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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甘蔗实生苗的培育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修砌可蓄水与排水的育苗床；首先

在育苗床上方铺设一层底泥，并向底泥洒水，然

后进行阳光暴晒；然后在底泥上方铺设一层淤

泥，在育苗床两侧开挖水沟，并将淤泥风干；最后

在淤泥上方铺设一层混合土；在混合土上方播

种；然后在苗床上方搭建塑料小拱棚；再进行苗

期管理，待甘蔗实生苗长至15‑20cm，再进行假植

和定植。本发明的甘蔗实生苗培育方法，操作方

法简单，设备、原料不需要特殊加工，消耗的人力

和物力资源少，成本低，获得的甘蔗实生苗发芽

率高，生长速度快，甘蔗实生苗种苗粗壮，根系发

达，叶片多，移栽成活率高，具有良好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适合大范围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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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甘蔗实生苗的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育苗床准备：修砌可蓄水与排水的育苗床；首先在育苗床上方铺设一层底泥，并向

底泥洒水，然后进行阳光暴晒；然后在底泥上方铺设一层淤泥，在育苗床两侧开挖水沟，并

将淤泥风干；最后在淤泥上方铺设一层混合土；所述底泥包括80%旱田土和20%农家肥，并用

底泥重量0.5%的生石灰搅拌；所述淤泥为池塘淤泥，厚度为4-5cm，含水率大于80%，铺设时

喷洒高锰酸钾溶液进行消毒；所述混合土为沙子和表土，体积比为1:1；所述底泥的厚度为

5-6cm，底泥洒水后的含水率为70-80%，底泥暴晒的时间为3-5d；所述淤泥上方、种子下方的

混合土的厚度为0.8-1.3cm；所述育苗床起垄的高度为8-12cm，宽度为75-85cm；所述淤泥风

干的时间为20-28h；

（2）播种：在混合土上方播种，根据甘蔗杂交花穗发芽率，按照育苗300-400株/m2，播种

后，撒上一层混合土，以完全覆盖种子为宜；然后在苗床上方搭建塑料小拱棚；

（3）苗期管理：在种子发芽期间，保持小拱棚内的温度为25-35℃，白天打开两端的薄膜

通风3-5h；根据天气情况喷洒水雾，控制湿度为80-90%；待甘蔗种子长出3-5片叶子后，掀开

小拱棚，减掉病苗，通过苗床两侧的水沟进行灌溉和排水，所述水沟的深度为3-4cm；保持苗

床湿润且不淹苗；每隔3-4天施一次肥料水，刚开始两次采用叶面喷施，然后逐步过渡到淋

施，淋施前先灌溉水，整个育苗过程保持育苗基质充分湿润不淹苗，所述肥料水的浓度为

0.8-1%，为尿素和复合肥按重量比1:1.5混合，加水稀释制成；仔细观察，及时防虫杀虫；待

甘蔗实生苗长至15-20cm，再进行假植和定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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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甘蔗实生苗的培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作物培育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甘蔗实生苗的培育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甘蔗(Saccharum  officinarum  L.)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糖料作物和能源作物，甘

蔗食糖占我国食糖总产量的94％左右。甘蔗是我国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重要经济作物，是这

些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是农民增收的重要经济来源。近年来，甘蔗还将作为一种重要的能

源作物加以研究和利用。

[0003] 甘蔗实生苗是甘蔗有性杂交的种子培育出来的幼苗，由于种子小，培育过程技术

性较强.培育不好可能导致全部死亡，甘蔗实生苗又是杂交育种的基础工作，实生苗培育的

好坏与快慢，直接关系到育种计划的实施效果。

[0004] 目前，对甘蔗实生苗研究的机构不多，主要有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贵州省亚热带

作物研究所、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云南云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

农业科学研究院甘蔗研究所和广西南亚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对甘蔗实生苗的培育，中国

专利20161 001 6331 3公开了一种提高甘蔗实生苗育种效率的育苗方法及应用，

2013103651175公开了甘蔗实生苗培育方法、2015104957524公开了一种提高甘蔗实生苗幼

苗成活率的方法、2016100172596公开了一种甘蔗实生苗育苗方法，这些育苗方法，都是在

大棚内进行，占据较多的空间，培育过程消耗的资源较多，成本高；而且目前的培育方法都

是运用育苗箱，早晚淋水管理，不能够进行灌溉，消耗的人力物力多。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甘蔗实生苗的培育方法。本发明的甘蔗实生

苗培育方法，操作方法简单，设备、原料不需要特殊加工，消耗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少，成本

低，获得的甘蔗实生苗发芽率高，生长速度快，甘蔗实生苗种苗粗壮，根系发达，叶片多，移

栽成活率高，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适合大范围推广使用。

[0006]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7] 一种甘蔗实生苗的培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育苗床准备：修砌可蓄水与排水的育苗床；首先在育苗床上方铺设一层底泥，

并向底泥洒水，然后进行阳光暴晒；然后在底泥上方铺设一层淤泥，在育苗床两侧开挖水

沟，并将淤泥风干；最后在淤泥上方铺设一层混合土；

[0009] (2)播种：在混合土上方播种，根据甘蔗杂交花穗发芽率，按照育苗300-400株/m2，

播种后，撒上一层混合土，以完全覆盖种子为宜；然后在苗床上方搭建塑料小拱棚；

[0010] (3)苗期管理：在种子发芽期间，保持小拱棚内的温度为25-35℃，白天打开两端的

薄膜通风3-5h；根据天气情况喷洒水雾，控制湿度为80-90％；待甘蔗种子长出3-5片叶子

后，掀开小拱棚，减掉病苗，通过苗床两侧的水沟进行灌溉和排水，保持苗床湿润且不淹苗；

每隔3-4天施一次肥料水，刚开始两次采用叶面施肥，然后逐步过渡到淋施，淋施前先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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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整个育苗过程保持育苗基质充分湿润不淹苗；仔细观察，及时防虫杀虫；待甘蔗实生苗

长至15-20cm，再进行假植和定植。

[001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说明，所述育苗床起垄的高度为8-12cm，宽度为75-85cm。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说明，所述底泥的厚度为5-6cm，底泥洒水后的含水率为70-

80％，底泥暴晒的时间为3-5d。

[001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说明，所述底泥包括80％旱田土和20％农家肥，并用底泥重

量0.5％的生石灰搅拌。

[0014]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说明，所述淤泥为池塘淤泥，厚度为4-5cm,含水率大于80％，

铺设时喷洒高锰酸钾溶液进行消毒。

[001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说明，所述淤泥风干的时间为20-28h。

[001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说明，所述水沟的深度为3-4cm。

[001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说明，所述淤泥上方、种子下方的混合土的厚度为0 .8-

1.3cm。

[001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说明，所述混合土为沙子和表土，体积比为1:1。

[001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说明，所述肥料水的浓度为0.8-1％，为尿素和复合肥按重量

比1:1.5混合，加水稀释制成。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1] 1、常规的甘蔗实生苗多采用育苗箱进行培育，由于育苗箱面积较小，一个组合根

据发芽率需要多个育苗箱培育，该方法在搬运过程中容易造成编号的混淆导致出错，而且

育苗箱每年都有损耗，增加了育苗的成本。本发明使用育苗床，同一个组合的甘蔗种子播种

在一个地方，方便确认，而且育苗床可以重复使用，既方便育苗又节省育了苗成本。

[0022] 2、本发明的育苗床有8-12cm的土层，育苗床上的育苗基质分为3层，分别为底泥、

淤泥和混合土，厚度约为11cm，即本发明的育苗基质厚实，3层基质中均含有丰富的养分，营

养物质丰富，能够为甘蔗实生苗的生长提供充足的养分，使甘蔗实生苗生长迅速，苗茎粗

壮。此外，本发明的淤泥灌溉后粘性强，移栽时，甘蔗实生苗的根系能够附带更多是基质，提

高移栽时的成活率。

[0023] 3、常规的甘蔗实生苗育苗在播种后一次性浇透水，由于甘蔗种子很轻，浇水时容

易将甘蔗种子冲刷到一起，使实生苗出苗时疏密不一，导致甘蔗实生苗发芽率降低，出苗后

生长良莠不齐。本发明在育苗床上铺一层淤泥，由于淤泥含水量大，能够为甘蔗种子提供足

够的水分，因此播完种子时不需要淋水，出苗初期根据天气情况适当喷洒水雾保湿即可。

[0024] 4、常规甘蔗实生苗育苗在大棚内进行，建立大棚费用高，占地面积广。本发明应用

小拱棚，方便快捷，成本低，当甘蔗实生苗长到3-5片叶子时，去掉小拱棚，实行全光照育苗，

甘蔗实生苗能够进行全光照的光合作用，使甘蔗实生苗积累更多的营养物质，加快甘蔗实

生苗的生长速度，同时全光照培养可以在苗期对亲本组合的抗逆性进行观察。

[0025] 5、常规的甘蔗实生苗在育苗期间需每天早晚浇水，消耗较多的时间和人力。本发

明的育苗床具备灌溉功能，当甘蔗实生苗长至3cm以上时，根据天气情况，沿着育苗床两侧

的水沟灌溉水，使土层吸水至饱和，然后将多余的水排出，保持畦面不积水。本发明的淤泥

吸水后，能够贮存大量的水分。所以本发明的浇灌方式，即使天气较热，也只需3-5天灌溉一

次，大大减少了浇水的次数，阴雨天只要做好排水工作即可，降低了时间和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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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6、本发明的甘蔗实生苗培育方法，操作方法简单，设备、原料不需要特殊加工，消

耗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少，成本低，获得的甘蔗实生苗发芽率高，生长速度快，甘蔗实生苗种

苗粗壮，根系发达，叶片多，移栽成活率高，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适

合大范围推广使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但不限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8] 实施例1

[0029] 一种甘蔗实生苗的培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0] (1)育苗床准备：修砌可蓄水与排水的育苗床，所述育苗床起垄的高度为8cm，宽度

为75cm；首先在育苗床上方铺设一层厚度为5cm的底泥，所述底泥包括80％旱田土和20％农

家肥，并用底泥重量0.5％的生石灰搅拌，向底泥洒水使底泥的含水率为70％，然后进行阳

光暴晒3d；然后在底泥上方铺设一层厚度为4cm的淤泥，所述淤泥为池塘淤泥，含水率为

82％，铺设时喷洒高锰酸钾溶液进行消毒；在育苗床两侧开挖深度为3cm的水沟，并将淤泥

风干20h；最后在淤泥上方铺设一层厚度为0.8cm的混合土，所述混合土为沙子和表土，体积

比为1:1；

[0031] (2)播种：在混合土上方播种，根据甘蔗杂交花穗发芽率，按照育苗300株/m2，播种

后，撒上一层混合土，以完全覆盖种子为宜；然后在苗床上方搭建塑料小拱棚；

[0032] (3)苗期管理：在种子发芽期间，保持小拱棚内的温度为25℃，白天打开两端的薄

膜通风3h；根据天气情况喷洒水雾，控制湿度为80％；待甘蔗种子长出3片叶子后，掀开小拱

棚，减掉病苗，通过苗床两侧的水沟进行灌溉和排水，保持苗床湿润且不淹苗；每隔3天施一

次肥料水，所述肥料水的浓度为0.8％，为尿素和复合肥按重量比1:1 .5混合，加水稀释制

成，刚开始两次采用叶面施肥，然后逐步过渡到淋施，淋施前先灌溉水，整个育苗过程保持

育苗基质充分湿润不淹苗；仔细观察，及时防虫杀虫；待甘蔗实生苗长至15cm，再进行假植

和定植。

[0033] 实施例2

[0034] 一种甘蔗实生苗的培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5] (1)育苗床准备：修砌可蓄水与排水的育苗床，所述育苗床起垄的高度为12cm，宽

度为85cm；首先在育苗床上方铺设一层厚度为6cm的底泥，所述底泥包括80％旱田土和20％

农家肥，并用底泥重量0.5％的生石灰搅拌，向底泥洒水使底泥的含水率为80％，然后进行

阳光暴晒5d；然后在底泥上方铺设一层厚度为5cm的淤泥，所述淤泥为池塘淤泥，含水率为

85％，铺设时喷洒高锰酸钾溶液进行消毒；在育苗床两侧开挖深度为4cm的水沟，并将淤泥

风干28h；最后在淤泥上方铺设一层厚度为1.3cm的混合土，所述混合土为沙子和表土，体积

比为1:1；

[0036] (2)播种：在混合土上方播种，根据甘蔗杂交花穗发芽率，按照育苗400株/m2，播种

后，撒上一层混合土，以完全覆盖种子为宜；然后在苗床上方搭建塑料小拱棚；

[0037] (3)苗期管理：在种子发芽期间，保持小拱棚内的温度为35℃，白天打开两端的薄

膜通风5h；根据天气情况喷洒水雾，控制湿度为90％；待甘蔗种子长出5片叶子后，掀开小拱

棚，减掉病苗，通过苗床两侧的水沟进行灌溉和排水，保持苗床湿润且不淹苗；每隔3-4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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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肥料水，所述肥料水的浓度为1％，为尿素和复合肥按重量比1:1 .5混合，加水稀释制

成，刚开始两次采用叶面施肥，然后逐步过渡到淋施，淋施前先灌溉水，整个育苗过程保持

育苗基质充分湿润不淹苗；仔细观察，及时防虫杀虫；待甘蔗实生苗长至20cm，再进行假植

和定植。

[0038] 实施例3

[0039] 一种甘蔗实生苗的培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0] (1)育苗床准备：修砌可蓄水与排水的育苗床，所述育苗床起垄的高度为10cm，宽

度为80cm；首先在育苗床上方铺设一层厚度为6cm的底泥，所述底泥包括80％旱田土和20％

农家肥，并用底泥重量0.5％的生石灰搅拌，向底泥洒水使底泥的含水率为75％，然后进行

阳光暴晒4d；然后在底泥上方铺设一层厚度为4cm的淤泥，所述淤泥为池塘淤泥，含水率为

86％，铺设时喷洒高锰酸钾溶液进行消毒；在育苗床两侧开挖深度为3cm的水沟，并将淤泥

风干24h；最后在淤泥上方铺设一层厚度为1.0cm的混合土，所述混合土为沙子和表土，体积

比为1:1；

[0041] (2)播种：在混合土上方播种，根据甘蔗杂交花穗发芽率，按照育苗350株/m2，播种

后，撒上一层混合土，以完全覆盖种子为宜；然后在苗床上方搭建塑料小拱棚；

[0042] (3)苗期管理：在种子发芽期间，保持小拱棚内的温度为30℃，白天打开两端的薄

膜通风4h；根据天气情况喷洒水雾，控制湿度为85％；待甘蔗种子长出4片叶子后，掀开小拱

棚，减掉病苗，通过苗床两侧的水沟进行灌溉和排水，保持苗床湿润且不淹苗；每隔4天施一

次肥料水，所述肥料水的浓度为1％，为尿素和复合肥按重量比1:1.5混合，加水稀释制成，

刚开始两次采用叶面施肥，然后逐步过渡到淋施，淋施前先灌溉水，整个育苗过程保持育苗

基质充分湿润不淹苗；仔细观察，及时防虫杀虫；待甘蔗实生苗长至18cm，再进行假植和定

植。

[0043] 实施例4

[0044] 一种甘蔗实生苗的培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5] (1)育苗床准备：修砌可蓄水与排水的育苗床，所述育苗床起垄的高度为11cm，宽

度为78cm；首先在育苗床上方铺设一层厚度为5cm的底泥，所述底泥包括80％旱田土和20％

农家肥，并用底泥重量0.5％的生石灰搅拌，向底泥洒水使底泥的含水率为77％，然后进行

阳光暴晒4d；然后在底泥上方铺设一层厚度为5cm的淤泥，所述淤泥为池塘淤泥，含水率为

83％，铺设时喷洒高锰酸钾溶液进行消毒；在育苗床两侧开挖深度为4cm的水沟，并将淤泥

风干22h；最后在淤泥上方铺设一层厚度为1.2cm的混合土，所述混合土为沙子和表土，体积

比为1:1；

[0046] (2)播种：在混合土上方播种，根据甘蔗杂交花穗发芽率，按照育苗330株/m2，播种

后，撒上一层混合土，以完全覆盖种子为宜；然后在苗床上方搭建塑料小拱棚；

[0047] (3)苗期管理：在种子发芽期间，保持小拱棚内的温度为28℃，白天打开两端的薄

膜通风3h；根据天气情况喷洒水雾，控制湿度为83％；待甘蔗种子长出4片叶子后，掀开小拱

棚，减掉病苗，通过苗床两侧的水沟进行灌溉和排水，保持苗床湿润且不淹苗；每隔3天施一

次肥料水，所述肥料水的浓度为0.8％，为尿素和复合肥按重量比1:1 .5混合，加水稀释制

成，刚开始两次采用叶面施肥，然后逐步过渡到淋施，淋施前先灌溉水，整个育苗过程保持

育苗基质充分湿润不淹苗；仔细观察，及时防虫杀虫；待甘蔗实生苗长至16cm，再进行假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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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定植。

[0048] 实施例5

[0049] 一种甘蔗实生苗的培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0] (1)育苗床准备：修砌可蓄水与排水的育苗床，所述育苗床起垄的高度为9cm，宽度

为83cm；首先在育苗床上方铺设一层厚度为6cm的底泥，所述底泥包括80％旱田土和20％农

家肥，并用底泥重量0.5％的生石灰搅拌，向底泥洒水使底泥的含水率为78％，然后进行阳

光暴晒5d；然后在底泥上方铺设一层厚度为4cm的淤泥，所述淤泥为池塘淤泥，含水率为

90％，铺设时喷洒高锰酸钾溶液进行消毒；在育苗床两侧开挖深度为3cm的水沟，并将淤泥

风干26h；最后在淤泥上方铺设一层厚度为1.0cm的混合土，所述混合土为沙子和表土，体积

比为1:1；

[0051] (2)播种：在混合土上方播种，根据甘蔗杂交花穗发芽率，按照育苗380株/m2，播种

后，撒上一层混合土，以完全覆盖种子为宜；然后在苗床上方搭建塑料小拱棚；

[0052] (3)苗期管理：在种子发芽期间，保持小拱棚内的温度为32℃，白天打开两端的薄

膜通风5h；根据天气情况喷洒水雾，控制湿度为88％；待甘蔗种子长出5片叶子后，掀开小拱

棚，减掉病苗，通过苗床两侧的水沟进行灌溉和排水，保持苗床湿润且不淹苗；每隔4天施一

次肥料水，所述肥料水的浓度为1％，为尿素和复合肥按重量比1:1.5混合，加水稀释制成，

刚开始两次采用叶面施肥，然后逐步过渡到淋施，淋施前先灌溉水，整个育苗过程保持育苗

基质充分湿润不淹苗；仔细观察，及时防虫杀虫；待甘蔗实生苗长至19cm，再进行假植和定

植。

[0053] 2017年4月10日，按照实施例3的培育方法，播种4个组合的甘蔗种子，每份种子播

种1g,三次重复，根据甘蔗杂交花穗发芽率，按照育苗300-400株/m2，在育苗床播出相应的

面积。同时按常规育苗方法做对照。常规培育方法参照CN201410269449.8中的培育方法。4

月25日调查种子发芽率，5月15日调查甘蔗实生苗的株高、茎径和鲜根重，结果如表1所示。

[0054] 表1：甘蔗实生苗种子发芽数、株高、茎径和鲜根重统计表

[0055]

[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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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通过上表计算可知，本发明的种子发芽率超过90％，比常规培育方法的发芽率提

高20％以上；甘蔗实生苗株高比常规方法提高出50％以上，茎径提高35％以上，鲜根重提高

200％以上。所以本发明的培育方法获得的甘蔗实生苗发芽率高，生长速度快，甘蔗实生苗

种苗粗壮，根系发达，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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