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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香黄檀种苗繁育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降香黄檀（Dalbergia odorifera T.Chen）种苗繁育过程中的苗圃地选择与建设、采种、

实生苗培育、扦插苗培育及主要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降香黄檀种苗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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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1-1985 育苗技术规程

GB/T 14071 林木良种审定规范

LY J 128 林业苗圃工程设计规范

LY 1000-2013 容器育苗技术

LY/T 2120 降香黄檀培育技术规程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DB46/ T 199 降香檀种子种苗

3 苗圃地选择和建设

3.1 苗圃地选择

按照LY J 128的要求，选择交通便利，地势平坦，靠近水源、排灌方便的平地或缓坡地作为圃地。

3.2 建设

3.2.1 整地

砍灌木，杂草清除出园外，整平场地。

3.2.2 规划

苗圃地分为播种区、容器育苗区和插条区。

3.2.3 搭设荫棚

3.2.3.1 荫棚支架

以水泥柱、钢管或竹竿等做支架，高度 2.5 m~3.0 m，支柱纵向间距 4 m，横向间距 2.8 m；长度和

宽度因地形、地势而定。

3.2.3.2 遮阳网

http://www.baidu.com/link?url=RzzX2MIQg7eL59zGOxWImx0r7WVbvEposc2v_kpMX-T5UZvhx2wL9bqY6cSmqtoo
http://www.baidu.com/link?url=ghvb6S3GWNEp3rLUtZMT2OZYk29Y9ke_jerOWwHNVxMH1ig6aQY8jKM7K2wD4rUomOF6qGkSZ6WCQCuYB005u_&wd=&eqid=dbf440970003e78300000003556d0370&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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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区搭设两层遮阳网，上层遮光度70%，下层距离苗床60 cm处搭设遮光度50%的遮阳网，且可

移动；容器育苗区和扦插育苗区搭设一层遮阳网，遮光度为70%左右；受阳光直射的荫棚四周也需悬挂

遮光度70%的遮阳网。

3.2.3.3 扦插拱棚

采用条形竹片在扦插苗床上搭建小拱棚，距床面高45 cm，每隔80 cm成弓状插一条竹片，然后上面

罩0.5 mm~0.8 mm的白色塑料薄膜。

3.2.3.4 排灌设施

设计喷淋系统及蓄水、排水等设施。

4 实生苗培育

4.1 采种

4.1.1 采种母树选择

按GB/T 14071 林木良种审定规范，优先选择东方、昌江、白沙、乐东、三亚、海口石山区域的降

香黄檀传统种源区，选用优质母树林采种。选择树龄15~20年，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植株作为采种母

树。

4.1.2 采种时间

每年11~12月，当荚果果皮由青绿色变为黄褐色至棕褐色时即可采收。

4.1.3 采集与储藏

采种宜于晴天进行。用枝剪剪下果枝，摘取成熟荚果，阳光下晾干至用手揉搓能去除果翅。去果翅

处理好的带荚壳种子用塑料袋密封。在常温下储藏期不宜超过半年，低温冷藏（5℃以下）储藏期不宜

超过1年。

4.1.4 种子质量

种子质量应符合DB46/T 199的要求。

4.2 播种

4.2.1 播种时期

随采随播。

4.2.2 播种床准备

松土平整苗床宽80 cm，其上铺垫黄心土30%+火烧土20%+干净河沙50%三合一的混合土，或干净

细沙厚10 cm~12 cm，播种前进行土壤消毒，具体土壤处理药剂按照LY 1000-2013 中的附录 C执行。

4.2.3 种子处理

播种前种子用0.2%~0.5%高锰酸钾溶液消毒15 min~30 min，接着用清水清洗2次，再用50℃温水浸

种24 h，期间换水1~2次，捞出摊在沥水器皿中，常温下晾至种子之间不粘粒即可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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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播种方式及密度

采用撒播或点播的方式播种。将种子播到消毒好的苗床上，播种密度以每平方米去果翅带荚壳种子

150粒为宜。

4.2.5 播种覆土

播种后，覆盖1 cm厚的细沙，再覆盖一层薄稻草或其它农作物秸秆。

4.2.6 播种苗床管理

播种后，雾状淋水，晴天早、晚淋水各一次。雨天应及时排除苗圃积水。

4.3 移苗

4.3.1 育苗容器的选择

采用塑料薄膜容器袋育苗。以装填基质后容器的直径和高度来表示规格，一般规格为6 cm×9 cm或

10 cm×15 cm，容器中部与下部需打6~8个直径为0.4 cm~0.6 cm的小孔，小孔间距2 cm~3 cm。

4.3.2 育苗基质

采用重壤土加0.5%过磷酸钙混合配置而成。或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灵活选配适用基质。

4.3.3 基质消毒

预防苗木发生病虫害，基质要严格进行消毒。基质消毒药剂使用方法按照LY 1000-2013 中的附录

C执行。

4.3.4 装填基质和摆放容器

基质在装填前含水量以10%~15%为宜。基质装满压实，将装好基质的容器整齐摆放到苗床上，容

器上口要平整一致。苗床周围用土培好，容器间孔隙用细土填实。

4.3.5 移苗适期

待苗出土，子叶转绿，真叶开始长出（约在发芽后20 d~30 d），幼苗高5 cm~7 cm时，挑出健壮芽

苗，分批移苗上袋。

4.3.6 移栽前准备

移栽前1 d~2 d，将苗床和容器基质淋透水。

4.3.7 起苗方法

移苗时应用移植锹或竹签起苗，集中一小把，对齐根颈部，保留4 cm~5 cm主根，沾上用浓度为50
mg/L的ABT3生根粉配制好的黄泥浆，待栽。

4.3.8 移栽方法

移苗时，用竹签或木棒在床面上插一个深度适中的小洞，捏住小苗根颈上部将芽苗植入小洞中，要

求根舒展达底、苗正紧实。防止窝根、浅植和吊颈。选择晴天早晚或阴天进行，移植深度掌握在根颈以

上0.5 cm~1.0 cm，每个容器移1~2株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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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苗期管理

4.4.1 遮阳

荫棚中移苗后，每天早晚揭开苗床上方50%的遮阳网，一周后撤去。

4.4.2 淋水与排水

苗木移栽当天，要及时用雾状喷头分2~3次浇透水。移栽后15 d内，每天雾状喷水2~3次。1个月后

抽稍生长，则按大田育苗的要求适时适量浇水即可。圃地发现有积水立即排除，做到内水不积，外水不

淹。

4.4.3 除草

掌握“除早、除小、除了”的原则，做到床面、容器、和步道上无杂草。人工除草选择阴雨天或晴

天早、晚进行，在基质湿润时连根拔除，防止松动苗根。化学除草剂除草，按照GB 6001-1985 中的附

录 D执行。

4.4.4 施肥

4.4.4.1 施肥原则

遵循“勤施、薄施、少量多次”的原则，坚持以有机肥为主，化学肥为辅和施足基肥，适当追肥。

4.4.4.2 施肥方法

出苗10 d后，喷施0.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移苗2周后，每隔10 d ~15 d以5%的有机肥或0.2%的复合

肥溶液追肥一次。傍晚进行，每次施肥后要喷洒1 次清水浇叶洗苗。肥料使用应符合NY/T 496的要求。

4.4.5 查苗、补苗

移苗一周后进行查苗、补苗。

4.4.6 其他管理措施

育苗期发现容器内基质下沉，须及时填满。为防止苗根穿透容器，在苗高15 cm以上时，可移动容

器进行重新排列并截断伸出容器外的根系，出圃前一般修根1~2次。

4.5 苗木出圃

4.5.1 分苗

依据苗高、地径分苗，重新按高低排放。

4.5.2 炼苗

出圃前30 d内停止施肥，减少水肥供应。出圃前2周移动苗木，出圃时喷洒杀菌剂，以防苗木带病

下地。

4.5.3 出圃规格

按照 LY/T 2120 苗木质量分级，选择地径≥0.4 cm ，苗高≥30 cm，苗茎充分木质化，无病虫害的苗

出圃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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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育苗周期

整个育苗期长约6~8个月。

5 扦插苗培育

5.1 扦插

5.1.1 插条选择

按照GB 6001的要求，选用幼、壮年树上当年生长健壮、节间距离较短的主轴枝或从根部萌生的当

年生长健壮的萌芽条，直径为1.0 cm左右，剪成长约 15 cm的插条。切取插条时，每根插条上要带有3
个以上芽眼，上切口为平面，下切口剪成平滑的马蹄形（约45°左右）。

5.1.2 扦插时期

以冬春两季为宜。

5.1.3 扦插基质

先用红壤土、河沙和椰糠按比例2:2:1混合搅拌均匀后作为扦插基质，扦插前1周先对基质进行消毒，

即用500倍液的0.1%高锰酸钾溶液和1 500倍液的50%辛硫磷乳油均匀喷洒，每平米苗床约用9 L药液，彻

底晒干后装入营养袋。

5.1.4 插条处理

扦插前，插条基部用浓度为50 mg/L 的ABT1或ABT2 生根粉溶液浸泡，深度为3 cm，时间2 h~3 h。

5.1.5 扦插容器

按4.3.1执行。

5.1.6 扦插前准备

扦插前1 d~2 d，将基质淋透水。

5.1.7 扦插方法

采用竹签或木棒引洞，插条深入苗床或容器基质为插条的1/3，插后将周围的土稍加压实。如当天

不能及时扦插的，可临时将插条用水浸泡或湿土埋存。扦插后搭建拱棚，覆盖透明塑料薄膜保温保湿。

5.2 扦插苗管理

5.2.1 温湿度控制

拱棚内湿度应保持在85%~95%左右，温度保持在25℃~28℃之间。采用间歇喷雾法保湿，在前2个
月内每天喷15~18次，2个月后每天喷雾13~15次，每次喷雾2 min~3 min。温度高于28℃时，增加喷雾次

数和时间，并推迟盖塑料膜时间；基质湿度过大时，应及时通风，控水，防治腐烂。

5.2.2 插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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扦插15 d左右开始萌芽，适当摘除基部新梢；待30 d左右根系长出后，萌条约10 cm时选留一条，逐

日减少喷水次数，增加通风次数，并由掀窄缝通风到掀宽缝通风；再过10 d~15 d后逐渐撤除塑料棚膜。

当苗高30 cm左右时，即可拆除遮阳网进行全光育苗。

5.2.3 除草

除草开始的时间在扦插苗木成活后的30 d~35 d实施，此后每隔15 d左右进行一次。除草方法按照

5.3.3执行。

5.2.4 施肥

待长根后，每隔10-15 d以5%的有机肥或0.2%的复合肥溶液施肥一次，傍晚进行，施肥后及时用清

水冲洗幼苗叶面。肥料使用应符合NY/T 496的要求。

5.2.5 消毒

防止插条感染病菌，每周喷500倍的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或500倍的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杀菌剂

一次。

5.2.6 其他管理措施

按5.3.6执行。

5.3 扦插苗出圃

萌条高≥30 cm，充分木质化，无病虫害的扦插苗，即可出圃造林。出圃前处理的方法按照 4.5执行。

6 病虫害防治

6.1 防治原则

根据病虫害发生规律，采用综合防治技术，以农业防治为主，辅以生物、物理、机械防治，尽量减

少化学农药防治次数，优先使用生物农药，化学农药宜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种类，遵循最低有效

剂量原则。

6.2 防治方法

苗圃防治病虫害常用药剂按照GB 6001-1985 中的附录 E进行防治。具体降香黄檀育苗期常见病虫

害防治方法参见附录 A。

7 档案管理

技术档案的内容包括土地利用档案、育苗技术措施档案、苗木生长调查档案及物料消耗等。苗圃技

术档案必须确定专人及时、准确记载，年终系统整理，由技术人员签字后存档，长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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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降香黄檀苗期病虫害防治

降香黄檀苗期病虫害防治见表1。

表A.1 降香黄檀苗期病虫害防治

种类 病虫害名称 防治措施

主
要
病
害

猝倒病

播种前用0.5%高锰酸钾溶液或1%福尔马林药液消毒播种床。幼苗发病期间用敌

克松药粉3%~5%的比例与细土拌合制成药土撒在苗床上，每平方米用药土约200
g。

黑痣病

发病前，可用1:1:100波尔多液预防侵染，或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800倍液

喷洒进行预防2~3次 ,每次间隔7 d~10 d。发病初期，喷施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700~1500 倍液，以抑制子囊孢子萌发。发病较重时可在新叶开放后每隔半月喷

1:1:100波尔多液2~3次。

炭疽病

发病初期可选用80%炭疽福美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或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800倍液每隔7 d喷淋1 次，喷淋2~3次。同时，可使用0.5:0.5:100波尔多液喷

洒进行预防，每隔10 d喷洒1 次，或每隔15 d喷淋一次1:1:100波尔多液

细菌性穿孔病
抽梢前喷施1:1:100倍波尔多液预防，发病初期喷施95%细菌灵可湿性粉剂或77%
可杀得可湿性粉剂，7 d~10 d喷一次，共喷3~4次。

主
要
虫
害

金龟子
采取人工捕杀或喷洒80%敌敌畏乳油1 000倍液，还可通过毒土防治幼虫、药液灌

根、毒饵诱杀和防治成虫等方法进行防治。

蟋蟀
毒饵诱杀，爆炒5份鲜米糠和1份花生仁、1份熟菠萝捣汁拌和后混入0.5份90%的

敌百虫原粉做成毒饵，在晴天傍晚时撒放诱杀。

伪尺蠖
成虫于4月上旬出现，产卵于叶片上，5月中旬是幼虫危害盛期。用90%的敌百虫

晶体1 000倍液或25%亚胺硫磷乳油800~1 000倍液进行防治。

金花虫 采用10%氯氰菊酯乳油30 mL~40 mL加水50 kg进行喷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