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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海南省林业厅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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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云、孟慧、陈波、王绍群、丁宗妙、丁宗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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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木香种苗繁育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白木香（Aquilaria sinensis (Lour.)Gilg）苗圃地选择和建设、采种、育苗、主要

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白木香种苗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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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DB46/T197 白木香种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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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圃分为播种区和容器育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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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2.8 m，支柱纵向间距4 m，横向间距2.8 m；长度和宽

度视地形、地势而定。

3.2.3.2 遮阳网

http://www.spsp.gov.cn/page/CN/1985/GBT%206001-198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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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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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种树的选择

按 GB/T 14071 林木良种审定规范，在优良林中选择优良单株或优良类型单株，干形通直、生长健

壮、无病虫害，正常开花结实的优良植株作为采种母树。采种母树树龄以 10~15年为宜。

4.1.2 采种时间

白木香果实为蒴果，成熟时间为 5月底至 6月中旬。当果皮颜色由绿转为黄白，果实自然开裂，种

子呈棕褐色时即可采收。

4.1.3 采种方法

宜晴天进行，用高枝剪剪下果枝，摘取成熟果实；或搭梯子上树采摘。

4.1.4 种子调制与储藏

4.1.4.1 种子调制

果实采集后在阴凉处铺平，1 d~2 d大部分果实自动开裂时，即可用手剥开果皮将种子取出，未开裂

的果实用手捏开取种，无法捏开的果实则丢弃不用。调制出的种子质量应符合DB46/ T 197的要求。

4.1.4.2 种子储藏

种子不耐储藏，应随采随播。临时储藏条件为：选用手握成团、手松即散的湿沙与种子以3:1的比

例搅匀置于25 ℃左右的阴凉处摊开，存放不得超过2 周。

4.2 播种

4.2.1 播种方法

将种子均匀撒播于床面上，播种量为每平方米200粒，播种后用木板将种子轻压入土，播后覆盖约1
cm的火烧土或细沙，覆土厚度以不见种子外露为度，再覆盖一层薄稻草或其它农作物秸秆。

4.2.2 播种床准备

在平整的圃地上，松土作苗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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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6001-1985 中的附录A执
行。

4.2.3 播种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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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完成后按顺序喷洒75%赤霉酸结晶粉75 000倍液，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和1.8%阿维菌

素乳油2 000 倍液于播种苗床上。

4.2.4 苗床管理

播种后视天气情况早、晚淋水，保持土壤湿润。每3 d浇一次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浇水

后露出土面的种子应及时回土盖好。忌涝，雨天出现积水及时排水。

4.3 移苗

4.3.1 育苗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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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椰糠、泥炭土和黄心土以3:3:1混合配制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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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质要在装填前湿润，含水量1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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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种15 d~20 d后，幼苗长出2~3 对真叶，苗高5 cm~8 cm时，可分床移植入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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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苗方法

移苗时应用移植锹或竹签起苗，起苗时注意不伤根尖，随起随栽。移植时先用削尖的竹签在营养袋

中引穴，再把幼苗栽在穴内，宜浅不宜深，并用竹签将苗周边土向苗压实，移苗后淋足水，使土壤与根

系紧密接触。选择晴天下午或阴天移苗。

4.4 苗期管理

4.4.1 淋水与排水

苗木移栽当天，要及时用雾状喷头浇透水，并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消毒苗木。移栽后

每隔10 d左右，施用一次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移栽后15 d内，晴天早晚各淋水1次。新根生

长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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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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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苗10 d后开始除草，掌握除早、除小、除了的原则；除草一般在阴雨天或早、晚进行，拔草后喷

水。人工除草在基质湿润时连根拔除，防止松动苗根；化学除草剂除草，参照GB 6001-1985 附录D执
行。

4.4.3 施肥

4.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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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2 施肥方法

出苗10 d后，喷施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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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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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查苗、补苗

移苗一周后进行查苗、补苗。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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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木出圃前30 d内停止施肥，减少水肥供应。苗木出圃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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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46/T 197苗木质量分级，选择地径≥0.7 cm ，苗高≥60 cm，苗茎充分木质化的苗木出圃造

林。

4.6 育苗周期

整个育苗期长约1年。

5 病虫害防治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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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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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圃防治病虫害常用药剂参照GB 6001-1985 附录 E进行防治。具体白木香种苗繁育期间主要病虫

害防治方法见附录 A。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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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档案应确定专人及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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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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白木香苗期主要病虫害症状及防治方法

A.1 白木香苗期主要病害症状及防治方法见表 A.1。

表 A.1 白木香苗期主要病害症状及防治方法

A.2 白木香苗期主要虫害症状及防治方法见表 A.2

表 A.2 白木香苗期主要虫害症状及防治方法

防治对象 症状 防治方法

枯萎病

幼苗移植后，基质排水不良易出

现。表现为根基腐烂，叶片发黄，

直至枯萎。

种植前消毒苗床，合理浇水，控制土壤含水量，宜选

用排水良好的基质，合理密植；幼苗期及时中耕施肥，

及时排除田间积水，促使幼苗健壮生长，增加抗病力。

发病初期，及时拔除病株烧毁，并用生石灰对病穴进

行消毒后及时移苗、补苗。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或40% 多菌灵胶悬剂400倍液喷淋土壤和植

株2~3次，每次间隔7 d~10 d

炭疽病

危害白木香苗的叶片，最初的表现

是叶片上出现了褐色的小斑点，逐

渐扩展形成椭圆形、圆形、或不规

则形的斑点，严重时造成叶片脱落

死亡。

发病的初期喷洒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

80%炭疽福美可湿性粉剂600倍液2~3次，每次间隔10
d淋药1次。

根结线虫

病

危害白木香的根部，形成根瘤或根

结，阻碍根系吸收养分的能力，阻

碍地上部分茎叶生长。表现症状为

叶片从下往上逐渐黄化、脱落，叶

片稀少，受害较重时枝枯叶落，严

重的会引起整株枯死。

采用无病种苗，种植前消毒苗床及袋育苗土壤，反复

深耕翻晒风干土壤，对病死株要连株拔除并及时曝晒

土壤。发病初期，可用1.8 %阿维菌素乳油1 000倍液

灌根1~2次，10 d~15 d灌根1次

防治对象 症状 防治方法

黄野螟

以幼虫咬食叶片，可把植株叶片全

部吃光，单株虫数从几百头到上千

头。在食料不足的情况下，树皮也

被吃掉，致使幼苗生长不良

用 90%敌百虫结晶1 000倍药液喷洒苗木预防。发生

虫害时，可用50 %杀螟腈乳油1 000倍液或45%马拉

硫磷乳油0.1 %药液每隔5 d喷洒树冠及林下地面

卷叶虫

常发生于春秋之间，夏秋季幼虫吐

丝缀叶成卷叶或叠叶，并隐藏其中

蛀食叶肉

可利用黑光灯或糖醋液(糖：酒：醋：水= 1：1：4：
16)诱杀成虫。在卵孵化盛期至卷叶前，用1.8%的阿

维菌素5 000倍液或90%敌百虫结晶1 000倍液进行喷

洒

天牛 幼虫从茎干、枝条或茎基、树头蛀 人工捕杀卵块和幼虫，发现蛀孔时，用注射器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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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咬食木质部，受害严重时树干

枯死

80%敌敌畏乳油 800~1 000倍液，再用黄泥封口。

金龟子 咬食幼芽、嫩稍 人工捕杀或 80%敌敌畏乳油 1 000倍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