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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西施生态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曹基武、张卫、王勇坚、施雅儒、刘加力、曹艳青、刘

拥军、赵轶、郭静、吴毅、彭继庆、李天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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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松播种育苗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松(Glyptostrobus pensilis )培育的种子检测及选种、种子贮藏与催芽、播

种育苗（大田播种育苗、容器播种育苗）、病虫害防治、苗木出圃分级及建立育苗技术档案等

技术。 

本文件适用于从事水松苗木生产的国有、集体林场、企业和个体农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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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6619 林木采种技术 

GB 2772-81 林木种子检验方法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 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T 8321.9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九） 

NY/T 496-2002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通则 

GB/T 15569 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 

3 水松的地理分布与适生环境 

3.1 适生区域 

水松适宜栽培于我国的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上海、江西、湖南、湖北、浙江、安

徽、江苏、四川、河南等地。 

3.2 适生环境条件 

适生于1000 m以下低海拔地区，为耐水湿的阳性树种，喜温暖湿润气候及水湿环境，不

耐低温。年均15～22 ℃为最适温度，能耐40 ℃高温和-10 ℃以下低温。要求年降雨量1500～

2000 mm，雨量越充沛对其生长越有利。水松适生于中性或微碱性土壤(pH6～8)，不耐盐碱

地。 

4 种子采集及检测 

4.1 种子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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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选择生长健壮、树势旺盛、无病虫害的优良单株或母树林进行采种，在果实由青色变

成黄褐色时进行采收。采种技术执行GB/T 16619。 

4.2 种子检测 

水松果长2.0～2.5cm，果径1.3～1.5cm，千粒重 4.8～7.1g，优良度为50％～70％，每kg

为46000～65000粒，种子椭圆形，稍扁，褐色。种子检测方法执行GB 2772-81。 

4.3 种子选种 

水松种子细小，可采用水选法，将种子置于清水中浸泡 2～3 d，去除浮在水面的种子及

杂物，选择下沉种子。 

5 种子贮藏与催芽 

5.1 种子贮藏 

果实采后放到通风干燥处阴干，不宜曝晒，取出的种子用布袋干藏，放置于通风干燥处，

待翌年3月将种子用0.5%高锰酸钾溶液消毒10 min，清水洗净后沥干。 

5.2 催芽 

采用沙床催芽法，萌发期要注意经常喷水保湿、气温上升后晴天中午需提供60%～70%

的遮阴，夜间用薄膜覆盖保温，白天揭开薄膜，以保持一定的湿度和温度。催芽处理 7～10 

d，待 60%种子发芽后即可进行苗床播种。 

6 圃地的选择 

6.1 基本条件 

圃地选址应选择交通便利、有灌溉的水源、有稳定的电力及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地方，

环境空气质量执行GB 3095。 

6.2 地形地势 

苗圃建设宜选择背风向阳、地势平坦、排水灌溉条件好的地块；山地丘陵地区宜选择

在山脚下的缓坡地，坡度不宜大于5°。 

6.3 土壤类型 

圃地土壤宜选有团粒结构、肥沃的砂质壤土或轻粒壤土，土层厚度应大于 60 cm，

pH5.0～7.0。土壤质量执行 GB 15618。 

6.4 光照 

圃地要求光照充足，相对照度以不低于日平均自然光照的70%～80%为宜。 

7 播种育苗 

7.1 大田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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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整地与土壤处理 

育苗前整地，其内容包括翻耕、耙地、平整、镇压，做到深耕细整。坡地应沿等高线

整地；平地排水坡度应不小于 0.3%。土壤瘠薄的土地应结合整地进行施肥和土壤改良，施

肥原则和施肥量应符合 NY/T 496-2002 的规定。必要时应根据立地条件的土壤性质进行必

要的土壤消毒处理，常用的土壤消毒剂参见附录 A。 

7.1.2 苗床准备 

圃地播种育苗前于秋天进行深翻，翌年解冻后筑床，床面高20 cm、宽120 cm；每667 m² 

施农家肥1000 kg，复合肥100 kg，磷肥200 kg；在整好圃地床面后，填上4～5 cm厚的无菌

黄心土，整平，用10 cm宽的木板，压2 cm深的播种沟，播种沟间距为20 cm。 

7.1.3 播种量 

每667m
2播种1.5kg～2.0 kg。 

7.1.4 播种方法 

将处理好的种子和过筛的细黄心土或火土灰按比例 1:4 拌匀，均匀撒在播种沟内，表层

裸露种子采用过筛的细黄心土或火土灰进行覆盖，厚度以不见种子为宜。表面覆盖苔藓并及

时喷水，保持床面土壤湿润。床面上加拱小棚盖塑料薄膜保温。 

7.1.5 田间管理 

7.1.5.1 遮阳和覆盖塑料薄膜 

苗木出土前需搭盖荫棚，透光度以85％为宜，10月以后去除遮阳网。在5月中下旬～7

月中旬，苗木较幼嫩，遭遇大雨时要覆盖塑料薄膜护苗，天气转睛及时揭开，苗木木质化后

去掉塑料薄膜。 

7.1.5.2 间苗、定苗 

在苗高8～10 cm时进行间苗，拔除过密苗及病弱苗，保持株距8～10 cm。 

7.1.5.3 灌溉排水  

幼苗快速生长期，即6月下旬至9月中旬，应及时进行灌溉，约10～15d浇1次水，浇水应

浇透浇足。灌溉应在早晚进行，做到苗床不缺水、不涝床。灌溉后要及时松土，防止土壤板

结。  

7.1.5.4 松土除草  

按照“除早，除小，除了”的原则去除杂草。 

7.1.5.5 追肥  

追肥以氮肥和磷肥为主，比例2:1，分3次施入。施肥原则前少后多，3次施肥量比例为

1:2:3。苗木进入木质化期，应停止追施氮、磷肥；要适量追施钾肥促进苗木木质化。  

7.2 容器育苗  

7.2.1 塑料平盘培育芽苗 

以聚乙烯泡沫或无毒塑料为原料制成，长、宽和高分别为 54 cm、28 cm 和 5 cm，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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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每隔 0.5 cm，间隔 0.5 cm 的孔洞，规则排列。 

用黄心土、火烧土、腐殖质土、泥炭等基质，按2:1:1:1的比例混合；将基质放入塑料平

盘，将已消毒处理的种子撒播在盘内，并用过筛的细黄心土或火土灰进行覆盖，喷水，保持

塑料平盘土壤湿润，放入已准备好的小塑料薄膜棚保温。 

7.2.2 育苗基质  

选择混合基质，将泥炭土、黄心土、珍珠岩按体积比 2:1:1 混合均匀，每m
3
 基质撒入

3～5 kg 复合肥，用甲基托布津800倍稀释液进行基质消毒。 

7.2.3 容器苗圃地  

做床：苗床高20 cm，宽120 cm，地面铺地布以透水、透气并防杂草，上方设置遮阴率

70%～80%的遮阴网。 

7.2.4 育苗容器  

选用长 12 cm、直径 10 cm 的无纺纤维容器袋。 

7.2.5 移苗 

塑料平盘芽苗长 5～6 cm 时，拔出。用竹签在育苗容器的基质中央打 1 个小孔，深 3～

5 cm，将芽苗轻轻放入孔内，使根系充分舒展、不弯曲。 

7.2.6 容器苗苗圃管理 

7.2.6.1 灌溉和排水 

采用喷灌保持土壤湿润，早晚各1次，生长后期可适当减少喷灌频次。多雨季节注意排

水。 

7.2.6.2 除草 

每15 d 除草1次，忌用除草剂。除草时，轻轻拔除杂草，以防止带出基质或撕破容器。 

7.2.6.3 追肥 

苗木生长期间每 15 d 施肥 1 次，氮、磷、钾比例为 2:1:1，采用浇灌施肥，浓度以 0.5 % 

为宜。 

7.2.6.4 分类管理 

移栽3个月后进行选苗，按苗木大小分级摆放和培育。 

8 病虫害防治  

水松病虫害较少，主要有尺蠖等食叶害虫危害、苗期根腐病、立枯病的发生。原则以预

防为主，综合治理。一旦发生，可参照 GB 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及 GB/T 8321.9 农药合

理使用准则（九）进行防治。  

9 苗木出圃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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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苗木出圃 

幼苗在苗圃里培育 2年后，即起苗出圃栽植。起苗采用秋起秋植、春起春植、随起随栽

的原则，起苗方式以保持苗木根系完整为宜。 

9.2 苗木分级 

水松合格苗木共分为 I、II两级，等级规格指标见附录 B。 

9.3 检验检疫  

苗木检疫执行 GB/T 15569 标准。  

9.4 运输  

起苗后需及时运输，容器苗用黑色塑料袋包装，每袋注明数量和等级。如运输时间过长，

每隔数日宜喷水一次。 

10 技术档案  

10.1 种苗繁殖材料的品名、来源（产地）、规格  

记录育苗的种子产地；繁殖材料的质量（如种子净度、千粒重、发芽率等），采集或调

入人员、时间、批次、数量（重量）。  

10.2 育苗过程和育苗技术  

记录施工日期，整地方式和标准、土壤消毒、育苗方法、播种量、播种期、出苗日期、

生长状况、间苗定株日期，浇水施肥等管理措施，以及出苗量和苗木质量等情况。  

10.3 档案记录和管理  

育苗技术档案必须确定专人负责填写和保管，并做好电子档案。坚持按时填写，准确无

误。技术档案填写后，要由业务领导和技术人员亲自审查签字，长期保存，有据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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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土壤处理常用消毒剂 

药剂名称 使用方法 备注 

硫酸亚铁（工业用） 
30%的水溶液2 kg/m

2，播种前7 d均匀浇在土

中 
灭菌 

75%五氯硝基苯 2 g/m
2～4 g/m

2，混拌适量细土，洒于土壤中 灭菌 

甲醛 

50 mL/m
2，加水50～60升，播种前一周均匀

喷洒在土壤中，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3～5 d，

翻晒无气味后播种或种植 

灭菌 

50%辛硫磷乳油 
1000倍的水溶液2 kg/m

2，播种前3 d均匀浇

在土中 
杀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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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水松苗木质量分级 

表 1  水松苗木质量等级表 

苗

木

类

型 

苗

龄 

苗木等级 

I、 II

级 苗

百 分

率 

综合指标 

I级苗 II级苗 

苗

高
cm 

＞ 

地

径
cm 

＞ 

根系 

苗高
cm 

地径cm 

根系 

长

度 

cm 

大于

5cm长

Ⅰ级侧

根数＞ 

长度
cm 

大于
5cm

长Ⅰ

级侧

根数 

裸

根

苗 

2 75 
0.8

0 
15 10 55～75 

0.70～
0.80 

12 
8～
10 

75 

单一主干、苗干通

直、顶芽健壮、长势

旺、充分木质化、无

劈裂损伤、无检疫性

病虫。 

容

器

苗 

2 70 
0.7

0 
- - 55～70 

0.60～
0.70 

- - 75 

根球完整，侧根发

达均匀，单一主干、

苗干通直、顶芽健

壮、长势旺、充分木

质化、无劈裂损伤、

无检疫性病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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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标准项目的来源、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参加单位和协作单位人员分工 

1、标准项目的来源 

本项目由西施生态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申报，中国治沙暨沙业学

会于 2021年批准立项。项目起止年限 2021年 1月至 2021年 12月。 

2、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水松（Glyptostrobus pensilis）是杉科水松属植物，是我国特有的单种属植物,为古

老孑遗物种。水松木材材质优良、轻软，可作建筑、桥梁、家具等用材。枝叶和果实均可入

药，种鳞、树皮富含单宁，可染鱼网或皮革。水松根系发达，耐水，其树干粗壮挺直，枝叶

疏密适度，可栽于河边堤旁，作固堤、护岸和防风之用，是防风固堤的好树种。同时，其树

形优美，也是优良的湖滨风景和庭园观赏树种。 

水松是著名的活化石树种之一，它和水杉以及落羽杉在中生代白垩纪共同构成当时地球

上的重要植物群落。曾广布于整个北半球。但在第四纪冰期，多数水松不耐寒冷气候先后灭

绝现仅幸存一种。现仅分布于我国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等省(区)。在此主要分布

区中，由于水松所处地带人口稠密、交通方便，本为数不多的水松种群又遭受严重的破坏，

加上生态及其它条件的变化，尤其是气候条件的变化，自身繁殖能力下降，使得水松数量越

发稀少。现存植株多零散生长，且大多为高龄古树，分布于深山、古迹以及一些乡野村落之

间，成片成林的水松群落极为少见。水松现已处极度濒危状态，已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由于该资源珍稀濒危、用途广泛，2011 年作为“濒危物种水松的生境调查和繁育技术

研究”项目列为国家林业局珍稀濒危物种野外救护与繁育项目。为了尽快恢复水松种群数量，

发挥其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科学发展种植水松，制定“水松播种育苗技术规程”林业行业

标准，使广大林农种植水松有章可循、有依有据，提高成活率和生长速度，填补我国水松培

育无标准的空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3、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由中国治沙暨沙产业学会于 2021年 4月 10日正式批准立项，承担单位为由西施

生态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为了保证项目能按照计划进行，具体时间

进度为： 

2020.02—2020.04：资料收集； 

2020.05—2020.11：对标准内的不确定数据进行实验研究；开展水松种子采集与检测、

种子贮藏与催芽、圃地的选择、病虫害防治等技术研究； 

2020.12—2021.03：处理数据，确定重要的关键性指标，起草标准征求意见稿，并撰写

标准说明书； 

2021.03—2021.06：送标准征求意见稿，征求、修改意见，并修改为送审稿； 

2021.07—2020.08：送审稿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归口单位审查，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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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标准的主要负责人曹基武研究员长期从事植物分类和珍稀植物培育的研究工作，能独立

承担重大课题的研究，创造性地解决关键性问题，主持国家级项目 1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10 项、参加省部级科研项目 9 项，获省、市科技进步奖 5 项，其中《珍稀树种引种驯化技

术研究》科研成果获 2002年湖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湖南特色观赏树种种质资源挖掘、评

价与推广应用》科研成果于 2018 年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成功申请植物新品种 6 个，发表

专著 7部，第一作者论文 25篇。 

负责人多年来对水松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栽培技术经验。同时，项目

组成员长期从事植物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具有丰富的野外及实验工作经验，为本项目实施提

供技术支持和保障。主要参加单位及人员分工见表 1。 

表 1 项目主要参加单位及人员分工 

序号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专 业 职称/职务 分  工 

1 曹基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植物学 研究员 项目统筹实施 

2 张卫 西施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森林培育 高级工程师 负责项目实施 

3 王勇坚 西施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设计 高级工程师 试验布置 

4 施雅儒 西施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学 助理工程师 统筹协调 

5 刘加力 西施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工程 高级工程师 试验布置 

6 曹艳青 西施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园林 工程师 试验设计 

7 刘拥军 西施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园林 工程师 试验布置 

8 赵轶 西施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工程 工程师 试验设计 

9 郭静 西施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园林 助理工程师 数据办集 

10 吴毅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森林培育 讲师 试验布置 

11 彭继庆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森林培育 讲师 试验布置 

12 李天翔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森林培育 研究生 数据办集 

二、标准的编制原则和标准的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编写格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

则第一本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2、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水松的地理分布和适生环境、种子

采集与检测、种子贮藏与催芽、圃地的选择、播种育苗、病虫害防治、苗木出圃分级和技术

档案管理等 10 部分内容。其中播种育苗包括了大田播种与容器育苗，大田播种育苗对选地

与土壤处理、整地、播种量、播种方法、播种深度、播种季节和田间管理等方面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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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育苗对育苗基质、圃地、育苗容器、移苗和容器苗苗圃管理等方面作了规定；本标准还

对水松的地理分布和适生环境作了相关描述，对种子采集与检测、种子贮藏与催芽、圃地的

选择、病虫害防治、苗圃出圃分级、检验检疫和运输等技术作了规定。 

3、本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说明见表 2。 

表 2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说明 

标准内容 引用文件 

种子采集与检测 
GB/T 16619 林木采种技术 

GB 2772-81 林木种子检验方法 

整地与土壤处理 NY/T 496-2002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通则 

圃地的选择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病虫害防治 
GB 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T 8321.9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九） 

苗木出圃分级 GB/T 15569 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 

 

三、主要试验（或者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相当大一部分指标和技术规程是通过引用相关标准、资料和生产中的经验，部分

试验或验证分析是在科研项目中得到验证。 

本标准的试行，可以有力地规范苗木生产，指导水松苗木培育，提高单位面积出苗率，

促进其推广应用。 

四、采用国内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目前，国内暂未见到任何一部水松的专项培育技术规程，尽快制定“水松播种育苗技术

规程”能科学指导水松生产，提高水松苗木质量，使我国水松生产有章可循，本标准的制定

将填补国内外“水松播种育苗技术规程”的空白，本标准技术含量相对较高。 

五、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部分引用了现有的林业技术标准，是对现有林业行业技术标准的创新。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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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目前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发布的建议 

建议此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发布。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和建议 

1、组织实施：为了加快水松的培育标准化进程，推动水松生产向标准化、科学化、规

范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建议该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实施。 

2、技术措施：建议在实施过程中对所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反馈，以利于规程的修订和完

善。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团体标准为首次制订。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西施生态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水松播种育苗技术规程》编写组 

2021年 3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