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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地方标准《冬瓜嫁接育苗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标准编制的目的及意义

冬瓜是我省冬季北运瓜菜重要供应品种，目前海南省的种植面积

约 12 万亩。主要分布在于儋州、文昌、琼海、万宁、澄迈等市县，

冬瓜总产量约为 60 万吨，产值约 12 亿元。其经济效益显著，是当地

农户创收致富的重要手段。但随着冬瓜产业专业化和区域化发展以及

可流转的土地有限性，导致我省大部分冬瓜种植区长年连作，冬瓜连

作障碍日益严重，尤其以冬瓜枯萎病、根结线虫等土传病害发病率高，

冬瓜老产区死苗率已达到 50%以上，严重影响产量和收益。冬瓜嫁接

技术是一项防治土传病害、克服连作障碍、提高冬瓜产量的绿色安全、

经济有效栽培技术。自 2015 年以来已在冬瓜老产区推广，并取得了

良好的抗病增产安全效果，有效解决当地冬瓜连作障碍。嫁接育苗技

术作为绿色安全高效防控技术，嫁接种苗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目前

我省冬瓜嫁接栽培率达到 30%以上，随着产业持续发展和可流转土地

利用的有限性，冬瓜嫁接苗栽培必将成为冬瓜产业发展趋势。按照嫁

接栽培率 60%来计算，我省冬瓜嫁接栽培面积将达到 8.0 万亩，冬瓜

嫁接苗需求量约为 5000 万株。通过应用冬瓜嫁接苗，相对于自根苗

栽培，冬瓜产量可提高产量 15%以上，农药化肥可减少 20%以上，每

亩产值可提高 2000 元，全省冬瓜产业年产值可提升约 1.6 亿。因此

嫁接育苗技术能够大幅度提升冬瓜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目前我省冬瓜嫁接苗采用专业化规模化订单生产模式，冬瓜嫁接

育生产者众多。由于我省尚未制订冬瓜嫁接育苗技术标准，因此嫁接

苗生产者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可执行，从而导致我省冬瓜嫁接育苗技

术参差不齐，整体水平不高，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生产常出现品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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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混乱、嫁接苗抗性不强、嫁接苗亲和性差、种苗质量不高等问题，

导致田间死苗率多，无法充分发挥出冬瓜嫁接苗抗病增产安全的优

势；而且时常发生因技术不稳定导致种苗订单供应不及时而贻误农

时，严重损害了冬瓜种植户利益。它已成为我省冬瓜产业的“不定时

炸弹”。

目前我国发布的关于冬瓜的各级标准共有 55 项，现行 55 项，主

要内容包括冬瓜品种鉴定、种子、产品、生产技术、杂交制种、储藏、

加工、病害鉴定等方面的内容，只有其中 3项涉及到冬瓜嫁接育苗技

术。其中山东省于 2012 年发布了《冬瓜集约化嫁接育苗技术规程》

（DB37/T 2177-2012），广西 2016 年制订发布了《冬瓜嫁接育苗技

术》 （DB45/T-1434-2016），安徽 2017 年制订发布《冬瓜嫁接育苗

技术规程》 （DB34/T 3023-2017 ）。上述 3项嫁接育苗技术均是基

于当地气候条件、品种选择、种植习惯、栽培模式形成制订的，具有

较强的区域性。嫁接育苗的温光条件是重要的影响因子，不同的温光

条件下，其适应的技术截然不同，在生产根本无法直接利用应用。山

东、安徽和广西在嫁接苗生产期间的温光条件以及设施条件与我省差

异很大。它们一般嫁接苗培育期间均在低温或常温条件（20～28℃），

设施大棚选用日光温室和保温小拱棚；而冬瓜嫁接育苗在海南一般集

中在每年 9 月初～11 月底等夏秋季，这段时间温度高，光照充足；

温度大部分为 30～35℃。因此以上技术标准难以在海南直接推广应

用。

因此制订冬瓜嫁接技术标准对促进我省冬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本项目以冬瓜嫁接苗生产全过程技术要求为基

http://std.samr.gov.cn/db/search/stdDBDetailed?id=94EE4AE5FABEBB0BE05397BE0A0A82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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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制定冬瓜嫁接育苗技术规程，旨在为海南省冬瓜嫁接苗生产者提供

一套标准化育苗技术，提升海南省冬瓜嫁接育苗整体水平，从而为产

业提供健康优质嫁接种苗，有效解决冬瓜连作障碍，减少农药化肥使

用量，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为冬瓜产业走向“产出高效、产品

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保驾护航。

二、标准编制过程

（一）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以及成立标准起草小组等情况

《冬瓜嫁接育苗技术规程》标准是由海南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

所提出申请，根据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和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

编制任务列入 2021 年下达的第二批海南省地方标准制修定计划任

务，立项文件见《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海南省 2021 年第

二批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计划的通知》。拟在 12 个月内完成《冬瓜嫁

接育苗技术规程》制订工作，为了加强本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更好

地完成标准的起草任务，本单位参照《海南省地方标准《DB 46/ T

74—2018 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并将按

实施方案开展标准起草工作。

成立标准起草小组。海南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组建了标准编

制小组。本标准由海南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廖道龙主持实施，从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海南大学、乐东黎族自治县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中心、琼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文昌昌洒发发瓜菜专

业合作社等单位抽调技术负责人参与实施，联合成立了标准起草组，

并确定了人员分工。专家组全面负责标准起草、报送、评审等工作。

标准起草组人员名单和分工如表 1 所示。本标准起草组成员均为长期

从事冬瓜嫁接育苗技术研究和生产一线的专业人员，并有支持或参加

http://www.baidu.com/link?url=5MYTGGoXKxyiCF7MEGlpVKoPwq2_F27Qg-TMhOqk02WUfiCqBLU2p6hXf6isN80JkKwJ6joRam0a3gcAslGH5xaffEQbAi4-R01it0k8Qcu0xuNqromZlNihdWFty_3Ht3hAX27cl2ddwf0w8-C0YJMLyqzNzke8-iZUZq5EU5Ry5ICBncWEmkfHeJwJ9QHMI1hq5rBZ-Uo2iLrVwMFpH0vsM5FeXkRa6Jd_K9MFtzKRBA4iv7hPjjrJrqmsRpUoyyY0oNsfFQGpXmdYaLiJEXYgDxhEtPq3tKQMAQSU_Q1ly31tmof1-YkMiIIjO01SEAxDkcLWRZk8BfbbLNGT-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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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各级标准的制定，对标准编制的工作程序及研究方法较为熟悉，为

本标准编制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编制组成员具有长期从事蔬菜嫁接

育苗栽培研究、技术示范推广和生产的实践经验，承担了海南省科研

院所技术研发专项《冬瓜高效嫁接育苗技术及其高效栽培技术研究与

示范》、海南省耕地改良重大专项项目《蔬菜砧木筛选及其高效嫁接

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海南省重点研发计划《冬瓜嫁接砧木氮效率

评价及其应用研究与示范》等冬瓜嫁接育苗相关项目，而且编制小组

在文昌、澄迈等地建立了多家冬瓜嫁接育苗示范基地，年生产冬瓜嫁

接育苗 500 多万株以上，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多年的持续研究和

生产实践为《冬瓜嫁接育苗技术规程》地方标准的编制积累了大量资

料和实践经验。

表 1 标准起草组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学历/学

位/职务
专业方向 职称 任务分工

1 廖道龙

海南省农业

科学院蔬菜

研究所

研究生/

硕士

瓜类育种

与栽培
副研究员

负责人，统筹

标准编制的工

作计划安排与

实施方案落实

2 刘子凡 海南大学
研究生/

博士

作物栽培

生理
副教授

工作调研、标

准撰写

3 高芳华

海南省农业

科学院蔬菜

研究所

本科 瓜菜栽培
高级园艺

师
标准撰写

4 孙鸿锐

乐东黎族自

治县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

中心

本科 农学
助理农艺

师

工作调研、实

验验证

5 周王鼎

琼海市农业

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

本科 农学
高级农艺

师

工作调研、实

验验证

6 符厚隆 海南大学 本科 嫁接育苗
在读研究

生
实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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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伍壮生

海南省农业

科学院蔬菜

研究所

研究生/

硕士

蔬菜栽培

及其育苗

技术

副研究员
专家意见收集

与整理

8 云天海

海南省农业

科学院蔬菜

研究所

研究生/

硕士

蔬菜绿色

防控技术
研究员

专家意见收集

与整理

9 陈贻诵
海南省农业

科学院
本科 蔬菜栽培 研究员 工作调研

10 符墩发

文昌发发瓜

菜专业合作

社

高中
冬瓜嫁接

育苗生产
社长 实验验证

（二）标准文稿的编写情况

1、前期准备工作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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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和海南省地方标准《DB 46/ T 74－2018 地

方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确定了制定的方法和思路，制定工作计划

和人员分工，并明确了各阶段的任务与目标，并按计划开展标准起草

工作。

2、开展调查研究

2020年7月至10月，编制组成员收集与起草标准有关的资料，收

集了DB37/T 2177-2012（冬瓜集约化嫁接育苗技术规程）、

DB45/T-1434-2016（冬瓜嫁接育苗技术规程）、DB34/T 3023-2017（冬

瓜嫁接育苗技术规程）、 GB/T 16715.1 《瓜菜作物种子 第1部分：

瓜类、GB 8321（农药合理使用准则）、GB/T 23416.3 《蔬菜病虫害

安全防治技术规范》 第3部分：瓜类》、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

准则 通则》、NY/T 525 《有机肥料》、NY/T2118《 蔬菜育苗基质》、

以及NY/T 5010 《无公害农产品 种植业产地环境条件》。同时进行

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期间走访了我省文昌、澄迈、万宁等嫁接育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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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基地，开展嫁接育苗生产现状和冬瓜嫁接育苗技术推广及其应用效

果调研，广泛听取蔬菜专家和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生产企业技术

人员的意见。这些工作，为标准起草打下充实的基础。

3、完成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11 月，编制组成员将收集到的与标准起草有关的资料和

交流意见进行整理，完成了撰写标准文本各章节的起草，形成了标准

的征求意见稿，同时撰写的编制说明。

4、征求意见

2020 年 11 月-12 月将征求意见稿发给海南大学、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广西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等单位的

专家进行了函询，并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收集了 68 节修改建

议，采纳了 66 条建议。详见《海南省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回函意见

汇总表》。

5、编制标准送审稿

2020 年 12 月 10 日，编制组再次组织海南大学、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海南省土壤肥料总站、海南省环境科

学研究院等 4 家单位的 5位专家召开征求意见会，经过分析、整理，

对标准的内容进行了逐项修改和完善，形成了送审稿。详见《海南省

地方标准征求意见会专家意见汇总表》、《征求意见会专家意见》。

拟在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的领导下，邀请有关专家召开标

准审查会，对标准进行审查并提出修改建议。

三、主要技术指标的说明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如技术指标、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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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各技术指标来源与出处

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遵循“科学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

力求做到科学规范、指标准确、可操作性强，既与国家、农业部相关

标准接轨，又有符合海南省冬瓜嫁接育苗产业发展实际，按照 GB/T

1.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单元：标准的起草与表述规则》、海

南省地方标准《DB 46/ T 74—2018 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给出

的规则起草。

2、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在编制该项标准的过程中，我们的依据的标准有：DB37/T

2177-2012、DB45/T-1434-2016、DB34/T 3023-2017 山东、广西和安

徽三省的《冬瓜嫁接育苗技术规程》，参照的标准有： GB/T 16715.1

《瓜菜作物种子 第1部分：瓜类、GB 8321（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 23416.3 《蔬菜病虫害安全防治技术规范》 第3部分：瓜类》、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NY/T 525 《有机肥料》、

NY/T2118《 蔬菜育苗基质》、以及NY/T 5010 《无公害农产品 种植

业产地环境条件》

3、标准的主要内容说明以及技术来源

标准的主要内容本标准规定了冬瓜嫁接育苗的术语、场地环境要

求、设施设备、育苗基质配制、种子处理技术、嫁接前管理技术、嫁

接技术、嫁接后管理技术等冬瓜嫁接育苗整个生产环节，本标准适用

于海南省冬瓜嫁接育苗生产。

（1）产地环境条件符合《NY/T 5010 无公害农产品 种植业产

地环境条件》的规定；要求基地设置在交通方便、地势平坦、通风向

http://www.baidu.com/link?url=aFDxyiyYQ71ItjzXUDKXUduVMCC1ryaeLqMrDuka_NMcwI_MIvnIQLM-QrlY3E0mKbIxy6p94m_KVtyKnZ6cka
http://www.baidu.com/link?url=aFDxyiyYQ71ItjzXUDKXUduVMCC1ryaeLqMrDuka_NMcwI_MIvnIQLM-QrlY3E0mKbIxy6p94m_KVtyKnZ6c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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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水源充足、排水通畅的场所。为防止病虫害传播，同时要求基地

避免靠近菜地。

（2）育苗大棚是培育嫁接苗的重要设施保障，它为冬瓜嫁接苗

营造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条件。海南育苗设施大棚应具有防雨保温、

遮阳降温、通风防虫等功能。设施大棚通过遮阳网、无滴膜以及防虫

网等物件搭配调控以适应变化多样的气候条件以及满足冬瓜嫁接种

苗培育过程不同阶段的的环境条件。由于在嫁接种苗培育过程中，不

同阶段环境条件要求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育苗大棚要求频繁操作不

同设施设备以进行环境调控。因此在设施大棚环境调控操作中要求简

便省工。本标准中建议“育苗棚包括无滴膜、遮阳网、防虫网以及棚

体架杆等物件，可采用单栋小拱棚（棚顶高 2.0 m～2.5 m，棚宽 6 m～

8 m，长度不超过 30 m）或具有水帘降温功能的连栋大棚（跨度 6 m～

8 m，长度不超过 40 m，棚高不超过 5.5 m）。”，是基于标准起草

组通过调研和多年生产经验结果来确定与验证。

（3）培育种苗关键在于正确选择育苗基质，育苗基质不仅直接

影响幼苗的嫁接成功率、生长速度和质量，而且影响了作物定植后的

缓苗时间，产量及产值。本标准基质的选择应符合 NY/T 2118 规定，

有机肥按照 NY 525 执行。本标准建议的常用育苗基质可选用”优质

进口草炭、蛭石、珍珠岩按体积比 4:2:1 配制，或就地取材选用甘蔗

渣炭化物、椰糠、河沙、有机肥按体积比 3:4:2:1 的比例配制；”育

苗基质的配方是基于标准起草组多年研究结果。试验的结果表明，采

用这两种冬瓜嫁接育苗基质，其嫁接苗成活率、壮苗指数、根系活力、

根总体积、根尖数和叶片净光合速率均显著高于当前瓜类专用育苗基

质，尤其是在夏季高温条件下，选用的育苗基质透水透气性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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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根系的生长，促进植株伤口愈合和接穗生长，从而大幅度提高嫁接

成活率和壮苗指数。

（4）冬瓜和砧木种子符合 GB 16715.1 瓜菜作物种子 2级以上

要求。冬瓜接穗还要求选择优质、高产、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冬春

季栽培品种还应选择耐低温弱光，低温膨果、转色速度快，抗病丰产

品种。标准考虑到冬瓜种植业主面对的市场需求的差异性以及冬瓜品

种繁多、更新速度快等因素，故未推荐海南省的主栽品种以及熟性，

由种植业主根据不同栽培季节、市场需求等选择相应的冬瓜品种。嫁

接砧木品种要求亲和力高、抗逆性强、抗病性强，特别是高抗冬瓜枯

萎病，对接穗品种果实品质无不良影响且有利于提高产量的南瓜品种

作砧木，例如海砧 1 号、海砧 2号、雪藤木 2号、京欣砧 3号等；

本结果是对 17 个嫁接砧木通过人工接种、嫁接成活率统计以及田间

综合性状鉴定等方法对 17 个性状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从中筛选出嫁

接成活性，抗性强，产量高，品质优砧木品种：而且这些砧木在田间

生产中得到验证，表现出生长势强，产量高，品质优。

（5）本标准建议“南瓜砧木一般比冬瓜接穗提前 1 d～3 d 播种。”

是基于多年的研究和示范推广的经验。是通过适宜的苗龄筛选试验确

定的。

（6）本标准建议“接穗播种于装好基质的平盘或育苗床上，每

平方播种 2000 粒～2500 粒，以种子间距为粒长的 1/2 倍为宜；播后

在上面覆盖 1.5 cm～2.0 cm 厚的清洁河沙或育苗基质”，是通过冬

瓜接穗用苗率试验得出的结果，并在冬瓜育苗生产中得到应用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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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7）本标准建议“种子出苗前用农用地膜或遮阳网覆盖调节

育苗床温湿度。砧木温度控制在 25℃～28℃，湿度控制在 80%～90%。

冬瓜接穗温度控制在 28℃～30℃，湿度控制在 90%左右，当日温低于

20℃，可在接穗育苗床上搭建 0.5 m 高的小拱棚，并在其顶部悬挂

25 W～40W 白炽灯泡增温（1 平方米 2～3 盏）。80%的冬瓜接穗出苗

后及时移出催芽室或揭除覆盖物，见光。是基于在育苗生产示范推广

过程中得到验证的数据。采用该项管理不仅可以有效提高接穗的发芽

势和发芽率，培育健壮的冬瓜接穗幼苗，而且保障冬瓜接穗和砧木幼

苗同时达到嫁接适宜苗态，确保嫁接正常进行。

（8）本标准建议“本标准建议“砧木 50%的种子破土出苗时，

应及时喷施化学调控药剂于砧木及基质表面，推荐配方为：当温度

≧30℃，采用3000～5000倍液20%含量多效唑；当温度为25℃～30℃，

采用多效唑 3000～5000 倍液当温度 25℃～20℃，温度为 15℃～

20℃，”，是基于标准起草组研究和多年生产经验结果。

表 2 不同温度下多效唑使用浓度

棚内温度（℃） ≧30℃ 25℃～30℃ 25℃～20℃ 15℃～20℃

使用浓度（倍液） 3000～3500 3500～4000 4000～6000 6000～7500

为验证这一结果，进行了比较试验。试验位于海南省农业科学院

蔬菜研究所澄迈永发基地的人工气候箱进行实施。以刚破土出芽的海

砧 1号为材料，分别在 30℃～35℃、25℃～30℃、25℃～20℃和 15℃～

20℃等 5个温度段；每个温度段设置药剂 5个 20%的多效唑处理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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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3000 倍液、3500 倍液、4000 倍液、6000 倍液、7500 倍液，

每个处理分为 3 个重复；测量砧木的茎粗、茎长以及嫁接苗成活率、

株高和壮苗系数。试验结果表明，多效唑的使用浓度随着温度的升高

而增加（稀释倍数减少）。30℃～35℃、25℃～30℃、25℃～20℃和

15℃～20℃等 5 个温度段的多效唑的适宜使用浓度分别为 3000～

3500 倍液，3500～4000 倍液，4000～6000 倍液，6000～7500 倍液。

（9）本标准在湿度管理方面建议“嫁接后 1 d～3 d 内，膜下空

气相对湿度保持在 95%以上；3 d 后视实际情况，开始由小到大，时

间由短到长逐渐增加通风换气时间和换气量，通风时间以接穗子叶不

萎蔫为宜；7 d后嫁接苗不再萎蔫可转入正常管理，湿度控制在 50%～

60%”。在光照管理方面，建议“嫁接 1 d～3 d 内，晴好天气可用

90%的遮阳网全日遮光；以后逐渐增加早、晚见光时间；7 d～10 d

后缩短午间遮阳时间，直到完全不遮阳”。这些是依据冬瓜嫁接接合

部的解剖结构进行切片观察结果制订的相应措施，切片结果表明：冬

瓜嫁接 1～3 d 为接合期，3～7 d 为愈合期，7～10 d 为融合期,11d

以后为成活期。由于冬瓜嫁接嫁接 3 d内接穗和砧木之间尚未形成了

规则的排列的愈伤组织，因此要求接穗水分养分供应无法通过砧木根

系提供，因此在此期间中保持较高的湿度和弱光环境；而且随着接合

部愈伤组织形成、细胞的融合，砧木根系对接穗水分养分供应能力增

加，空气的湿度可逐渐降低，光照强度逐渐增加，直到嫁接苗成活后

逐步适应于外部环境。

（10）本标准建议化学农药要合理有序使用，要严格按照 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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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1（所有部分）的规定选择、施用合适的药剂，安全使用。在农药

选用方面，本标准以海南省发布了《海南经济特区农药管理若干规定

（2017 年修订版）》和《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海南经济特区禁止

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使用农药名录（2021 年修订版）的通告》（琼农

规〔2021〕2 号）为依据，严禁在生产中使用禁止使用的农药。

四、标准结构框架

本标准文本包括的主要章节内容如下：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场地环境

5 育苗设施设备

6 育苗基质配制

7 品种选择

8 种子处理

9 嫁接前管理

10 嫁接

11 嫁接后管理

12 病虫害防治

13 出圃标准

14 资料性附录冬瓜 主要病虫害化学防治措施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时，应写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际、

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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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对比情况

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六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现行的法律、法规，直接引用有关强制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与这些文件中的规定不存在矛盾，所有内容协调

一致。

《冬瓜嫁接育苗技术规程》地方标准编制小组

2021 年 2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