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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枫种苗繁育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秋枫（Bischofia javanica）种苗繁育过程中的圃地选择与规划建设、种子采集与处

理、播种与管理、播后管理、苗木出圃及档案管理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秋枫种苗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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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6001 育苗技术规程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3 圃地选择与规划建设

3.1 圃地选择

苗圃地应设在有水源、电源的地方，选择地势平缓、排水良好、光照充足、交通方便的区域。

3.2 圃地区划

苗圃划分为辅助区、播种区、容器育苗区。

3.3 作业设计

苗圃作业设计按GB 6001的规定执行。

3.4 规划建设

3.4.1 整地

将圃地平整去杂后，划分苗床与步道，苗床宽1.2 m~1.4 m，苗床长度依地形而定，步道宽60 cm。

播种区苗床先松土平整做床，床面高于步道15 cm~20 cm；容器育苗区苗床直接摆放装好营养土的育苗

袋即可。

3.4.2 搭建荫棚

3.4.2.1 支架

根据苗圃地形搭建荫棚，以水泥柱、镀锌钢管等做支架，高度2.5 m~3.0 m，支架间以钢丝绳连接

用以固定遮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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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2 遮阳网

将遮光度70%遮阳网单层固定在支架上，荫棚四周悬挂遮光度70%遮阳网。

3.4.2.3 排灌系统

设计安装好喷淋系统并在苗圃周围挖一条宽40 cm、深30 cm的环通排水沟。

4 种子采集与处理

4.1 种子采集

选择生长迅速、健壮、主干通直、观赏价值高、树冠整齐、无病虫害、正常结实、6~15年生的优良

母树为采种树，在冬季11~12月果皮呈褐色时采收种子。

4.2 种子处理

果实采集后，鲜果用清水浸泡2 d~3 d吸水软化，搓去果皮果肉，洗净种子，摊开阴干。

4.3 种子贮藏

处理好的种子以透气布袋装好，悬挂于阴凉通风处保存，种子随采随播较好。

5 播种与管理

5.1 播种

5.1.1 播种时间

1月下旬至3月上旬播种。

5.1.2 苗床准备

将用0.8 cm×0.8 cm的细铁筛筛过后的心土或干净细沙均匀铺于做好的苗床上，厚度5 cm~8 cm，

并用小平板刮平。每平方米苗床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8 g~10 g与适量细土混匀，取其中的2/3撒于床

面做垫土，另外1/3于播种后混入覆土中。

5.1.3 播前处理

播种前1 d~2 d，用清水浸种24 h，10 h~12 h换一次水，待种子吸水发胀后捞出，用高锰酸钾1000

倍液浸泡20 min，捞出清水冲洗2~3次，滤干表面水分即可播种。

5.1.4 播种量

每平方米用种量40 g~45 g。

5.1.5 播种方式

采用条播或撒播，条播行距25 cm，开沟浅播；撒播，按计划播种量，将处理好的种子混沙，均匀

撒播在苗床内。播后覆盖80%心土与20%椰糠混合的基质，厚度约1 cm。

5.1.6 苗床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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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细竹竿在苗床上搭建小拱棚，距床面高45 cm，每隔60 cm~80 cm成弓状插一条竹杆，然后上面

罩厚度为0.5 mm~0.8 mm的白色塑料薄膜和遮光度70%的遮阳网，当拱棚内温度超过30 ℃时，要将两头

薄膜揭开通风。

5.1.7 浇水

播种后立即用带花洒的喷壶浇透水，之后视基质水分情况早晚给床面喷水，保持苗床湿润，至出全

苗。一般10 d左右开始出苗，30 d左右可出齐。

5.2 播后管理

5.2.1 揭膜

种子发芽幼苗出土60%~70%时，揭去薄膜，5 d~8 d后撤去小拱棚及遮阳网。

5.2.2 除草

以“除早、除小、除了”原则进行人工除草，做到苗床无杂草。

5.2.3 移苗入袋

5.2.3.1 营养土配制及消毒

以80%心土加20%腐熟椰糠或腐殖土混合均匀，用0.8 cm×0.8 cm的细铁筛筛过。每立方米营养土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或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100 g，混合拌匀后用塑料薄膜覆盖2 d~3 d，然后撤

膜，待药味挥发后使用。

5.2.3.2 容器选择

采用直径7 cm~8 cm、高13 cm~14 cm的薄膜袋。

5.2.3.3 营养土装袋及摆放

营养土装袋要紧实，装好后进行敦实处理，保证营养土距离袋口1 cm左右。装好袋后整齐摆放于平

整好的苗床，每行18~20个袋，苗床摆满后四周用土围起至营养袋1/2高度处，以保持苗床的水分和温度。

营养土装袋摆放好后2 d~3 d天即可进行移苗。

5.2.3.4 起苗

幼苗长至5 cm~7 cm 、种壳脱落后即可起苗，此时起苗有利于苗木生长整齐、生长健壮，减少除草

用工。

5.2.3.5 起苗方法

一般选择阴雨天或晴天的早上9时前或下午4时后起苗。起苗前将苗床淋透水，将幼苗轻轻拔起，

15~20株一束用剪刀剪去根尖部分，剪掉部分长约0.5 cm~0.8 cm，注意保留根毛区，不能剪的过重。

剪好的幼苗整齐放入干净的容器，用湿纱布覆盖保湿。当天起苗当天入袋，间隔时间不能太长。

5.2.3.6 移栽入袋

移栽前一天将育苗袋淋透水，移栽时右手拿一竹签，粗约0.5 cm，在营养袋土中央钻一个洞，洞的

深度超过幼苗根长度，左手拿住幼苗茎部将苗垂直放入洞中，切勿使主根弯曲，然后用竹签从2~3个方



DB46/T 402—2016

4

向自营养袋土外侧斜插将土向苗根部压实，使苗根与土壤紧密结合，防止上紧下松，再轻轻将苗向上提

一下，使根系自然舒展。移完苗立即浇透定根水，并在苗床上搭建小拱棚用遮光度70%遮阳网覆盖。

袋苗管理

5.2.4 水分管理

移栽当天立即用雾状喷头浇透水。移栽后10 d内每天早晚各雾状喷水一次，确保袋内湿润。随着苗

木的生长，可视营养土含水情况减少浇水，提高苗木抗旱能力。

5.2.5 光照调节

小拱棚遮阳网晚上揭开通风透气，白天盖上。苗木成活后将小拱棚及遮阳网撤去。

5.2.6 除草

及时除草，除草方式及原则同5.2.2，做到床面、容器、和步道上无杂草。

5.2.7 施肥

5.2.7.1 化肥选择

化肥的选择及使用按NY/T 496相关规定执行。

5.2.7.2 施肥方法

移苗15 d以后每隔15 d以0.5%的复合肥（N-P2O5-K2O=15-15-15）溶液施肥一次，每次施肥后要喷洒

1次清水洗苗。

5.2.8 补苗

移苗一周后对苗木成活情况进行检查，及时补苗。

5.3 分苗管理

苗木成活后1个月左右移动一次袋苗，一方面防止苗木穿根，另一方面可在移袋过程中将弱苗、小

苗挑出来，分级管理。

5.4 病虫害防治

苗期病虫害主要有秋枫叶蝉、栗黄枯叶蛾、重阳木帆锦斑蛾、炭疽病、猝倒病、立枯病。具体病虫

害种类危害症状及防治方法参见附录A。农药施用应按照GB/T 8321(所有部分)相关规定执行。

5.5 炼苗

出圃前30 d内停止施肥，减少水肥供应，促进苗木木质化。出圃前2周移动苗木，若有穿根情况将

穿袋的根部剪去。出圃时喷洒杀菌剂，以防苗木带病下地。

6 苗木出圃

秋枫苗木高度达到30 cm~50 cm左右，主干地径5 mm以上、主杆粗壮、根系发达、生长健壮、无机

械损伤、无病虫害，即可出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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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档案管理

7.1 档案建立

苗圃应建立育苗档案，制定管理制度，档案填写落实到人，按时填写，做到准确无误。

7.2 档案内容

档案内容应记载苗圃整地情况、土壤消毒情况、种子来源及处理、播种量、播种方法、播种期、出

苗日期、生长状况、移苗入袋时间、入袋数量、营养土配比、水肥管理与病虫害防治情况、苗木出圃率

及苗木质量等情况。

7.3 档案保管

育苗档案应确定专人负责保管，保管时间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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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秋枫苗木主要病虫害防治

秋枫苗木主要病虫害防治见表A.1。

表 A.1 秋枫苗木主要病虫害防治

病虫害名称 症状 防治方法

秋枫叶蝉

嫩叶被危害后，叶尖先干枯，然后整块叶片干

枯、脱落；老叶被害后，叶色变浅，并无明显脱落

现象。叶蝉危害虽然不会让苗木致死，但会吸取叶

片汁液，致使枯黄、枯落，然后蔓延开来，影响苗

木质量。夏季气温较高，秋枫叶蝉虫害发生较多。

发病初期可用2.5%溴氰菊酯乳油

2000倍液，或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500倍液，于早晚喷洒，10 d用药一次，

连喷2~3次。

栗黄枯叶蛾
幼虫啃食叶片形成孔洞和缺刻，严重时将叶片

吃光，残留叶柄。5~7月、9~11月为危害高峰期。

幼虫期向叶面喷洒25%灭幼脲Ⅲ

号悬浮剂1000倍液；发病高峰期可用

50%敌敌畏乳油 1000~1500倍液或

2.5%溴氰菊酯乳油2500~5000倍液或

50%杀螟松乳油1000倍液喷洒，5 d~7 d

喷一次，共喷2~3次。

重阳木帆锦斑蛾

俗称“吊死鬼”，幼虫取食秋枫叶片，轻则影

响长势，发生严重时，整株苗上爬满幼虫，叶片吃

光仅剩丝网、叶柄，严重影响苗木生长。

在第Ⅰ代幼虫低龄阶段用90%敌

百虫晶体1000倍液或80%敌敌畏乳油

1500~2000倍液，2 d~3 d喷一次，连喷

3~4次；发生严重时用50%杀螟松乳油

1500倍液喷洒。

炭疽病
长时间下雨后叶片局部发生焦黑斑点，严重时

整叶枯死，影响经济价值。

预防为主，连续阴雨天气后及时给

苗木喷10%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1500倍液加72%链霉素5000倍液。

猝倒病

幼苗出土后，真叶尚未展开前，幼茎基部发生

水渍状暗斑，继而绕茎扩展，逐渐缢缩呈细线状，

子叶来不及凋萎幼苗即倒伏地面。

育苗前要做好基质消毒，预防为

主。病害始见时及时清除病株及邻近病

土，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

或56%嘧菌酯百菌清水剂1200倍液， 7

d~10 d喷一次，共喷l~2次。

立枯病

多发生在育苗的中、后期。主要危害幼苗茎基

部或地下根部，初为椭圆形或不规则暗褐色病斑，

病苗早期白天萎蔫，夜间恢复，病部逐渐凹陷、溢

缩，有的渐变为黑褐色，当病斑扩大绕茎一周时干

枯死亡，但不倒伏。轻病株仅见褐色凹陷病斑而不

枯死。

发现病株立即拔除，并用50%多菌

灵可湿性粉剂400~600倍液灌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