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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照 GB/T 1.1 -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海南省农业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德立、甘炳春、陈葵、戚卫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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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戟天 插穗与扦插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巴戟天插穗和扦插苗的术语与定义、质量要求、实验方法、疫情检验、检验规程、标

识及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巴戟天插穗和扦插苗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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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GB 15569 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2007第6号令《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插穗

用于扦插苗繁育的木质化枝段。

3.2

扦插苗

以插穗为繁殖材料通过扦插培育的种苗。

4 质量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插穗

品种纯正、优质高产、株龄 1年以上，粗壮、实心、已木质化或半木质化、无机械损伤、无病虫害，

长度 15～20 cm。

4.1.2 扦插苗

叶色嫩绿或深绿，长势旺盛，根系发育正常，无病虫害、无严重机械损伤。

4.2 质量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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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插穗质量分级

巴戟天插穗质量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巴戟天插穗质量分级指标

指标
分级

一级 二级

品种纯度 ≧99% ≧95%，＜99%
插穗直径（mm） ≧2.5 ≧2.0，＜2.5
插穗节数（个） 2或3 2或3

成活率 ≧90% ≧60%

4.2.2 扦插苗质量分级

巴戟天扦插苗质量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巴戟天扦插苗质量分级标准

指标
分级

一级 二级

品种纯度 ≧99% ≧95%，＜99%
新藤蔓长度 (cm) ≧30 ≧10，＜30

主根数 ≧4 1～3
根长 (cm) ≧10 5～10

4.3 实验方法

4.3.1 外观

4.3.1.1 插穗

目测检验插穗的生长情况、病虫害情况、完整度及木质化程度等。

4.3.1.2 扦插苗

目测检测扦插苗的叶色、藤蔓和根系完整度及受病虫害或机械损伤的程度。

4.3.2 品种纯度

参照《海南植物志》中对巴戟天生物学形态的描述鉴别插穗或扦插苗的品种。品种纯度按公式（1）
计算：

100
1

1
1 

N
nP

………………………………………（1）

P1——品种纯度，单位为百分率（%）；

n1——样品中制定品种插穗或扦插苗数量，单位为株；

N1——样品总量，单位为株；

计算结果精确到整数。

4.3.3 插穗直径

用游标卡尺测量距插穗下切口5 cm处直径，结果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4.3.4 插穗长度

用卷尺或直尺测量插穗长度，结果精确到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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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插穗节数

插穗上保留的节的个数。

4.3.6 插穗成活率

取插穗800根，设4个重复，每重复200根，扦插于经消毒的细沙或沙土中，7保持基质湿润，温度

不低于20℃，遮光率50%左右，两个月后统计插穗成活率，取其均值。插穗成活率按公式（2）计算：

100
2

2
2 

N
np

………………………………………（2）

P2——插穗成活率，单位为百分率（%）；

N2——样品中成活的插穗数量，单位为株；

N2——样品插穗总量，单位为株；

计算结果精确到整数。

4.3.7 新藤蔓长度

用直尺测量自新藤蔓基部至稍部的长度。

4.3.8 主根数

点数生长在插穗上的明显较粗的新根总数。

4.3.9 根长

用直尺测量主根长度，取最大值。

4.3.10 记录

将观察、测量的数据记录在附录A或B中。

5 疫情检验

按照GB15569、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2007第5号令《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的有

关规定进行。

6 检验规程

6.1 组批

同一品种、同一产地、同时出圃的扦插苗作为一个检验批次。

6.2 抽样

按照GB6000中4.1.1的规定执行。

6.3 交收检验

每批扦插苗交收前，生产单位应进行交收检验。交收检验内容包括外观、包装和标识等。检验合格

并附检验证书（附录C）和检疫部门颁发的检疫合格证书方可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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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判定规则

插穗和扦插苗应符合基本要求，同时符合一级标准的判定为一级；有一项不符合一级标准但符合二

级标准的则判定为二级；有一项以上不符合二级标准的则判定为不合格，不符合基本要求的则判定为不

合格。

6.5 复验

当贸易双方对检验结果有异议时应加倍抽样复验一次，以复验结果为最终结果。

7 标识

扦插苗出圃时应附有防水标签，标签注明品种、等级、数量、产地等信息。

8 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包装

先将插穗或种苗按照每捆100～150 株捆扎，将扦插苗呈捆水平放置于硬质透气的包装箱内，上层

覆盖约5 cm厚的新鲜巴戟天藤蔓或其它保湿、透气材料。

8.2 运输

运输过程中应注意保湿和透气，避免过度干燥、日晒、雨淋或温度过高，运输过程不应超过3 d。

8.3 贮存

出圃后尽量当日装运，到达目的地后尽快种植，如不能及时种植可将扦插苗假植于阴凉通风的地方，

并注意保湿。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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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巴戟天插穗检测记录表

表A.1 规定了巴戟天插穗检测记录表的记录内容

表A.1 巴戟天插穗检测记录表

编号：

插穗生产

单位
序号

采购单位

品种 报检数量 检验数量 级别

符合基本

要求的插

穗比例，%

符合不同

级别的插

穗比例，%

一级

成活率，%二级

不合格

审核人（签字）： 校验人（签字）： 检测人（签字）： 检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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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巴戟天扦插苗检测记录表

表B.1 规定了巴戟天扦插苗检测记录表的记录内容

表B.1 巴戟天扦插苗检测记录表

编号：

扦插苗生

产单位
抽样批次

采购单位

品种 报检数量 检验数量 级别

符合基本要求的扦插苗

比例，%
符合不同级别的扦插苗

比例，%

一级

二级

不合格

审核人（签字）： 校验人（签字）： 检测人（签字）： 检测日期： 年 月 日



DB46/T 383—2016

7

CD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巴戟天扦插苗检验证书

表C.1 规定了巴戟天扦插苗检验证书的记录内容

表C.1 巴戟天插穗或扦插苗检验证书

编号：

生产单位

采购单位

品种 材料
A：插穗

B：扦插苗

出圃株数 抽样数

分级检验

等级 一级 二级 不合格

样品中各级插穗或扦插苗株数

样品中各级插穗或扦插苗株数占抽检样

品总数的比例，%
检验结果（在相应级别上画“√”） A：一级 B：二级 C：不合格

品种纯度，%

有无检验检疫证明

检验结论

检验单位（盖章） 检验人（签字）

证书有效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