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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槐硬枝扦插育苗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 L.）硬枝扦插采穗圃营建、育苗地选择、整地作床、

穗条采集、插穗处理和沙藏催根、扦插和插后管理、苗木出圃、包装运输、档案管理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刺槐良种、新品种及优良无性系硬枝扦插苗的培育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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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LY/T 2290-2018 林木种苗标签

LY/T 2280-2018 林木种苗生产经营档案

3 采穗圃营建

3.1 圃地选择和整地

选择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有灌溉水源、排水良好，且靠近苗圃的地块建立采穗圃。施足基肥，撒

施杀菌药剂，深翻土壤，整平耙细。

3.2 建圃材料

选用刺槐良种或优良无性系1a生扦插苗或播根苗作为建圃材料，苗木生长健壮，无病虫害。

3.3 栽植密度

采穗圃应适当密植，栽植株行距以1.0m×1.5m或1.5m×1.5m为宜，南北行向。标记清楚每个品种

的位置和数量，绘制定植图。

3.4 母株修剪与管理

采穗母株定干高度50cm，当萌发新梢达20cm长时，选留4个～6个枝条培养母株；冬季落叶休眠后，

结合穗条采剪，在距基部5cm处截枝，第2年每株留条8个～10个。第3年后每株留条10个～15个。每年剪

口上移5cm。选留枝条应掌握去弱留壮原则。

采穗圃于每年春季萌芽至雨季前，灌溉浇水2次～3次，施肥2次，适时中耕锄草，防治病虫害。

4 育苗地选择与整地

4.1 育苗地选择

育苗地应选择交通方便、有灌溉水源、地势平坦、背风向阳、土层深厚、土质疏松肥沃、排水良好

的地块。砂质壤土、壤土、微粘性土壤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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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整地施肥

早春土壤解冻后，将充分腐熟的有机肥均匀撒于地表，用量30000kg/hm2～45000kg/hm2，同时使用

复合肥750kg/hm2；结合整地进行土壤消毒，用代森锰锌80%可湿性粉剂和链霉素72%可溶粉剂以1:1比
例混合配制药剂，均匀撒在地表，用量40kg/hm2～50kg/hm2，翻耕30cm，整平耙细。

4.3 做床

起垄作育苗床。南北行向，垄宽40cm，垄高20cm，步道宽30cm，垄面要求平整，土壤细碎。

5 穗条采集与处理

5.1 穗条采集

在冬季落叶休眠后从采穗圃采剪刺槐良种枝条，剪取1a生完全木质化枝条，粗度1.5cm～2.0cm为宜。

华北地区宜在2月上、中旬采集枝条。

5.2 插穗制备

采条后随即剪截。先剪去木质化程度差的梢部和芽质量不好的基部，选用枝条的中下部，剪成长

12cm～15cm的插穗，每穗保留 2个～3个饱满芽，上切口剪平面, 下切口剪成斜面。每20根1捆，按照原

株品系编号挂标签。

5.3 插穗处理

用吲哚丁酸（IBA）和萘乙酸（NAA）按照1:1比例配制成浓度为600mg/L溶液,将插穗下剪口浸泡48h，

保持插穗下部三分之一浸泡在溶液中。期间每隔12h移动插穗1次，使溶液均匀浸泡插穗。

5.4 插穗沙藏

在温室或塑料大棚内建沙藏池，根据插穗数量确定沙藏池面积，池深50cm。用7份沙与3份土混合均

匀后平铺在池内，沙土厚10cm～20cm。将处理好的插穗下剪口朝上倒立放置，插穗全部放置完，用沙土

覆盖，沙土没过插穗1cm～2cm。沙土应保持湿润，湿度以手握成团，但不滴水为宜。10d～15d后，插穗

下剪口截面形成愈伤组织且有白色根原基露出，即可取出在苗床扦插。

6 扦插与管理

6.1 扦插方法

在垄面中央扦插，每垄插1行，株距30cm。先用打孔器或打孔设备按照株距30cm打孔，孔粗大于插

穗粗度，孔深与插穗长度相当。随后插入插穗，深度以插穗顶芽与垄面平齐为宜，压实土壤，注意插穗

上下方向，避免倒插。扦插密度以46500株/hm
2
为宜。全部插完后在垄面覆盖地膜，垄沟灌水，大水漫

灌，保证垄面全部浸水，土壤紧实。

6.2 扦后管理

6.2.1 抹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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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穗萌芽后应及时撕破地膜，露出新梢。萌芽新梢长到20cm～30cm时，选留1个生长直立健壮的新

梢作苗干，其余从基部全部剪除。由于春季气温回升较快，昼夜温差大，中午要防止灼伤幼苗，防倒春

寒和晚霜冻害。

6.2.2 水肥管理

5月～6月幼苗期用浓度为0.3％尿素进行叶面喷肥，每次间隔10d ；6月～8月每隔1个月追肥1次，

连续2次～3次，前2次追施尿素，用量150kg/ hm
2
～225kg/ hm

2
；第3次追施氮磷钾复合肥，用量225kg/ hm

2
～

300kg/ hm
2
。追肥后及时浇水。

6.2.3 中耕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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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至少4次～6次。下雨或灌溉后及时

松土保墒。

6.2.4 病虫害防治

刺槐苗期病虫害主要有刺槐蚜（Aphis robiniae），防治方法为在初发期使用20％吡虫啉乳油4 000

倍～6 000倍液和25％亚胺硫磷乳油1 000倍～2 000倍液混合喷雾2 次～3 次，每次间隔10d。

7 苗木出圃

7.1 起苗

起苗时间在翌年春季树液流动后萌芽前为宜，华北地区常年在3月中、下旬。起苗前一周给育苗地

灌水。起苗时保留根幅20cm～30cm，尽量避免创伤根茎处的主根及侧根。一般造林地和绿化地栽植，可

以直接选用裸根苗。

7.2 质量分级

起苗后，根据苗木质量进行分级。1a生或2根1干苗要求根系发达，苗干木质化程度好，无病虫害和

机械损伤。合格苗分Ⅰ、Ⅱ 2个等级，分级指标参照GB 6000执行，见表1。

表1 刺槐扦插苗质量分级标准

苗龄

苗木等级

Ⅰ级苗 Ⅱ级苗

苗高

/cm
＞

地径

/cm
＞

根系长度

/cm
＞

＞5cmⅠ

级侧根数

＞

苗高/cm 地径/cm
根系长

度/cm
＞5cmⅠ

级侧根

数

1～0 280 2.0 25 8 200～

280
1.5～

2.0
20～25 5～8

1（2）～0 350 2.5 30 10 250～

350

2.0～

2.5
25～30 8～10

8 包装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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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圃苗木每20株1捆，根系部分填充保湿物，用湿草袋、麻包袋或塑料薄膜、编织袋保湿包裹，附

带标签。标签内容、制作要求和使用方法按照LY/T 2290-2018执行。苗木运输中应保持适当通风，严防

重压、日晒和风干。到达目的地后立即进行栽植或假植。出境运输需开具苗木检疫合格证。

起苗后如不能及时栽植或运输应进行假植。临时假植可在背阴处挖沟用湿土或湿沙将根部填埋严

实；超过一周以上应视为长期假植，苗木根系应用湿土或湿沙埋实并灌水浇透，用湿土或湿沙覆盖根颈

部位20cm以上。

9 档案管理

建立苗木生产技术档案，档案管理内容及要求按照LY/T 2280-2018相关规定执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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