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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枝栒子育苗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平枝栒子(Cotoneaster horizontalis Decne.) 育苗地选择、整地与做床、播种育

苗、扦插育苗、苗期管理、苗木出圃、苗圃技术档案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华东、华北地区平枝栒子苗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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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2 林木种子检验规程

GB 6000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GB 6001 育苗技术规程

LY/T 2289 林木种苗生产经营档案

3 育苗地

3.1 育苗地选择

选择地势平坦，排灌方便，土层深厚，土质疏松、肥沃的沙壤土或壤土，土壤pH值以6.5～7.5为宜。

3.2 整地

华北地区在冬季土壤封冻前，也可在播种前 1 个月，深翻圃地，翻耕深度 30 cm～40 cm。结合翻

耕每公顷施入腐熟的有机肥 25000 kg～30000 kg 或复合肥 750 kg～1000 kg。

3.3 做床

北方做平床，床面宽100 cm～120 cm，床埂宽30 cm、高20 cm～25 cm。南方做高床，床高30 cm～

40 cm，床面宽100 cm～120 cm，步道宽30 cm～50 cm，床长视地形而定。

3.4 土壤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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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菌宜用硫酸亚铁或多菌灵。硫酸亚铁用量50 kg/hm
2
～75 kg/hm

2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用量12

kg/hm2～15 kg/hm2。杀虫宜用5%辛硫磷颗粒，用量35 kg/hm2～45 kg/hm2。结合做床均匀拌入土壤。

4 播种育苗

4.1 种子质量

参照 GB 2772进行种子质量检验。种子净度 90％以上，发芽率 80%以上，含水量 10％以下，千粒

重 13.0 g。

4.2 种子催芽

宜采用自然层积法，层积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a)11 月底至 12 月初，冷水浸种 24h，将种子与湿沙按 1:3 的体积比混合均匀，沙子湿度为饱和含

水量的 60%。

b)在背阴处挖一层积沟，沟深 30 cm～40 cm，宽 60 cm～80 cm，长度视种子数量而定。

c)先在沟底铺一层 10 cm 的湿沙，然后将种沙混合物放入沟内，每隔 100cm 垂直埋入一束秸秆，以

利通气，上面再盖 10 cm 湿沙，然后用土堆成屋脊状，以防积水。

d)层积期间每 30 d 翻动 1 次，注意保湿。

e)层积催芽持续到翌年春天，有三分之一种子露白时即可播种。

4.3 播种

4.3.1 播种时期

春季土壤解冻后，地表以下10 cm处地温达到5 ℃以上时即可播种。华北地区为3月中旬至4月中旬，

华东地区为2月下旬至3月上旬。

4.3.2 播种量

平枝栒子种子千粒重约 13.0 g,每千克种子约 70000 粒。一般播种量为 30 kg/hm2～45 kg/hm2。

4.3.3 播种方法

播种前5 d～6 d把苗床先灌足底水，待表面阴干，墒情适宜时，即可播种。如果墒情不适宜，要浇

溜沟水。条播行距25 cm～30 cm，播幅5 cm～10 cm，播沟深3 cm～4 cm，覆土厚度约2 cm，撒种均匀，

覆土厚度约2 cm；覆土后上面再覆盖地膜或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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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幼苗期管理

4.4.1 撤除覆盖物

出苗约三分之一时，在傍晚或阴天揭去地膜或覆草。

4.4.2 间苗、定苗。

幼苗长出 3 片～4 片真叶时，进行间苗，株距 5 cm～10 cm，如出苗不均则选择阴天移密补稀。定

苗 60 万株/hm
2
～80 万株/hm

2
。

5 扦插育苗

5.1 插床准备

硬枝扦插育苗在圃地进行。插床准备同播种育苗。

5.2 插条采集

选择 1 年生枝条作种条，粗度 0.3 cm～0.5 cm，节间适中，芽眼饱满。2 月～3月萌芽前随采集、

随剪截、随扦插。

5.3 插穗制作

扦插前，将采集的种条，剪成 8 cm～12 cm 长的枝段，上剪口平剪，下剪口斜剪，呈马耳形。

5.4 扦插时期

硬枝扦插南方适宜时期为 2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北方适宜时期为 3 月上旬至 3 月下旬。南方在秋

末冬初可以用塑料小拱棚扦插。

5.5 扦插方法

插前用竹签打孔，株行距5 cm×10 cm。将插穗三分之二插入圃地苗床土壤中，直到整个床面插毕，

小水浇透整个床面，待畦中水全部下渗后支起高80 cm 的半圆形塑料薄膜拱棚。

5.6 插后管理

扦插后至生根前，经常检查土壤墒情，适时浇水，保持苗床湿润，拱棚内温度控制在20 ℃～30 ℃，

温度过高时及时用遮阴网覆盖降温。由于春季气温回升较快，昼夜温差大，要注意防止灼伤幼苗。生根

后，可于上午10时至下午15时，在拱棚两端开口通风降温，夜晚封闭防倒春寒和晚霜冻害。春末拆除拱

棚，用喷雾器或微喷装置补充水分。圃地要适时浇水，适时人工除草。平枝栒子硬枝扦插40 d左右生根，

生根率可达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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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苗期管理

6.1 灌溉、排涝

生长季节根据土壤墒情和苗木生长状况及时浇水。当土壤明显缺水或苗木中午出现轻度萎焉状态

时，应及时灌溉。灌溉要在早晨、傍晚或阴天进行。南方梅雨季节，应做好清沟排水工作。土壤封冻前

浇一次越冬水。

6.2 施肥

5月～6月幼苗期用浓度为0.3%的尿素进行叶面喷肥，每周一次；6月～8月每隔20 d追肥一次，连续

2次～3次，前两次追施尿素150 kg/hm
2
～225 kg/hm

2
，第三次开沟追施磷、钾复合肥225 kg/hm

2
～300

kg/hm
2
。北方进入8月不再施肥。

6.3 松土除草

生长季节根据苗圃地杂草情况及时采用人工方法清除杂草，原则是除早、除小、除了。下雨后或灌

溉后要及时划锄松土，当年至少 6 次～7 次。可用精喹禾灵或盖草能防除禾本科杂草。

6.4 有害生物防治

平枝栒子常见害虫有蚜虫、红蜘蛛。发生虫害时喷洒 2.5%溴氰菊酯乳油 1500 倍液，或 10%吡虫啉

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或 80 %敌敌畏乳油 700～800 倍液。每隔 7 d 喷洒一次，直至虫害消除。病害

较少，如有病害发生，可用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喷施防治。

7 苗木出圃

7.1 苗木调查

参照 GB 6000的要求执行。

7.2 起苗、假植、包装、运输

参照 GB 6001 的要求执行。

7.3 苗木检验

参照 GB 6000 的要求执行。

7.4 苗木质量分级

苗木质量分为两个等级。Ⅰ级苗：一级分枝数≥3，地径≥0.6 cm，一级侧根数≥6；Ⅱ级苗：一级

分枝数＜3，0.3 cm＜地径＜0.6 cm，一级侧根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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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苗圃技术档案

参照 LY/T 2289 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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