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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树苗木培育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红豆树（Ormosia hosiei Hemsl. et Wils.）苗木培育的术语和定义、种子采收和贮

藏、苗木培育、苗期管理、病虫害防治、炼苗及出圃、苗木检疫、包装和运输、档案管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红豆树适生区苗木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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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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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772 种子检验方法

GB 6001 育苗技术规程

GB/T 7908 林木种子质量分级

SN/T 1157 进出境植物苗木检疫规程

LY/T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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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义

3.1

大规格容器苗 Big size container seedling

指采用较大规格容器培育的 2年生及以上用于造林的容器苗。

4 种子采收和贮藏

4.1 采种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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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30年生及以上的优良母树采种。

4.2 种子采收

4.2.1 时间

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当荚果变成深褐色、有少量开裂时采收。

4.2.2 采收方法

荚果自然脱落采收和用竹竿敲打荚果采收。

4.3 种子处理

采收的荚果曝晒或风干，脱粒后去除杂质。

4.4 种子质量及检验

按林木种子质量分级GB/T 7908及种子检验方法GB/T 2772执行。

4.5 种子贮藏

种子晒干含水率小于13%后，常温下干藏或置于0 ℃～5 ℃下冷藏。

5 苗木培育

5.1 大田苗培育

5.1.1 圃地选择

圃地应选择在交通方便、地势平坦和排灌方便处，要求土层深厚、结构疏松和富含有机质的壤土、

沙壤土，土壤 pH 4.5～7.5。

5.1.2 整地作床

宜秋季整地，深翻 25 cm～30 cm，翌春浅翻细耙。整地时，每 667 m2施入腐熟的基肥 2000 kg～3000

kg或复合肥 30 kg～50 kg。圃地平整后作苗床，床面宽 100 cm～120 cm，高 20 cm～25 cm，床面长度

按地形与播种量而定，床间步道宽 30 cm～40 cm，四周设置排水沟，要求畦沟浅，围沟深。

5.1.3 种子催芽

催芽采用高温浸种和人工机械破皮相结合的方法。先用 100 ℃的开水浸泡种子，待其自然冷却后

拣出膨胀种子；未膨胀种子再用 60 ℃的热水浸种，冷却后拣出膨胀种子；余下的种子再用 40 ℃的温

水反复浸泡；仍未膨胀的种子，用小刀等锋利的工具将种皮割破后浸泡，但不应伤及种脐，直到全部种

子膨胀为止。

5.1.4 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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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月下旬至 3月上旬，开沟点播，沟深 2.0 cm～2.5 cm，沟行距 20 cm～25cm，种子间距 10cm～

15 cm。播种后覆盖火烧土或黄心土，新开荒地也可用圃地原土覆盖。覆盖厚度以不见种子为度。播种

覆土后用干草或谷壳均匀覆盖，盖草厚度以不见床面表土为宜。

5.2 容器苗培育

5.2.1育苗设施

培育容器苗的荫棚应具备调控光、温、水等设施，如喷灌、喷雾、滴灌等。

5.2.2圃地准备

应选择地势平坦、排水良好、通风、光照条件佳的平地或缓坡。要求清除杂草、石块，并将圃地整

平，四周及中间开设排水沟，地面覆盖黑色地布。

5.2.3 容器类型和规格

5.2.3.1 培育 1年生容器苗宜选无纺布网袋容器，规格直径（4.5～5.5）cm×高 10 cm。

5.2.3.2 培育 2年～3 年生容器苗应选用直径（16～20）cm×高(18～20）cm 规格的无纺布容器。

5.2.4 基质选择与配置

5.2.4.1 培育 1年生容器苗的基质及配比（按体积比计算）：泥炭：谷壳（或树皮粉、锯屑）= 7 : 3，

每 m3基质添加缓释肥（N:P2O5:K2O =18:8:8）2 kg﹒m-3～3 kg﹒m-3。谷壳、树皮粉和锯屑等应沤制腐熟。

5.2.4.2 培育 2年～3 年生大规格容器苗的基质及配比（按体积比计算）：泥炭 30%～35%、黄泥 25%～

35%、树皮粉和谷壳（或珍珠岩、锯屑和麦糠）20%～35%，树皮粉、锯屑和谷壳等应经沤制腐熟或炭化

后使用，如用锯屑，其比例应不超过 20%。基质添加缓释肥（N:P2O5:K2O=18:8:8）2.5 kg﹒m-3～3.5 kg

﹒m-3。

5.2.4.3 基质的 pH值以 4.5～7.5为宜，调高 pH值可用生石灰或草木灰，调低 pH值用硫磺粉、硫酸亚

铁或硫酸铝等。基质消毒按照 LY/T 1000执行。

5.2.5 基质装填和摆放

5.2.5.1 培育 1年生轻基质容器苗采用无纺布网袋容器，切割前统一用 0.15%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 12 h

以上，切成 10 cm长的小段，排放在专门的塑料育苗托盘上，再将育苗托盘摆放在苗床上。每排摆放 2

个～3个育苗托盘，宽度为 120 cm左右，每排中间留 40 cm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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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 培育 2～3年生容器苗采用的较大规格无纺布容器，需由人工填装基质。基质填装前应充分混

均，堆放喷淋潮湿后盖塑料薄膜 24 h。容器袋按苗床摆放，步道宽 30cm～40cm。每行摆放容器袋 7 个～

8 个，行距 5 cm～10 cm，株距 3 cm～5 cm。

5.2.6 芽苗培育

5.2.6.1 苗床准备

在塑料温棚内制作苗床，苗床用砖块砌成，床高 12 cm，宽 110 cm 左右，采用黄心土做床，上层

（3～5 cm）混入 40%左右（体积百分含量）的泥炭。

5.2.6.2 播种

1～2月份播种，播种前喷雾使苗床湿润，将经催芽的种子（催芽方法同 5.1.3）均匀散播在苗床上。

种子行间距 3 cm×3 cm，后覆混合土（50%黄心土+50%泥炭）厚 2 cm，做小拱棚，以保温保湿。

5.2.7 1年生苗木培育

3月中旬～4月上旬，采用健壮芽苗培育 1年生容器苗。

5.2.8移栽

5.2.8.1移栽时间

芽苗或 1年生苗木移栽在 3月中旬至下旬，不宜迟于 4月上旬。移栽宜在阴天或晴天的早晚进行，

晴天阳光较强时应在荫棚下移植。

5.2.8.2移栽要求

移栽前 1 天～2 天喷淋湿透芽苗和大田苗苗床，或 1 年生轻基质容器苗。芽苗移植时应剪去过长

主根，栽入提前准备好的无纺布网袋容器中，移栽时可用竹片在容器袋中央拨出孔洞，将芽苗放入后手

指轻轻按紧基质；移栽 1年生轻基质容器苗时应脱去原容器，移植 1年生大田苗时应修剪去 2/3的叶片

及过长的主根和侧根，切除主根的 1/3。填装基质略高于根颈部位 1 cm～2 cm，轻轻压实根部。每容器

内移栽 1株，移栽后及时浇透水。移栽前后圃地应遮阳。

5.3苗期管理

5.3.1 水分管理

出苗期、幼苗生长初期或容器苗移栽初期，以及生长期喷水应多次适量，保持圃地土壤或容器内基

质湿润，湿度以圃地土壤或表层基质不干燥发白为原则。速生期应多喷水，生长后期需控制水分。喷水

或浇水宜在早晚进行，不应在中午高温时进行。夏季高温天气浇水量加大，雨季应及时清沟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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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追肥

追肥宜在阴天或晴天早晚进行，施肥后应喷水清洗叶片以防肥害。午间强光高温时忌施肥。

5.3.2.1 大田苗

幼苗出土后及时于阴天或傍晚分批揭草。当幼苗进入速生期时开始追肥。可施用0.2%～0.3%尿素

或复合肥2次～3次，每15天浇施1次，9月下旬后停止追肥。10月中下旬可隔7～10 天喷施0.2%～0.5%

的磷酸二氢钾溶液，连喷2次。有条件的地方可施用稀释的腐熟人畜肥。

5.3.2.2 容器苗

配比基质中已施用缓释肥的可不施或少施追肥，对购买的轻基质网贷容器基质中若未添加缓释肥应

及时追肥。是否追肥视苗木生长情况而定，对生长势弱或移栽迟的容器苗，可在速生期用洒水壶喷施

0.3%尿素或复合肥 2次～3次，每次间隔 7天～10天。速生期若多数苗木长势弱，可撒施 1次复合肥，

每 667m2用量 7.5 kg。生长后期可每两周喷施 3‰的磷酸二氢钾，连喷施 3次，以促进苗木木质化。

5.3.3 遮阳和防冻

夏季高温干旱期间，晴天白天应对容器苗遮阳，阴雨天、晴天的早晚应打开遮阳网，9月中旬气温

降低以后可逐步撤掉遮阳网。遮阳网透光率为全光照的 30%～40%。秋冬季霜冻期需搭设遮阳网以防冻。

5.3.4 除草

应及时拔除杂草，坚持“除早、除小、除了”原则，确保圃地和容器中无杂草，忌用除草剂。除草

时，若杂草较大，应用手指压住苗木根部，轻轻拔除杂草，以防止带出基质或撕破容器。

5.3.5 育苗容器添加基质

苗期发现容器内基质下沉，应及时添加基质，防止根部裸露。

5.3.6 容器苗分级育苗

5.3.6.1 1年生容器苗

当平均苗高长到 12 cm～15 cm时，采用手工拣苗分级，按苗木大小分级培育。

5.3.6.2 2～3年生容器苗

按苗木大小分级摆放和培育，或可将较大的苗木摆放于苗床中间，将较小的苗木放于苗床两侧。

5.3.7 容器苗空气切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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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移动育苗盘或容器进行空气切根。

5.3.8 容器大苗的修剪和绑缚

培育2～3年生容器大苗期间，应及时剪除苗木基部萌条。对主干倾斜和弯曲的植株应插杆绑缚，对

被病、虫、机械损伤等破坏主干的植株，应截干促萌以重新定干。

6 病虫害防治

6.1 角斑病

主要危害叶片，易在干旱季节发生。角斑病发生时可交替使用1:2:200～300(石灰:硫酸铜:水)倍波尔

多液，或25%多菌灵可湿性粉剂250～500倍，或75%可湿粉剂百菌清800～1000倍液，或70%甲基硫菌灵

可湿性粉剂800～1000倍液等，10 d～15 d 喷洒1次，连续3次。

6.2 猝倒病

易发生在幼苗出土至苗木木质化前的幼苗阶段。可喷洒55%敌磺钠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浇根或

1:1:100～150的波尔多液喷雾进行防治。

6.3 食叶害虫

可喷洒虫酰肼20%悬浮剂1000～2000倍液，或甲氨基阿维菌素 1%乳油1000～2000倍液，或杀灭菊

酯1%乳油1500～2000倍液，或高效菊酯5%水乳剂6000～8000倍液，或高效菊酯2.5%乳油2000～3000倍

液喷杀防治。

6.4 蜗牛、蝗虫和蚜虫

防治蜗牛、蝗虫和蚜虫等害虫可用密达，每亩撒施两包。防治蚜虫可喷洒氧化乐果40%乳油800～

1000倍液，或氧化乐果50%乳油1000～2000倍液，或吡蚜酮2000～3000倍液。

7 炼苗及出圃

7.1 炼苗

9月上旬停施氮肥、改施磷钾肥，逐步减少遮阳时间，至 10月中下旬可撤掉遮阳网，并控制喷水。

7.2 出圃

7.2.1 起苗

javascript:linkredwin('害叶');
http://www.hudong.com/wiki/%E6%97%B1%E5%AD%A3
http://www.hudong.com/wiki/%E5%8F%91%E7%94%9F
https://www.baidu.com/s?wd=%E6%82%AC%E6%B5%AE%E5%89%82&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duAwWuHI9PjRLPW7bnjb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RYn1nkrHD3nHc4nHczPHDY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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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苗进入休眠期即可起苗，应随栽随起，保持根系完整；容器苗起苗前 2～3 d应浇透水。

7.2.2苗木分级

起苗后应立即在背风庇荫处选苗，剔除有病虫害、机械损伤和发育不健全的苗木，然后按苗高和地

径分级。红豆树出圃造林苗木可分为Ⅰ、Ⅱ两级，Ⅱ级以上苗木要求根系发达、苗干通直、单一主干、

色泽正常。红豆树苗木等级遵照附录A的规定。

7.3 苗木检疫

外调苗木应按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以及参照SN/T 1157检疫，禁止疫区

苗木外运。

7.4 包装和运输

对大田苗包装可参照GB 6001 执行。容器苗可不进行特殊包装，1年生容器苗可用专用塑料盘、纸

箱、薄膜等包装或直接捆扎装车。2 年～3 年生大规格容器苗，运输量小时可直接整齐立放于运输车厢

中，量大可将容器苗放倒、上下层错位摆放于运输车厢。注意捆扎和摆放时切勿伤苗。苗木装车后用油

布遮盖，以防运输途中风吹。每批苗木应系上注有苗木类型、苗龄、规格、数量、生产单位、生产地点、

生产及经营许可证编号等内容的标签。

8 档案管理

生产单位应建立完整、真实的生产栽培管理和销售的纸质和电子档案，包括栽培地位置、面积、种

苗来源、整地、种植、培管等各项作业的用工和物料消耗等，档案长期保存。可参照LY/T 1000容器育

苗技术、LY/T 2289林木种苗生产经营档案、LY/T 2290林木种苗标签执行，建立档案，实行档案科学管

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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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红豆树苗木等级指标规格

苗木类型 苗龄 等级 指标规格

大田苗 1-0
Ⅰ级苗 苗高40cm以上，地径0.45 cm以上。

Ⅱ级苗 苗高30cm～40cm，地径0.35 cm～0.45 cm。

留床苗 2-0
Ⅰ级苗 苗高65 cm以上，地径0.70 cm以上。

Ⅱ级苗 苗高55 cm～65 cm，地径0.50 cm～0.70 cm。

容器苗

1-0
Ⅰ级苗 苗高35 cm以上，地径0.35 cm以上。

Ⅱ级苗 苗高25 cm～35 cm，地径0.25 cm～0.35 cm。

1-1
Ⅰ级苗 苗高70 cm以上，地径0.70 cm以上。

Ⅱ级苗 苗高55 cm～70 cm，地径0.50 cm～0.7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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