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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海南省农业厅提出。

本文件由海南省农业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付鹏、朱自慧、赵溪竹、秦晓威、赖剑雄、宋应辉、王政、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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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嫁接苗繁育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可可（Theobroma cacao L.）嫁接育苗的砧木苗繁育、接穗采集与保存、嫁接、嫁接

后管理、种苗出圃及档案管理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可可嫁接苗（包括芽接与腹接）繁育。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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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T 1074 可可 种苗

NY/T 5023 无公害食品 热带水果产地环境条件

DB46/T 126 可可栽培技术规程

DB46/T 126 可可栽培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 6000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砧木苗繁育

苗圃建设

4.1.1 苗圃地选择

宜选择交通方便、靠近植区、近水源、静风、湿润且排水良好的缓坡地或平地作苗圃，且园地环境

质量符合NY/T 5023的规定。

4.1.2 规划与建设

苗圃地平整后进行规划，内容包括苗床、荫棚、道路及排灌设施。苗床宽90 cm，长度根据地形地

势而定。苗床呈区间布置，区间即为道路，沿道路布设供水系统。架设荫棚，高1.8 m～2.0 m，棚顶及

四周覆盖荫蔽度70%～75%的遮阳网。

4.1.3 沙床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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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苗圃地，用砖块砌成宽90 cm、高30 cm的沙池，长度根据实际需要而定，用干净的中细河沙作为

沙床基质，厚20 cm。

种子采集与处理

在果实盛熟期，从优良母树上采摘充分成熟、果形正常、着生树干上的果实，催芽当天剖开果实，

用手反复揉搓后用清水洗净种子，同时剔除不饱满、发育畸形或在果壳内已经发芽的种子。剖果及清洗

要在阴凉处，避免阳光直射种子。果实采摘后，应在5天内处理，以保证种子发芽率。

沙床催芽

一年之中成熟种子均可催芽育苗，但适宜时期为2月～4月。

将种子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浸泡1 h～2 h后，再用清水漂洗干净。将种子均匀撒于沙床

上，种子间不要重叠，播后在沙床表面覆盖一层河沙，厚度为1 cm～2 cm，再盖上椰糠，充分淋水。沙

床保持湿润并做好排水，每1 d～2 d淋一次水。

营养袋育苗

4.4.1 营养土配制

营养土按有机肥∶壤土∶河沙=3∶6∶1配制。

4.4.2 营养袋规格

采用长18 cm～20 cm、宽14 cm～16 cm、厚0.02 mm的聚乙烯封底塑料袋。

4.4.3 装袋与摆放

营养土装袋后，按苗床排列成行，5～6袋排成一行，苗床间留40 cm～50 cm的操作道。

4.4.4 移苗

在小苗子叶未平展前移苗。移苗前沙床淋水，铲起幼苗后剔除主根、主干弯曲以及其他病苗弱苗，

保持幼苗根系湿润。起苗后随即植苗。植苗时用竹片在装好营养土的袋中央挖一小穴，将幼苗根部置于

穴内，回土，压实根部周围土壤，植苗时不能弯曲主根，植苗后淋足定根水。

4.4.5 砧木苗管理

移苗后应定期淋水，保持袋土湿润。及时排除苗圃积水。在第一蓬真叶老熟后和子叶开始脱落前，

施用0.5 %复合肥水溶液进行追肥，每月1次。及时人工除去营养袋面及畦间杂草。

主要病虫害防治

按DB46/T 126 规定执行。

5 接穗采集与保存

接穗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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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优良品种母树上选取半木栓化枝条为接穗，剪取树冠中上部外围，发育健壮、节间长、腋芽饱满

的枝条。以阴天或晴天上午10时前、下午5时以后采集为宜。采集后，剪去一级分枝和叶片，保留叶柄，

挂上标签。

接穗保存

穗条应随采随用。如需短期保存或寄运，应将穗条放入清水中浸湿，甩干水后，用干净湿毛巾包裹

后装入塑料袋中密封保湿，置于阴凉环境中，温度保持在20℃～25℃之间。保存期不应超过3 d。

6 嫁接

嫁接时期

适宜嫁接时期为3月～4月或9月～10月，嫁接时间最好是阴天、晴天早上或傍晚，高温期、低温期、

雨天不宜嫁接。

砧木准备

以主干直立、茎粗0.8 cm～1.2 cm的实生苗作砧木。嫁接前一周将砧木打顶，保留3片～5片叶。

芽接

6.3.1 削穗

选择枝条上较平部位腋芽，用利刃先在腋芽上下部位横向各环割一刀，再在腋芽左右纵向各切一刀，

芽片长0.8 cm～1.5 cm、宽0.5 cm～1 cm，深度刚到木质部；轻拉芽片上的叶柄使其从木质部剥离。

6.3.2 削砧

在砧木离地10 cm～15 cm较平直处开一平滑长方形切口，深达木质部，长、宽与芽片一致，切开的

树皮仅与切口底端相连。

6.3.3 插穗和绑扎

将芽片嵌入砧木切口，使芽片形成层与砧木形成层对齐，切口树皮紧压芽片，露出腋芽。用塑料绑

带自下而上覆瓦状绑扎，绑扎过程中，轻扶芽片，最后在接口上方打结。

腹接

6.4.1 削穗

选择平直枝条，截成长4 cm～6 cm、包含1～2个饱满腋芽的接穗，将接穗两端均削成约45°斜面；

接穗无腋芽一侧纵向削去韧皮部，形成纵削面。

6.4.2 削砧

在砧木上开一深度刚达木质部竖长切口，长、宽与接穗一致，切除中段树皮，剥离切口两端树皮，

切口两端树皮一端与砧木相连。

6.4.3 插穗和绑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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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开切口下端树皮，将接穗下端插入砧木切口，再拉开上端树皮，从侧面将接穗上端嵌入切口，接

穗纵削面与砧木木质部贴合，切口树皮紧压接穗，用塑料绑带自下而上覆瓦状绑扎，最后在接口上方打

结。

7 嫁接后管理

解绑与剪砧

嫁接后30 d～45 d，观测到接穗有新芽抽出便可解绑，期间温度较高可较早解绑，温度较低可适当

延长。解绑2周后，凡接穗成活植株，在嫁接口上方5 cm～8 cm处剪砧。

抹芽

及时抹除砧木上的萌芽。

水肥管理

视土壤干湿情况适时灌水，保持土壤湿润；接穗萌芽后按4.4.5方法进行施肥。

断根处理

当苗木的根从袋内穿出扎进苗床时或出圃前15 d应移苗断根，将营养袋外的根系剪除，断根后注意

检查苗木水份供应。

主要病虫害防治

按DB46/T 126 规定执行。

炼苗

出圃前10 d～15 d打开遮荫网，在全光照下育苗，逐步减少浇水量。

8 种苗出圃

种苗质量按NY/T 1074规定执行。

9 档案管理

育苗档案应确定专人负责管理。技术档案填写后，由技术人员审核签字，保管时间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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