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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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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农业部热带作物种子种苗质量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琴飞、应东山、黄海杰、张如莲、张中润、王明、黄伟坚、李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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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果 嫁接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腰果(Anacardium occidentale Linn)嫁接苗相关的术语和定义、要求、检验方法、

检验规则、包装、标识、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腰果嫁接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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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7 苹果 苗木

GB 15569 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

GB 20464 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NY/T 454-2001中所界定的嫁接苗、嫁接口高度、品种纯度、容器苗定义和术语适用于本文件。

3.1

砧木茎粗

砧木嫁接口下方1 cm处的茎干直径。

3.2

新稍茎粗

接穗抽出最长新稍第一蓬叶中部处的茎干直径。

3.3

新梢长度

接穗抽出的最长新梢基部至顶端的直线距离。

3.4

新稍曲折度

接穗抽梢的弯曲角度。

4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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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基本要求

嫁接苗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生长正常，枝叶健全，无明显病虫害；

——新稍为两蓬叶及以上，末次梢叶片稳定；

——嫁接口高度20 cm～35 cm。嫁接口愈合要正常，已解除捆缚物，无机械损伤，砧穗接合部曲折

度不大于15°；

——容器完好，营养土（土柱）不松散，土柱直径≥15 cm，高≥25 cm；

——无检疫性病虫害。

4.2 分级指标

嫁接苗分为一级苗和二级苗两个等级，各级苗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腰果嫁接苗分级指标

项 目
等 级

一级 二级

品种纯度，% ≥98.0

砧木茎粗，cm ≥0.80 0.50～0.79

新梢长度，cm ≥24 15～24

新梢茎粗，cm ≥0.65 0.50～0.64

5 检验方法

5.1 外观检验

5.1.1 采用目测法观测植株生长、嫁接口愈合、土柱松散和病虫害等情况。

5.1.2 采用目测法观测植株生长的叶蓬数。

5.1.3 嫁接口高度：用钢卷尺测量种苗从土面至嫁接口基部的距离，保留整数。

5.1.4 土柱高度：用钢卷尺测量种苗土柱基部到土柱表面的垂直距离，保留整数。

5.1.5 土柱直径:用钢卷尺测量种苗土柱上部土面中心的直径距离，保留整数。

5.2 疫情检验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植物检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

则（农业部分）》和 GB 15569 的有关规定执行。

5.3 分级指标检验

5.3.1 砧木茎粗

用游标卡尺测量砧木嫁接口下方 2 cm 处的最大直径，保留两位小数。

5.3.2 新梢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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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钢卷尺测量接穗抽出的最长新梢基部至顶端的直线距离，保留整数。

5.3.3 新梢茎粗

用游标卡尺测量接穗抽出的最长新稍地面向上第一蓬叶中部处的茎干最大直径，保留两位小数。

5.3.4 品种纯度检验

观察所抽检样品苗木的叶片、茎干形态等特征，确定指定品种的嫁接苗数量，品种纯度按下列公式

计算：

100
1

1 
N
nP

式中：

P — 品种纯度，单位为百分率（%)，结果保留1位小数；

n1— 样品中指定品种株数，单位为株；

N1— 所检样品总株数，单位为株。

将检验结果记入附录B规定的记录表中。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凡同一品种、同一基地、同时出圃的种苗作为一个检验批次。检验限于种苗装运地或繁育地进行。

6.2 抽样

按 GB 9847 中有关抽样的规定进行，采用随机抽样法。

6.3 交收检验

每批种苗交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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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质量检验证书(参考附录 B)和检疫部门颁发的本批有效的检疫合格证书方可交收。

6.4 判定规则

6.4.1 如不符合 4.1 中的任一项基本要求，判定该批种苗为不合格种苗。

6.4.2 在符合 4.1 规定的情况下，再进行下列等级判定：

a) 同一批种苗中，一级苗应达到 95%，允许有 5%的种苗低于一级苗标准，但应满足二级苗标准，
则判定该批苗为一级苗

b) 同一批种苗中，二级苗应达到 95%，允许有 5%的种苗低于二级苗标准，但应满足基本要求，则
判定该批苗为二级苗；

c) 同一批种苗中，若达不到 6.4.2 b 的要求，则判定该批苗为不合格种苗。

6.5 复验规则

如果对检验结果产生异议，可抽样复验一次，复验结果为最终结果。如疫情检验不合格，则不得复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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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包装、标识、运输和贮存

7.1 包装

育苗容器完整的种苗，不需要进行包装；育苗容器轻微破损或有穿根现象的应剪除根系，再进行单

株包装；长途运输应用硬质容器包装。

7.2 标识

种苗销售或调运时必须附有质量检验证书和标签。检验证书格式参见附录 B，标签格式和内容应符

合 GB 20464 的要求。

7.3 运输

种苗应按不同品种、不同级别分批装运；装卸过程应轻拿轻放，防止土团松散；防止日晒、雨淋，

并适当保湿和通风透气。

7.4 贮存

种苗运抵目的地后应尽快种植。短时间内不能种植的，应贮存于阴凉处，保持土团湿润，及时定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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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腰果嫁接苗质量检测记录

腰果嫁接苗质量检测记录见表A.1。

表 A.1 腰果嫁接苗质量检测记录表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出圃株数： 抽检株数：

检测地点: 检测日期：

育苗单位: 购苗单位：

执行标准或方法： 判定依据：

检测结果

嫁接口高度（cm） 品种纯度（%）

土柱直径（cm） 土柱高度（cm）

病虫害

项目 初评结果 综合评级

株数

一级（%）

株数

二级（%）

株数

等外（%）

检验记录

序号
砧木茎粗

cm
单项级别

新梢长度

cm
单项级别

新梢茎粗

cm
单项级别 单株级别

备注

检测人： 校核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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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腰果嫁接苗检验证书

腰果嫁接苗检验证书见表B.1

表 B.1 腰果嫁接苗检验证书

签证日期： 年 月 日 No：

育苗单位 检验意见

育苗地址

检验单位（章）

购苗单位

品种名称

出圃株数

检验结果

品种纯度，%

级别 株数，株 比例，%

一级苗

二级苗

等外苗

证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证书有效期

注：本证一式三份，育苗单位、购买单位、检验单位各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