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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梾育苗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毛梾（Swida walteri (Wanger.) Sojak）的种子采收与处理、大田播种育苗、容器播种

育苗、嫁接育苗、病虫害防治、苗木出圃和分级、档案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适生区的毛梾实生苗、嫁接苗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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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6001 育苗技术规程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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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子采收与处理

3.1 种子采收

采种宜选生长健壮、树势旺盛的成龄树或优良单株、母树林采种。8～10月果实黑紫色时采收。

3.2 种子处理

采回的果实除去外果皮，清洗干净、水选出充实饱满的种子，阴干后待用。秋季可直接播种。

春播种子需沙藏处理。选择背风向阳处，建高度50 cm～60 cm透气池，下层湿沙铺底，厚度15  cm～
20 cm，中层种子与湿沙混匀后平铺，种子与湿沙比例为1:3，厚度为15 cm～20 cm，上层覆盖湿沙，厚

度为20 cm，所用湿沙保持湿润即手握成团，一触即散的状态。从10 月下旬沙藏至翌年3 月初，取出后

置于20 ℃温棚催芽，待种子约1/3露白即可播种。

4 大田播种育苗

4.1 圃地选择

圃地宜选择地势平坦，排灌良好，土层厚度不少于50 cm，pH 6.5～8.0，质地为沙壤土的地块。

4.2 整地作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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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苗前应整地，包括翻耕、耙地、平整。翻耕深度25 cm 以上，应做到深耕细整，清除草根、石块，

地平土碎。南方多雨地区宜采用高床，高度20 cm～30 cm，北方宜平床或低床，床宽1 m～1.2 m。其他措

施按 GB/T 6001执行。

4.3 播种

4.3.1  播种时间

秋播，10 月上旬～11 月中旬；春播，3 月中下旬～4 月上旬。

4.3.2 播种量

播种量为150 kg/hm2
～225 kg/hm2

。

4.3.3 播种方法

播前7 d～10 d，苗圃地灌透水。条播，行距25 cm～30 cm，播种深度2 cm～3 cm。

4.3.4 播后管理

春播播种后覆盖地膜或草帘，出苗率约50 %时，及时去掉地膜或草帘。

4.4 田间管理

4.4.1 间苗定苗

在苗高10 cm～15 cm时进行间苗，保留幼苗株距8 cm～10 cm。

4.4.2 灌溉

播种后及苗木生长期视土壤墒情及时浇水，雨季注意排水防涝。灌溉水按GB 5084执行。

4.4.3 施肥

结合秋季整地施入基肥如腐熟的有机肥15t/hm
2
或复合肥750  kg/hm

2
。全年追肥3 次，撒施。6 月上

中旬，追施尿素75  kg/hm
2
～120 kg/hm

2
；7 月上中旬，追施尿素150  kg/hm

2
～225  kg/hm

2
；8月上中

旬，追施磷钾复合肥150 kg/hm
2
～225  kg/hm

2
。施肥后及时浇水。

4.4.4 中耕除草

及时中耕除草，松土深度以不伤苗木根系为宜。

5 容器播种育苗

5.1 圃地选择

圃地宜选取地势平坦，排灌良好的地块。

5.2 平整土地

土地整平，苗床宽100 cm～120 cm，步道宽35 cm～40 cm。

5.3 容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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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塑料或无纺布制作的圆柱形营养钵，口径12 cm～14 cm，高度12 cm～14 cm。

5.4 基质配置消毒及装袋

基质以草炭土、珍珠岩、蛭石按体积比1:1:1配置为宜，播种前一天应对基质消毒，方法按LY/T 1000

执行。

5.5 播种

5.5.1 播种时间

同4.3.1。

5.5.2 播种方法

每营养钵播种2～3 粒，深度1 cm～1.5 cm。

5.6 播后管理

5.6.1 水分

播后浇透水，覆盖塑料薄膜或草帘，出苗率50 %时及时去除薄膜或草帘，根据基质情况及时喷水或

灌水，夏季做好排水防涝。灌溉水按GB 5084执行。

5.6.2 施肥

6 月上中旬，撒施尿素75  kg/hm
2
～120 kg/hm

2
；7 月上中旬，撒施尿素150  kg/hm

2
～225  kg/hm

2
；

8月上中旬，撒施磷钾复合肥150 kg/hm
2
～225  kg/hm

2
。施肥后及时浇水。

5.6.3 除草

及时清除营养钵及周边杂草。

5.6.4 定苗

苗高5 cm～6 cm时，每营养钵保留幼苗1株。

6 嫁接育苗

6.1 圃地准备

在大田育苗或容器育苗地进行嫁接育苗为宜。嫁接前一周，苗床浇透水。

6.2 接穗采集与贮藏

从良种采穗圃或优良母树上采集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一年生木质化枝条作为接穗。春季嫁接所用

接穗在休眠期采集，在阴凉处湿沙中贮藏备用。秋季随采随接。

6.3 砧木选择

采用地径0.8  cm～1.5  cm、生长健壮的毛梾实生苗作砧木。

6.4 嫁接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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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在砧木树液开始流动至发芽后20  d内进行，采用劈接或者带木质部芽接的方法。

秋季嫁接时间8月底至9月初，采用带木质部芽接的方法。

6.5 嫁接方法

6.5.1 带木质部芽接

选取与砧木粗细一致的接穗，用嫁接刀从接穗饱满芽上方1.5 cm处斜切入木质部至芽的下方，然后

在芽的下方2 cm处横向斜切取下接芽。在砧木距地面10 cm，被风处切出与接芽形状一致的接口，芽片与

砧木形成层对齐并贴紧砧木后用塑料布由下至上绑缚。嫁接后距接口上方20 cm处折干或截干。

6.5.2 劈接

接穗粗度6 mm～8 mm为宜，在砧木距地面10 cm处平截，用嫁接刀从砧木中间劈开，深度1.5 cm，接

穗上方距芽2 cm处截断，下端距芽3 cm处削成平滑的楔形，然后插入劈开的砧木贴合紧密并对齐形成层，

用塑料布绑缚。

6.6 接后管理

6.6.1 带木质部芽接

15 d后检查成活情况，及时在接芽上方1 cm～1.5 cm处剪砧；未成活及时补接。剪砧后应及时除萌，

萌芽30 天后解绑。

6.6.2 劈接

15 d后检查成活情况及时补接，10  d～15  d天除萌一次，萌芽30 d后解绑。除萌时避免触碰到

接穗。

6.7 田间管理

土肥水管理同大田播种育苗。

7 病虫害防治

防治原则：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毛梾主要病虫害防治方法参见附录A。农药使用执行NY/T 1276。

8 苗木出圃与分级

8.1 起苗

秋季落叶后至土壤封冻前或者春季在土壤解冻后至芽萌动前进行，与造林、移栽时间相衔接。保持

根系完整，不损伤顶芽，不破损根皮。起苗前5 d～7 d浇透水，容器苗调运前2天喷透水，随起随栽植。

8.2 分级与标签

参见附录B。标签按LY/T 2290执行。

8.3 包装与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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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B/T 6001 执行。

8.4 假植

如不能及时栽植需要假植，假植按 GB/T 6001 执行。

9 档案管理

9.1 档案建立

苗圃应建立育苗档案，制定管理制度，档案填写应及时准确，责任到人。

9.2 档案内容

播种育苗应记录各项工作内容与时间包括整地方式与标准、土壤消毒及施肥、种子来源与处理、育

苗方式、播种量、播种方法、出苗期、间苗定苗期，施肥与病虫害防治日期，定期记录苗木生长指标以

及苗木出圃质量与数量。

嫁接育苗应记录接穗来源、采集时间、贮藏方法、砧木情况、接后管理情况、定期记录接穗生长量、

嫁接成活率和苗木出圃质量与数量。

其他内容按LY/T 2289执行。

9.3 档案保管

育苗档案保管应责任到人，并在档案记录完毕后由审查人员及主管领导签字归档，长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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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毛梾主要病虫害防治

表A.1毛梾主要病虫害防治

病虫害名称 危害症状 防治方法

黑斑病
初期叶片表皮呈现褐色或黑色圆

斑，后整个叶片干枯死亡。

80 %代森锰锌  WP 75 g/kg或72 %腐霉利

 WP 0.8 g/kg，喷药防治2～3 次，喷药间隔

时间10 d～15 d。

褐斑病

病部由下部叶片向上蔓延，初期为

近圆形，紫褐色后期黑色，直径5 

mm～10 mm，界限分明。后期叶片枯

黄脱落。

70 %甲基托布津 WP 800倍液或50 %多菌灵

 WP 1000 倍液交替喷防，喷药防治2～3 
次，喷药间隔时间10 d～15 d。

煤污病

叶面、枝梢上形成黑色小霉斑，后

扩大连片，使整个叶面、黑色霉层

或黑色煤粉层。

50 %多菌灵 WP 800倍液喷防2～3 次，喷药

间隔时间7 d～10 d。

地老虎
夜间出穴危害，幼虫啃食近地苗茎，

至整株死亡。

1.黑光灯诱杀；

2.50%辛硫磷乳油1000～1500 倍液灌根；

3.90%敌百虫60 kg/hm2
～75 kg/hm2

与麦糠

拌成毒饵撒施。

蛴螬 危害幼苗根、茎，至整株死亡。

1.冬季深翻土地，将越冬虫体翻至地表杀

灭；

2.5 月和11 月适时灌水闷杀；

3. 50 %辛硫磷乳油1000～1500 倍液灌根

或2.5 %溴氰菊酯乳油3000 倍液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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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资料性附录）

一年生毛梾苗木质量分级

表B.1 一年生毛梾实生苗质量分级

级别
苗高cm

≥

地径cm

≥
综合控制指标

1 120 1.2
根系较完整、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主根无撕裂

2 100 0.8

表B.2 一年生毛梾容器苗质量分级

级别
苗高cm

≥

地径cm

≥
综合控制指标

1 140 1.0
根系较完整、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主根无撕裂

2 120 0.7

表B.3 一年生毛梾嫁接苗质量分级

级别
苗高cm

≥

地径cm

≥
综合控制指标

1 160 1.4
根系较完整、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主根无撕裂

2 140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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