB/T 191773 及地方检疫的相关规定执行。

4.4.5 包装运输

按苗木分级，每捆 50或 100株。避免日晒雨淋，运到后，立即进行假植。

5 人工栽培

5.1 品种选择

宜选用经国家或地方审定批准适合本地区推广的桑树品种，可参见推荐性附录 A。

5.2 造林技术

5.2.1 造林地的选择

桑树适应性广，全国所有省份均可种植。在立地条件好、土壤肥力高的造林地宜进行经济开发为主，

在植被恢复困难的造林地，宜以生态恢复效益为主，兼济经济开发。适合桑树造林的立地条件：

a）地下水位较高或有灌溉条件的沙地；

b）土层厚度大于 30cm的石漠化土地；

c）含盐量低于 0.3%的盐碱地；

d）低于最高蓄水位海拔 2米之内的库岸消落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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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整地

栽植前应先除去多年生杂草，平整土地，降水量大的地方要挖好排水渠道。然后将地块进行全面翻

耕，耕深 25cm左右，整平后等待栽种。

5.2.3 造林时间

宜在秋季和春季。

5.2.4 造林密度

5.2.4.1 蚕桑栽植密度

每 667m2宜栽桑苗 800株~1200株，株距 50cm，行距 100cm~150cm。

5.2.4.2 果桑栽植密度

每 667m2宜栽桑苗 300株~600株，株距 100cm~200cm，行距 100cm~300cm。

5.2.4.3 饲料桑栽植密度

每 667m2宜栽桑苗 4500株以上，株距 25cm，行距 60cm。根据饲料桑品种，草本化与灌木化经营

管理方式调整；草本化栽植密度，应随刈割设计次数增加而加大。

5.3 栽植方法

开挖 50cm宽、50cm深的种植沟，每 667m2施腐熟厩肥 1000 kg～2000kg，再覆盖 10cm细土后定

植桑苗，填土踏实。定植时要拉线定点，株行整齐，株距相等，深浅一致。

6 抚育管理

6.1 修剪定型

6.1.1 蚕桑

春季定干高度 35cm～40cm，每一主干留 3 个～4 个健壮、位置均匀的新芽，当新芽长至离地面

55cm~60cm时进行摘芯，当年秋季每株养成 6根~8根支干。第二年春蚕采叶后，定干高度 55cm~60cm，

当年每株养成 8根~10根支干。

6.1.2 果桑

春季桑苗栽植后，定干高度 40cm～50cm，发芽后每一主干留 2个～3个健壮、位置均匀的新芽当

年养成 2根～3根新枝条。第 2年春天果桑发芽前，定干高度 65cm～80 cm，发芽后每根支干选留 2个～



LY/T 3052—2018

6

3个新梢生长，每株养成 4根～6根枝条。平时应结合放枝、回缩、疏枝等技术要领来调整树冠的大小。

6.1.3 饲料桑

宜在定植当年，离地 30cm处剪伐定干。

6.2 水分管理

定植后宜浇一次定根水，定植当年春天，在桑苗发芽以后灌一次透水，以后要根据土壤墒情进行灌

水。春季萌芽期和桑果膨大生长期，应及时灌透，水全部渗下去以后，要覆土掩埋，以防水分蒸发。

6.3 施肥

春施农家肥约 1000kg～2000 kg /667m2 ，夏施尿素、硫酸铵、过磷酸钙等化肥，用量宜为 20kg～

30kg/667m2 。

6.4 除草

一年应保证一次深翻，夏秋抓好中耕除草。

6.5 病虫害防治

发生病虫害时，应采取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相结合，具体防治方法见参见推荐性附录 B。

7 档案管理

执行 LY/T 1000—2013容器育苗技术、LY/T 2289 林木种苗生产经营档案、LY/T 2290林木种苗标

签要求，建立档案，实行档案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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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桑树品种

用途 分区 品种 特性

蚕桑

南方

强桑1号

杭州栽培，发芽期3月21日～25日，开叶期3月27日～4月10日，叶片

成熟期4月28日～5月3日，属中生中熟品种。发芽率89.4%，生长芽率

26%，米条产叶量春为151g，秋为138g。

嘉陵20号

重庆栽培，发芽期为3 月2日～9日，开叶期3月11日～17日，叶片成

熟期4月10日～25日，属中熟偏早品种。发芽率达85%以上。夏秋叶硬

化迟, 树体休眠迟, 枝叶营养器官生长特别旺盛。

育2号

原产地发芽期3月30日～4月8日，开叶期4月10日～20日，发芽率78%，

生长芽率20%，成熟期5月10日～15日，是早生中熟品种。叶片硬化期9

月上旬。发条力强，侧枝较少，米条产叶量春130 g、秋84 g，千克叶片

数春692片、秋278片，叶片占条、梢、叶总重量的42%。含粗蛋白22.8%

～26.2%，可溶糖12.7%～14.5%，高抗黄化型萎缩病，抗黑枯型细菌病，

易受虫害。耐剪伐。抗旱耐寒性较弱。

北方

龙桑1号

哈尔滨栽培，发芽期5月15日左右，开叶期5月21日左右，发芽率

86.11%，属中生早熟品种。春千克叶片数375片，秋千克叶片数235片，

桑叶成熟快，硬化早。桑果成熟期6月中旬至7月中旬。

冀桑2号

（8710）

河北省承德栽培，发芽期4月27日～5月4日，开叶期5月7日～18日，

发芽率67.5%,生长芽率13.0%，叶片成熟期6月上旬，是中生中熟品种。

春米条产叶量113.1g，千克叶片数320片，叶片占条、梢、葚总重量

的 48.1%；秋米条产叶量133.5g，千克叶片数289片，叶硬化迟。耐

剪伐。

陕桑305

陕西周至栽培，发芽期4月5日前后，开叶期4月中旬，发芽率86.9%，

成熟期5月上旬，属晚生中熟品种。叶片硬化期9月下旬。发条数中等，

米条产叶量春284g，秋169g，千克叶片数春256片，秋118片，新梢片

叶率74.5%。

果桑 南方

嘉陵30号

树形开展，枝条长而直, 发条数多，雄花，椹多，紫黑色。果长4cm，

果横径1.5cm，单果重4.5g左右，桑椹果形圆筒形，果肉肥厚。单芽

平均坐果数4粒，少籽。单株产果量平均较亲本提高16.1%。发芽率达

85%以上，发芽整齐。全年亩产果794kg，产叶量为2168.9kg。桑椹还

原糖含量为7.03%，桑椹汁总酸度为2.66%，出汁率59.5%。易受桑椹

肥大性菌核病侵染。

云果1号

枝条细长且直, 发条力强，侧枝较多；皮棕褐色。冬芽棕褐色、饱满、

三角形, 副芽小且多。叶片为卵圆形、叶小而厚, 下部叶有裂叶, 上

部全叶,叶深绿, 叶尖锐头, 叶基不对称,叶面光滑，有光泽。雌花多,

无明显花柱。椹果成熟时紫黑色, 年开花两次。桑褐斑病和桑里白粉

病抗性强，抗旱性强，耐寒性较弱，耐剪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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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

红果2号

树型直立紧凑，枝条细直而长；花芽率99. 2%，座果率86%，单芽果

数6～7个，果穗不集中，新梢基部叶腋陆续有果。成熟桑果紫黑色，

有光泽，果形长筒形，果长3.0～3.5cm，果径1.3～1.4cm，单果重3g

左右，最大8g，米条产果量300～400g。果肉较柔软，好采摘，果味

酸甜爽口，糖度12.3%，pH值4.12，鲜食性好。鲜果出汁率约60%，果

汁紫红鲜艳。果实营养丰富，总多酚、总黄酮含量也高。果实种子较

少。果实5月10日前后开始成熟，成熟期30d左右。每亩产桑果1500～

1800kg，产桑叶1300kg左右。抗旱耐寒性较强，桑蓟马危害轻，适应

性广。

白玉王

树形较开展，发条力较强，枝条短直，无侧枝，皮褐色，节间直，节

距3.7cm，叶序2/5。叶心形，有个别浅裂叶，着生平伸，叶尖短尾状，

叶缘乳头齿，叶基浅心形，叶面稍糙，光泽较强。开雌花，葚长而多。

花芽率96%，做果率80%左右，单芽坐果数5～7个，果穗较集中。成熟

桑果乳白色，略带红色，有光泽，果形长筒形，果长2.6～3.0cm，果

径1.3cm，单果重2.5～3.0g，最大果重6.0g，米条产果量250g左右。

果肉柔软，果汁多，含糖量14%以上，甜味浓，无酸味。鲜果出汁率

约50%，果汁乳白色。果实种子较少。鲜食及加工性能好。桑果5月20

日左右开始成熟，成熟期20天左右。亩产果量1200kg，产叶量1300kg

左右。耐旱性、耐寒性较强，较抗桑葚菌核病，适应性广。

北方红

树形较开展，发条力较强，枝条粗直，少有侧枝，皮浅褐色，节间微

曲，节距4.0cm，叶序2/5。叶心形，深绿色，叶尖短尾状或双头，叶

缘乳头齿，叶基浅心形，叶面光滑，光泽较强。开雌花，葚大而多。

花芽率95%，坐果率85%左右，单芽坐果数5～7个，果穗集中。成熟桑

果紫黑色，有光泽，果形长筒形，有部分佛手形状果，果长3.5～4.2cm，

果径1.5～1.8cm，单果重3.5～4.0g，最大果重10.0g，米条产果量500g

左右。果肉柔软，果汁多，含糖量12%，甜味浓，pH4.4，果味酸甜，

口感略淡。鲜果出汁率约60%，果汁紫红鲜艳。果实种子较多。加工

果汁性能好。桑果5月20日左右开始成熟，成熟期20天左右。亩产果

量1800kg，产叶量1500kg左右，桑叶质量较好。耐旱性、耐寒性较强，

较抗桑葚菌核病。

饲料桑 南方

桂桑优12

有较明显的冬眠期，在南宁市冬芽萌芽时间为12月下旬至1月上旬，

生长期长， 11月底才盲顶收造。群体整齐，生长旺，长叶快；壮枝

多，节间密；发芽早、落叶晚；抗旱力较强；枝条再生能力强，一年

可多次剪伐；适合采片叶，也适合条桑收获。

粤桑11号

广州市栽培，发芽期1月12日～24日，开叶期1月31日～2月16日，发

芽率68.2%，生长芽率15.0%，叶片成熟期2月22日～3月12日，属早生

早熟品种。春米条产叶量146 g，秋米条产叶量118g，千克叶片数155

片。封顶偏早，叶片硬化偏早。

桂桑优5号

有较明显的冬眠期，冬芽萌芽时间在南宁市为12月底至1月初，在宜

州市为1月上旬。生长期长，如水肥充足可到11月底才盲顶，12月初

才落叶休眠。生长势旺，长叶较快。耐剪伐，再生能力强。适合摘片

叶收获，也适合全年条桑收获和草本化栽培。适应性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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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

育711

原产地发芽期4月7～13日，开叶期4月16～20日，发芽率70%左右，是

中生中熟品种，发条数较多，每米条长产叶量春130～150g、秋100g

以上，每公斤叶片数春450片、秋170片左右，春叶片占梗叶比率为38%

～45%，秋叶硬化较早、叶片萎凋慢、叶质优。该品种抗旱性能好、

抗病性能强。

陕桑305

陕西省蚕桑丝绸研究所选育而成，同源三倍体。树形稍开展，枝条粗

长而直，皮棕褐色，节距3.2cm，叶序2/5或3/8。冬芽短锥形，淡赤

褐色。叶长心形，多浅裂，叶长25.2cm、叶幅23.9cm，叶肉较厚，开

雌花，花而不实早落。属晚生中熟品种。发芽率91.7 %，发条数中等，

生长势强。抗旱耐寒性较强。

冀桑3号

枝条直立，发条数极多，节间密，发芽率高，侧枝多，春季基发新梢

早期分枝，侧枝生长旺盛，具备高光效、高叶杆比例株型。亩产新梢

干重1700kg以上，非春伐年份的春剪和夏剪收获量2300kg以上。饲用

品质优，耐寒性、耐旱性强，播种群体一致性、稳定性好。适合畜禽

饲料用桑品种，也可作为生态造林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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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桑树病虫害防治

名称 防治方法和措施

褐斑病 （1） 晚秋桑树落叶后清除病叶，剪除病枝；

（2） 发现 20%～30%叶片上有 2～3 个芝麻大小斑点时，立即喷洒 50%多菌灵可

湿性粉剂或者甲基托布津 1000~1500 倍液，相隔 10~15 天再喷 1 次 。

白粉病 （1） 采叶自下而上，防止桑叶老化；

（2） 发病初期叶背喷洒 1%～2%硫酸钾或 5%多硫化钡，或喷 50%多菌灵可湿性

粉剂 800 倍液。采叶期喷 70%甲基托布津 1500 倍液，隔 7～10 天再喷 1
次。冬季喷 2～4 波美度的石硫合剂或 90%五氯酚钠 100 倍液。

桑污叶病 （1） 延迟桑叶硬化，晚秋清除病叶；

（2） 发病初期喷洒 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65%甲霉灵可湿性粉剂

1000 倍，50%多霉灵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

桑青枯病 （1） 加强检疫，严禁带病苗进入无病区；

（2） 栽植抗青 10、抗青 283 等桑品种；

（3） 田间发现病株及时刨除，对病穴及周围土壤用 1:100 的福尔马林液消毒；

（4） 栽桑时用青枯病拮抗菌 MA-7 等浸根，也可在发病初期喷洒或灌注 72%农
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 4000 倍液或 50%琥胶肥酸铜可湿性粉剂 500 倍

液，隔 7～10 天 1 次，连续防治 2～3 次；

（5） 实行轮作，病重田块改种禾本科作物 4～5 年。

桑黄化型萎缩病 （1） 严格检疫，严禁从病区购买苗木和接穗；

（2） 及时挖出病株；

（3） 加强桑园管理，合理采叶；

（4） 及时消灭病原介体昆虫；

（5） 栽植抗病桑品种；

（6） 病树截干钻孔灌注“桑萎灵”。

桑疫病 （1） 冬季剪除病梢，发病季节及时剪除病芽、病枝；

（2） 春季和夏伐后桑树发芽前后及生长季喷施 30%琥胶肥酸铜悬浮剂

500mg/kg,隔 2 天再喷 1 次，有很好的预防效果；发病初期用土霉素 300～
500mg/kg 或者链霉素 100mg/kg 喷洒嫩梢、嫩叶，隔 7～10 天喷 1 次，连

喷 3～4 次，可控制病情扩展。

桑象甲 （1） 桑树夏伐后立即喷洒 33%桑保清乳油或者 40%毒死婢乳油或者乙酰甲胺磷

乳油或者 50%锌硫磷乳油与 80%敌敌畏乳油混合液的 1000 倍液；

（2） 冬季剪除半枯枝桩，春季气温上升至 15℃以前烧毁。

桑吸浆虫（桑瘿蚊） （1） 桑树夏伐后，每 1000 平方米用 3%甲基异柳磷颗粒剂 5～6kg,或者 40%甲
基异柳磷乳油 0.3～0.5kg 拌细沙或土均匀撒入桑园，中耕翻入土中；

（2） 各代幼虫发生盛期，顶芽喷洒 40%桑宝 3700 倍液（残毒期 5 天），或者敌

敌畏乳油或者 40%乐果乳油 1000 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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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桑园春肥施入后在桑地覆盖黑色地膜，初揭膜施夏肥外，一直覆盖至 10
月份。

桑螟 （1） 在幼虫 2 龄末，喷布 40%桑宝 3700 倍液或者 50%辛硫磷 1500 倍液；

（2） 捏杀幼虫；

（3） 用振频式杀虫灯诱杀成虫；

（4） 晚秋蚕上簇后打好“关门药”，可用久效磷或拟除虫菊酯类农药。

桑蓟马 （1） 成虫盛发期用黄色胶板诱杀；

（2） 用 50%杀螨隆 2000 倍液（残留期 7 天）或 40%乐果乳油 1200 倍液或 80%
敌敌畏乳油 1000 倍液喷杀；

（3） 栽植抗虫桑品种农桑系列；

（4） 秋冬清除桑园内落叶、杂草，集中深埋或烧毁。

桑天牛 （1） 捕捉成虫；

（2） 发现产卵刻槽，及时捅破卵粒或刺杀幼虫，也可用敌敌畏 10～20 倍液涂

抹产卵刻槽；

（3） 蛀入木质部的幼虫，可用洗耳球或将喷雾器的喷头改装成注射针头向最下

一个排粪空灌入 80%敌敌畏乳油 150~200 倍液，或灭蛀灵 200 倍液；

（4） 向新鲜排粪孔注入少许花生油，诱导蚂蚁咬死天牛幼虫；

（5） 栽植抗天牛桑品种新一之濑、大种桑、湖桑 7 号等。

桑园叶甲 （1） 利用成虫的假死习性，于清晨露水未干前振动树枝，使其落于盛肥皂水的

脸盘中，集中杀死；

（2） 成虫盛发期喷洒 40%桑宝 3700 倍液或 80%敌敌畏乳油 1000 倍液；

（3） 桑树夏伐时留少量桑树枝叶不剪，诱杀成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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