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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滇藏榄的育苗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种子处理；苗圃地选择与做床准备；催

芽处理；移栽；苗木管理；果实采收。通过种子繁

育滇藏榄技术的研发，使滇藏榄种子发芽率达85

～90％，这一育苗技术经济、高效、可行。在保护

现有滇藏榄资源的前提下，实现人工育苗。同时，

滇藏榄种子育苗技术的发明也为人工繁育滇藏

榄增加一种新的途径，使滇藏榄基因得到更加有

效的保存和扩充，为滇藏榄回归造林种植和种群

数量的扩大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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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滇藏榄的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种子处理：

滇藏榄果实形态成熟后，有10～15d的生理后熟期，直接播种的发芽率较低；将采收的

滇藏榄果实置于通风阴凉处放置10～15d，使其自然完成生理后熟后将种子挤出，剥离出来

的种子在400倍浓度的多菌灵溶液中浸泡1h，用清水漂洗干净，等待播种；

2)苗圃地选择与做床准备：

选择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排水良好、通风透气的壤土作为苗圃地；苗圃地选定后，进行

深耕，深度25～30cm，用500倍的高锰酸钾喷洒土壤进行消毒，爆晒2周，土壤消毒结束后，用

规格为16cm×20cm的营养袋装满土备用；苗圃地上搭建遮阳网；催芽床用河沙作为基质，做

于遮阳网下，床宽1m，高15～20cm，长度根据地形调整，每个催芽床间距50cm；

3)催芽处理：

将处理好的滇藏榄种子按株行距3cm×3cm规格，点播在催芽床上，点播后，在种子上覆

盖4～5cm厚的锯木屑，浇透水；播种15d后种子开始发芽，滇藏榄种子发芽率85～90％；

4)移栽：

幼苗在催芽床上生长至5～8cm时，进行移栽；栽植的深度根据根长确定，要做到下不窝

根，上不露原地径痕印；同时让子叶的排列方向保持一致，以保证充分受光；整个操作过程

在遮荫环境下进行；移栽后立即用1000倍的多菌灵将基质一次性浇透；

5)苗木管理：

5.1)水、肥、除草管理：

滇藏榄苗期生长要注意水肥的管理，幼苗期淋水不宜过多，更不能缺水，一旦出现枝叶

干枯即难以恢复生长或导致死亡，应保证营养袋土壤相对湿度为60～70％；幼苗恢复生长

后30d，每隔10d追施复合肥和尿素各1g/株，随着苗木生长，用量逐渐增加，最多不超过2g/

株；杂草应及时拔除，避免杂草与幼苗争肥、水、光、热，以利于幼苗正常生长；

5.2)病虫害防治

芽苗移栽成活后，每月用波尔多液、多菌灵药液交替喷洒1次；在育苗过程中，出现叶部

腐烂，应将其拔除，适当降低水分；并进行喷雾杀虫；此外苗圃地四周应保持整洁，不堆放杂

物、草堆；

5.3)炼苗：

幼苗出圃前1～2个月必须进行炼苗，炼苗初期严格控制光照时间，每天18:00时揭开遮

阳网，11:00时覆盖，重复一星期后，逐步增加光照时间和强度；炼苗期间，停止施肥，以提高

幼苗的抗逆性，通过炼苗可促进幼苗的木质化，增强抗病虫害的能力，提高出圃造林的成活

率；

5.4)苗木出圃；

6)果实采收：

滇藏榄花期为8～9月，果实在翌年1～4月成熟；果实成熟时果皮由光滑、坚硬变为糙

皱、柔软；种皮由水嫩、乳白变为坚硬、黄褐；滇藏榄果实形态成熟后，有10～15d的生理后熟

期；将采收的滇藏榄果实置于通风阴凉处放置10～15d，使其自然完成生理后熟；待果实变

得十分柔软时，将种子挤出待用；单个滇藏榄果实10～29g，每个果实有种子1～4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滇藏榄的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苗圃地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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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PH为6.5～7.0；遮阳网的遮荫度为9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滇藏榄的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锯木屑的湿度

为70～80％，温度为23～2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滇藏榄的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2)中喷雾杀虫具

体为：蝼蛄、地老虎地下害虫用50％甲胺磷乳油l000～2000倍液喷雾；蚜虫用1500～2000倍

液的吡虫啉喷雾；鳞翅目害虫用高效氯氰菊酯1000～1500倍液喷雾。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滇藏榄的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4)中苗木出圃的

条件为：滇藏榄苗高≥30cm、地径≥0.25cm时，出圃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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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滇藏榄的育苗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种子育苗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涉及一种滇藏榄的育苗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据查证，国内外有关滇藏榄种子育苗技术未见报道，仅见滇藏榄扦插育苗的报道。

[0003] 滇藏榄扦插育苗一般按照以下方案进行：

[0004] 1)苗床准备：将宽90cm，步道宽30cm苗床上的杂草清理干净，苗床高出步道20cm，

耙细插壤，浇透水待用。

[0005] 2)穗条采集：采用滇藏榄穗条进行扦插繁殖。采集穗条后，用500倍多菌灵消毒处

理30min，用清水冲洗干净备用。

[0006] 3)扦插：将滇藏榄穗条剪口剪成马鞍形，将剪口浸泡在赤霉素0.1g/L的溶液中处

理10min，边处理边扦插。

[0007] 4)保温、保湿：插穗扦插完后，用竹片撑起的小拱棚加盖塑料薄膜，保持温度25℃

～35℃，湿度75％～85％。

[0008] 5)插穗管理：适时浇水、除草、除萌，检查插穗愈伤组织、生根情况。

[0009] 6)掀膜：待插穗生根、发叶后，长至10cm左右，每晚18:00后掀膜至第二日10:00盖

膜，反复10d左右，视天气情况，全部掀膜。

[0010] 扦插繁殖是取植株营养器官的一部分，插入疏松润湿的土壤或细沙中，利用其再

生能力，使之生根抽枝，长成新植株。采用扦插繁殖方式繁育滇藏榄，一般插穗长度约10cm，

对滇藏榄穗条需求量相对较大，但目前存有的滇藏榄数量较少，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滇藏榄

的人工繁育。

发明内容

[0011] 有鉴于此，本发明针对上述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滇藏榄的育苗方法，面临野外仅存

6株滇藏榄的现状，搜集滇藏榄种子，进行播种育苗探索，通过滇藏榄种子育苗技术的研究，

寻求当前情况下滇藏榄较经济、快速的育苗方式，对扩繁和滇藏榄这一极小种群物种的保

护意义重大。

[0012]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滇藏榄的育苗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3] 1)种子处理：

[0014] 滇藏榄果实形态成熟后，有10～15d的生理后熟期，直接播种的发芽率较低；将采

收的滇藏榄果实置于通风阴凉处放置10～15d，使其自然完成生理后熟后将种子挤出，剥离

出来的种子在400倍浓度的多菌灵溶液中浸泡1h，用清水漂洗干净，等待播种；

[0015] 2)苗圃地选择与做床准备：

[0016] 选择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排水良好、通风透气的壤土作为苗圃地；苗圃地选定后，

进行深耕，深度25～30cm，用500倍的高锰酸钾喷洒土壤进行消毒，爆晒2周，土壤消毒结束

后，用规格为16cm×20cm的营养袋装满土备用；苗圃地上搭建遮阳网；催芽床用河沙作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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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做于遮阳网下，床宽1m，高15～20cm，长度根据地形调整，每个催芽床间距50cm；

[0017] 3)催芽处理：

[0018] 将处理好的滇藏榄种子按株行距3cm×3cm规格，点播在催芽床上，点播后，在种子

上覆盖4～5cm厚的锯木屑，浇透水；播种15d后种子始发芽，滇藏榄种子发芽率85～90％；

[0019] 4)移栽：

[0020] 幼苗在催芽床上生长至5～8cm时，进行移栽；栽植的深度根据根长确定，要做到下

不窝根，上不露原地径痕印；同时让子叶的排列方向保持一致，以保证充分受光；整个操作

过程在遮荫环境下进行；移栽后立即用1000倍的多菌灵将基质一次性浇透；

[0021] 5)苗木管理：

[0022] 5.1)水、肥、除草管理：

[0023] 滇藏榄苗期生长要注意水肥的管理，幼苗期淋水不宜过多，更不能缺水，一旦出现

枝叶干枯即难以恢复生长或导致死亡，应保证营养袋土壤相对湿度为60～70％；幼苗恢复

生长后30d，每隔10d追施复合肥和尿素各1g/株，随着苗木生长，用量逐渐增加，最多不超过

2g/株；杂草应及时拔除，避免杂草与幼苗争肥、水、光、热，以利于幼苗正常生长；

[0024] 5.2)病虫害防治

[0025] 芽苗移栽成活后，每月用波尔多液、多菌灵药液交替喷洒1次；在育苗过程中，出现

叶部腐烂，应将其拔除，适当降低水分；并进行喷雾杀虫；此外苗圃地四周应保持整洁，不堆

放杂物、草堆；

[0026] 5.3)炼苗：

[0027] 幼苗出圃前1～2个月必须进行炼苗，炼苗初期严格控制光照时间，每天18:00时揭

开遮阳网，11:00时覆盖，重复一星期后，逐步增加光照时间和强度；炼苗期间，停止施肥，以

提高幼苗的抗逆性，通过炼苗可促进幼苗的木质化，增强抗病虫害的能力，提高出圃造林的

成活率；

[0028] 5.4)苗木出圃；

[0029] 6)果实采收：

[0030] 滇藏榄花期为8～9月，果实在翌年1～4月成熟；果实成熟时果皮由光滑、坚硬变为

糙皱、柔软；种皮由水嫩、乳白变为坚硬、黄褐；滇藏榄果实形态成熟后，有10～15d的生理后

熟期；将采收的滇藏榄果实置于通风阴凉处放置10～15d，使其自然完成生理后熟；待果实

变得十分柔软时，将种子挤出待用；单个滇藏榄果实10～29g，每个果实有种子1～4粒。

[0031] 进一步地，步骤2)中苗圃地的土壤的PH为6.5～7.0；遮阳网的遮荫度为95％。

[0032] 进一步地，步骤3)中锯木屑的湿度为70～80％，温度为23～25℃。

[0033] 进一步地，步骤5.2)中喷雾杀虫具体为：蝼蛄、地老虎地下害虫用50％甲胺磷乳油

l000～2000倍液喷雾；蚜虫用1500～2000倍液的吡虫啉喷雾；鳞翅目害虫用高效氯氰菊酯

1000～1500倍液喷雾。

[0034] 进一步地，步骤5.4)中苗木出圃的条件为：滇藏榄苗高≥30cm、地径≥0.25cm时，

出圃造林。

[003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可以获得包括以下技术效果：

[0036] 1)通过种子繁育滇藏榄技术的研发，使滇藏榄种子发芽率达85～90％，这一育苗

技术经济、高效、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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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2)在保护现有滇藏榄资源的前提下，实现人工育苗。

[0038] 3)滇藏榄种子育苗技术的发明也为人工繁育滇藏榄增加一种新的途径，使滇藏榄

基因得到更加有效的保存和扩充，为滇藏榄回归造林种植和种群数量的扩大奠定良好的基

础。

[0039] 当然，实施本发明的任一产品并不一定需要同时达到以上所述的所有技术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以下将配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藉此对本发明如何应用技术手

段来解决技术问题并达成技术功效的实现过程能充分理解并据以实施。

[0041] 本发明提供一种滇藏榄的育苗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2] 1)种子处理

[0043] 滇藏榄果实形态成熟后，有10～15d的生理后熟期，直接播种的发芽率较低；将采

收的滇藏榄果实置于通风阴凉处放置10～15d，使其自然完成生理后熟后将种子挤出，剥离

出来的种子在400倍浓度的多菌灵溶液中浸泡1h，用清水漂洗干净，等待播种。

[0044] 2)苗圃地选择与做床准备

[0045] 选择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排水良好、通风透气、PH6.5～7.0的壤土作为苗圃地。苗

圃地选定后，进行深耕，深度25～30cm，用500倍的高锰酸钾喷洒土壤进行消毒，爆晒2周，土

壤消毒结束后，用规格为16cm×20cm的营养袋装满土备用。苗圃地上搭建遮荫度95％的遮

阳网。

[0046] 催芽床用河沙作为基质，做于遮阳网下，床宽1m，高15～20cm，长度根据地形调整，

每个催芽床间距50cm。

[0047] 3)催芽处理

[0048] 将处理好的滇藏榄种子按株行距3cm×3cm规格，点播在催芽床上，点播后，在种子

上覆盖4～5cm厚的锯木屑，浇透水，使锯木屑湿度保持为70～80％，温度保持在23～25℃。

播种15d后种子始发芽，滇藏榄种子发芽率85～90％。

[0049] 4)移栽

[0050] 幼苗在催芽床上生长至5～8cm时，进行移栽。栽植的深度根据根长确定，要做到下

不窝根，上不露原地径痕印。同时尽可能让子叶的排列方向保持一致，以保证充分受光。整

个操作过程在遮荫环境下进行，否则幼苗会缺水萎蔫，极大影响幼苗以后的生长发育。移栽

后立即用1000倍的多菌灵将基质一次性浇透，以稳定根系和避免由移苗引起的感染。

[0051] 5)苗木管理

[0052] 5.1)水、肥、除草管理

[0053] 滇藏榄苗期生长要注意水肥的管理，幼苗期淋水不宜过多，更不能缺水，一旦出现

枝叶干枯即难以恢复生长或导致死亡，应保证营养袋土壤相对湿度为60～70％。幼苗恢复

生长后30d，每隔10d追施复合肥和尿素各1g/株，随着苗木生长，用量逐渐增加，最多不超过

2g/株。杂草应及时拔除，避免杂草与幼苗争肥、水、光、热，以利于幼苗正常生长。

[0054] 5.2)病虫害防治

[0055] 芽苗移栽成活后，每月用波尔多液、多菌灵药液交替喷洒1次。在育苗过程中，如出

现叶部腐烂，应将其拔除，适当降低水分。蝼蛄、地老虎等地下害虫可用50％甲胺磷乳油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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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000倍液喷雾；蚜虫可用1500～2000倍液的吡虫啉喷雾；鳞翅目害虫可用高效氯氰菊

酯1000～1500倍液喷雾；此外苗圃地四周应保持整洁，不堆放杂物、草堆等。

[0056] 5.3)炼苗

[0057] 幼苗出圃前1～2个月必须进行炼苗，炼苗初期严格控制光照时间，每天18:00时揭

开遮阳网，11:00时覆盖，重复一星期后，逐步增加光照时间和强度。炼苗期间，停止施肥，以

提高幼苗的抗逆性，通过炼苗可促进幼苗的木质化，增强抗病虫害的能力，提高出圃造林的

成活率。

[0058] 5.4)苗木出圃

[0059] 当滇藏榄苗高≥30cm、地径≥0.25cm时，可以出圃造林。

[0060] 6)果实采收

[0061] 滇藏榄花期为8～9月，果实在翌年1～4月成熟。实成熟时果皮由光滑、坚硬变为糙

皱、柔软；种皮由水嫩、乳白变为坚硬、黄褐。滇藏榄果实形态成熟后，有10～15d的生理后熟

期。将采收的滇藏榄果实置于通风阴凉处放置10～15d，使其自然完成生理后熟。待果实变

得十分柔软时，将种子挤出待用。单个滇藏榄果实10～29g，每个果实有种子1～4粒。

[0062] 滇藏榄果期并不固定，一般在每年10月至翌年2月开始结果，成熟期通常在1至6

月。由于结果时间不固定，即使同1株树2次果实成熟期也会存在3～5个月的差别，在实际采

收过程中，应从10月份开始进行观察，每个月观察1次，直到发现滇藏榄的果实，发现果实后

可以间隔3个月再开始观察种子是否成熟。当滇藏榄果实由光滑、坚硬变得稍皱、柔软，种子

由水嫩、乳白变为坚硬、黄褐，稍用力即可将种子挤出，此时，表明种子成熟，可以采收。

[0063] 2013年5月和7月，瑞丽市林业技术人员在瑞丽珍稀植物园开展了两期滇藏榄人工

扦插扩繁试验。试验结果为所扦插试验的60条滇藏榄插条有48株生根发叶，扦插成活率

80％。滇藏榄插穗的成活，标志着云南省特有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滇藏榄人工扩繁获得成功。

[0064] 本发明的采收时间对滇藏榄人工扩繁获得成功至关重要，根据挂果时间的差别滇

藏榄的果实通常在1至6月成熟，果实由光滑、坚硬变得稍皱、柔软，种子由水嫩、乳白变为坚

硬、黄褐，稍用力即可将种子挤出时进行采摘，采摘过早种子发育未完成，导致发芽率低，幼

苗长势弱，采收过晚则种子掉落、或遭鸟兽昆虫啃食。其次是破除生理后熟：采回的滇藏榄

种子连同果皮一起静置于通风、无光照的室内12～15d，低于12天果实不能完全成熟，导致

发芽率会降低或幼苗生长缓慢，超过15天种子容易霉变从而严重影响发芽率。第三、催芽温

湿度控制，湿度保持为70～80％，温度保持在22～25℃，种子发芽需要适宜的温湿度，湿度

低于70％，温度低于22℃，种发芽率降低，湿度高于80％，温度超过25℃种子容易霉变严重

降低发芽率。第四、幼苗移栽高度5～8cm时移栽，幼苗低于5cm时茎叶较嫩，移栽时容易折断

或损害，高于8cm移栽根系过长易窝根，需要修剪，移栽后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恢复生长。

[0065] 上述说明示出并描述了发明的若干优选实施例，但如前所述，应当理解发明并非

局限于本文所披露的形式，不应看作是对其他实施例的排除，而可用于各种其他组合、修改

和环境，并能够在本文所述发明构想范围内，通过上述教导或相关领域的技术或知识进行

改动。而本领域人员所进行的改动和变化不脱离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则都应在发明所附权

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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