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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澳洲坚果容器大苗培育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澳洲坚果容器大苗培育

方法，属于澳洲坚果种植技术领域，包括(1)选

种，(2)种子预处理，(3)播种，(4)砧木苗培育，

(5)嫁接，(6)嫁接苗管理，(7)大苗管理；所述移

栽成活率高达95％，通过本申请的砧木苗组合培

育方法，大田砧木苗比传统繁育方法提早3‑4个

月嫁接，且实现分四个批次、错峰出苗，提高生产

效率，满足市场需求；且所述澳洲坚果容器大苗

培育方法的操作简单，容易掌握，且出苗整齐，成

活率高，促进提早开花挂果，能够提前1‑2年开花

挂果，缩短种植周期，管理方便，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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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澳洲坚果容器大苗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1）选种：选择适应性好、无病虫危害、果实大小均匀的成熟澳洲坚果果实种子；

（2）种子预处理：将采收的青皮澳洲坚果果实进行脱皮，取出种子，并将种子进行分级

筛选、除掉小果和裂果，保留直径大于1.8cm的大果种子备用；将所述大果种子放置在室外

太阳光下照射4‑8小时，再放于浸种剂中浸泡6‑8小时，去除上浮种子，捞出下沉种子并沥干

水分，即得到砧木种子，待播种用；所述浸种剂是由800‑1000倍甲基托布津液、800‑1000倍

赤霉素和0.3‑0.5mmol·L‑1的氨基磺酸混合得到；

（3）播种：9‑10月份，将砧木种子平铺在已经消毒的砂床上，在砧木种子上覆盖3‑4厘米

的相对湿度为25‑35%的细砂，再用薄膜覆盖于细砂  上，30‑40天后将薄膜掀开，50‑60天后

将第一批健壮小苗移栽到大田和/或营养袋中进行砧木苗培养；80‑90天后移植第二批健壮

小苗到大田和/或营养袋中进行砧木苗培养；第一批健壮小苗的55~70%移栽到大田，剩余的

30~45%移栽到营养袋；第二批健壮小苗的30~45%移栽到大田，剩余55~70%的移栽到营养袋；

（4）砧木苗培育：所述第一批健壮小苗和第二批健壮小苗移栽后的具体培育方法为：

①大田砧木苗培育：选择地势平坦、排灌方便的地块，每亩施入腐熟农家肥1.5t  ‑2t,

将田间土块耙碎整平，按畦面宽1.0‑1.2m、长20.0m‑30.0m 的规格起畦，每畦间隔30‑40cm，

每畦种植4小行，每畦两侧分别种一行，每2小行中间间隔50‑60cm；选择阴天或雨天进行第

一批健壮小苗和第二批健壮小苗移栽，移栽后浇透水至土壤相对湿度为35‑50%，培养至砧

木苗茎离地面20cm处的直径达到0.6cm以上，即得到第一批大田砧木苗和第二批大田砧木

苗，准备嫁接；

②营养袋砧木苗培育：将土壤与腐熟农家肥按5:0.8‑1的质量比例拌均匀得到培育基

质，将培育基质装入营养袋中，每2袋摆放为一个小行，中间间隔50cm再摆放1行，种植前一

天先将营养袋淋透，进行第一批健壮小苗和第二批健壮小苗移栽，移苗时压实、浇透水，保

持培育基质的相对湿度为35‑50%，培养至砧木苗茎离地面20cm处的直径达到0.6cm以上，即

得到第一批营养袋砧木苗和第二批营养袋砧木苗，准备嫁接；

（5）嫁接：10月至次年4月，在澳洲坚果母树林中选择品种优良、向阳性好、无病虫害的

1‑2年生枝条，选取枝条上顶芽饱满部位，并将枝条上叶片从基部剪掉，将枝条修剪成15‑

20cm的接穗，所述接穗上具有二轮芽，采用劈接或切接法将接穗分别嫁接至第一批大田砧

木苗、第二批大田砧木苗、第一批营养袋砧木苗和第二批营养袋砧木苗上，得到嫁接苗，嫁

接后30‑35天萌芽；

（6）嫁接苗管理：嫁接后保持土壤的湿度，当嫁接苗抽生第一批梢老熟后，每月追施一

次腐熟花生麸水、浓度为0.2%‑0 .3%的尿素，当嫁接苗抽生第二批梢老熟后，培育至苗高

60cm以上，即可准备移栽；

（7）大苗管理：大田苗移栽时带土团、营养袋苗移栽时将袋子去除，然后将大田苗、营养

袋苗装入容器或育苗袋中，用土填到容器高度的80%‑90%，按长宽为0.9‑1m*1m的规格进行

摆放，根据培育的年限选择不同规格的容器或育苗袋；移栽后淋透水，解绑嫁接口处薄膜，

并除草、除萌蘖，每月淋一次腐熟花生麸水、浓度0.3%‑0.5% 的速溶复合肥，并进行修剪、喷

药常规管理，待生长1‑2年后，即可培育成澳洲坚果大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澳洲坚果容器大苗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2）中，所述大

果种子放置在室外，具体是将大果种子放在晾晒架或水泥地上，并用网垫在所述大果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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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便于收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澳洲坚果容器大苗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5）中，嫁接

后，在嫁接点喷施生长调节剂，再包裹上薄膜。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澳洲坚果容器大苗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长调节剂为

0.1‑0.2%的萘乙酸、0.12‑0.15%的吲哚丁酸，其余为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澳洲坚果容器大苗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6）、（7）中，

所述腐熟花生麸水是：将花生麸腐熟后，用300‑500倍质量的水稀释得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澳洲坚果容器大苗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7）中，所述

速溶复合肥包括15‑18份的硝态氮、5‑8份五氧化二磷、8‑10份的氧化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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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澳洲坚果容器大苗培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澳洲坚果种植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澳洲坚果容器大苗培育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澳洲坚果，别名昆士兰栗、澳洲胡桃、夏威夷果，其果仁香酥滑嫩可口，有独特的奶

油香味，素来享有“干果之王”的美誉。澳洲坚果营养丰富，含油量70％‑79％，尤其以富含不

饱和脂肪酸为特点，以油酸和棕榈酸为主，光壳种澳洲坚果种仁的不饱和脂肪酸与饱和脂

肪酸的比值为6.2、蛋白质9％，还含有丰富的钙、磷、铁、维生素B1、B2和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

酸。经常食用澳洲坚果，还能调节人体胆固醇、降低血压、控制血糖水平、预防肿瘤及部分癌

症、抗衰老、改善皮肤状态等，因此澳洲坚果备受群众喜爱。

[0003] 在国际市场上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状态，种植澳洲坚果具有管理简单、储运方便、投

资少、效益高等优势，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澳洲坚果嫁接小苗一般需要种植3‑4年才

可开花结果，投产迟，周期长，见效慢，小苗管理不方便，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澳洲坚果容器大苗培育方法，采用本方法的移栽

成活率高达95％，比传统繁育方法提早3‑4个月嫁接，所述澳洲坚果容器大苗培育方法的操

作简单，容易掌握，且出苗整齐，成活率高，促进提早开花挂果，能够提前1‑2年开花挂果，缩

短种植周期，管理方便，节约成本。

[0005] 为此，本发明提供的方案是：

[0006] 一种所述澳洲坚果容器大苗培育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选种：选择适应性好、无病虫危害、果实大小均匀的成熟澳洲坚果果实种子；

[0008] (2)种子预处理：将采收的青皮澳洲坚果果实进行脱皮，取出种子，并将种子进行

分级筛选、除掉小果和裂果，保留直径大于1.8cm的大果种子备用；将所述大果种子放置在

室外太阳光下照射4‑8小时，再放于浸种剂中浸泡6‑8小时，去除上浮种子，捞出下沉种子并

沥干水分，即得到砧木种子，待播种用；

[0009] (3)播种：9‑10月份，将砧木种子平铺在已经消毒的砂床上，在砧木种子上覆盖3‑4

厘米的相对湿度为25‑35％的细砂，再用薄膜覆盖于细沙上，30‑40天后将薄膜掀开，50‑60

天后将第一批健壮小苗移栽到大田和/或营养袋中进行砧木苗培养；80‑90天后移植第二批

健康小苗到大田和/或营养袋中进行砧木苗培养；

[0010] (4)砧木苗培育：所述第一批健壮小苗和第二批健壮小苗移栽后的具体培育方法

为：

[0011] ①大田砧木苗培育：选择地势平坦、排灌方便的地块，每亩施入腐熟农家肥1.5t‑

2t ,将田间土块耙碎整平，按畦面宽1.0‑1 .2m、长20.0m‑30 .0m的规格起畦，每畦间隔30‑

40cm，每畦种植4小行，每畦两侧分别种一行，每2小行中间间隔50‑60cm；选择阴天或雨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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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第一批健壮小苗和第二批健壮小苗移栽，移栽后浇透水至土壤相对湿度为35‑50％，培养

8‑12个月，所得砧木苗茎离地面20cm处的直径达到0.6cm以上，即得到第一批大田砧木苗和

第二批大田砧木苗，准备嫁接；

[0012] ②营养袋砧木苗培育：将土壤与腐熟农家肥按5:0.8‑1的质量比例拌均匀得到培

育基质，将培育基质装入营养袋中，每2袋摆放为一个小行，中间间隔50cm再摆放1行，种植

前一天先将营养袋淋透，进行第一批健壮小苗和第二批健壮小苗移栽，移苗时压实、浇透

水，保持培育基质的相对湿度为35‑50％，培养12个月以上，所得砧木苗茎离地面20cm处的

直径达到0.6cm以上，即得到第一批营养袋砧木苗和第二批营养袋砧木苗，准备嫁接；

[0013] (5)嫁接：10月至次年4月，在澳洲坚果母树林中选择品种优良、向阳性好、无病虫

害的1‑2年生枝条，选取枝条上顶芽饱满部位，并将枝条上叶片从基部剪掉，将枝条修剪成

15‑20cm的接穗，所述接穗上具有二轮芽，采用劈接或切接法将接穗分别嫁接至第一批大田

砧木苗、第二批大田砧木苗、第一批营养袋砧木苗和第二批营养袋砧木苗上，得到嫁接苗，

嫁接后30‑35天萌芽；

[0014] (6)嫁接苗管理：嫁接后保持土壤的湿度，当嫁接苗抽生第一批梢老熟后，每月追

施一次腐熟花生麸水、浓度为0.2％‑0.3％的尿素，当嫁接苗抽生第二批梢老熟后，培育至

苗高60cm以上，即可准备移栽；

[0015] (7)大苗管理：大田苗移栽时带土团、营养袋苗移栽时将袋子去除，然后将其装入

容器或育苗袋中，用土填到容器高度的80％‑90％，按长宽为0.9‑1m*1m的规格进行摆放，可

根据培育的年限选择不同规格的容器或育苗袋；移栽后淋透水，解绑嫁接口处薄膜，并除

草、除萌蘖，每月淋一次腐熟花生麸水、浓度0.3％‑0.5％的速溶复合肥，并进行修剪、喷药

常规管理，待生长1‑2年后，即可培育成澳洲坚果大苗。

[0016] 进一步地，在步骤(2)中，所述大果种子放置在室外，具体是将大果种子放在晾晒

架或水泥地上，并用网垫在所述大果种子下方便于收集。

[0017] 进一步地，在步骤(2)中，所述浸种剂是由800‑1000倍甲基托布津液、800‑1000倍

赤霉素和0.3‑0.5mmol·L‑1的氨基磺酸混合得到。

[0018] 进一步地，在步骤(5)中，嫁接后，在嫁接点喷施生长调节剂，再包裹上薄膜。

[0019] 进一步地，所述生长调节剂为0.1‑0.2％的萘乙酸、0.12‑0.15％的吲哚丁酸，其余

为水。

[0020] 进一步地，在步骤(6)、(7)中，所述腐熟花生麸水是：将花生麸腐熟后，用300‑500

倍质量的水稀释得到。

[0021] 进一步地，在步骤(7)中，所述速溶复合肥包括15‑18份的硝态氮、5‑8份五氧化二

磷、8‑10份的氧化钾。

[0022] 进一步地，第一批健壮小苗的55～70％移栽到大田，剩余的30～45％移栽到营养

袋。

[0023] 进一步地，第二批健壮小苗的30～45％移栽到大田，剩余55～70％的移栽到营养

袋。

[0024] 本发明的第一批健壮小苗的55～70％移栽到大田，剩余的30～45％移栽到营养

袋。第二批健壮小苗的30～45％移栽到大田，剩余55～70％的移栽到营养袋。目的是为了错

峰种植嫁接。正常情况下，大田种植相比于营养袋种植，营养更为丰富，空间更为自由，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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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根系生长，出苗时间快，出苗时间上大田种植相比于营养袋种植快1‑2个月。因此，第一批

健壮小苗，55～70％移栽到大田种植，8‑9个月后即可优先得到合格第一批大田砧木苗进行

嫁接；剩余的30～45％移栽到营养袋，12‑13个月后得到合格的第一批营养袋砧木苗进行嫁

接。为了缓解大田种植地的紧张，因此第二批健壮小苗，反过来选择，30～45％的小苗移栽

到大田种植，移栽9‑10个月后即可得到合格的第二批大田砧木苗进行嫁接；55～70％的第

二批健壮小苗移栽到营养袋种植，13‑14个月后得合格的第二批营养袋砧木苗进行嫁接。这

不仅合理的利用了土地，同时充分利用了时间差，合理分批次的利用原有人工对嫁接苗进

行嫁接处理。

[0025] 本发明的步骤具有如下效果：

[0026] 采用步骤(2)中所述方法可出苗快、整齐；所述浸种剂是由甲基托布津液、赤霉素

和氨基磺酸混合得到，能够打破种子休眠，促进萌发生长。

[0027] 采用步骤(4)①中按畦面宽1.0m、长20.0m‑30.0m的规格起畦，每畦间隔30cm，每畦

种植4小行，每2小行中间间隔50cm，培养8‑12个月后便可以嫁接，移栽成活率达95％以上，

可提早3‑4个月嫁接，节约成本。

[0028] 步骤(4)②中的每2袋摆放为一个小行，中间间隔50cm再摆放2行，方便嫁接操作，

促进砧木苗快速生长。

[0029] 采用步骤(7)中的腐熟稀薄的花生麸水加速溶复合肥0.3％‑0.5％淋1次，加快大

苗的生长，出圃快。

[0030] 嫁接后，在嫁接点喷施生长调节剂，包括萘乙酸、吲哚丁酸，具有强细胞分裂素活

性，可以促进植物芽的再生和繁殖，打破休眠，促进组织分裂和伸长，调节体内水分平衡，促

进生长、提苗、壮苗、保苗，上述物质混合使用协同作用于澳洲坚果果树的复接点上，能够促

进伤口愈合，提高嫁接的成活率和愈合速度。

[0031]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2] 1.本发明澳洲坚果容器大苗培育方法操作简单，移栽成活率高，可提早开花结果，

成本低。所述砧木苗通过两种方式分别培育，选取苗龄50‑60天、80‑90天作为第一、二批健

壮小苗移栽到大田或营养袋中进行砧木苗培养；一是经过培养8‑12个月后便可以准备嫁接

的大田砧木苗，比传统繁育方法提早3‑4个月嫁接；二是培育12个月以上能够准备嫁接的营

养袋砧木苗；两种方法结合培育，能够实现四个批次的错峰出苗，使种植户能够合理分配工

作，防止同时出苗而引起的工作量激增。且通过本方案所得嫁接苗的移栽成活率达95％以

上。

[0033] 2.采用本发明方法移栽后待生长1‑2年后，即可培育成澳洲坚果容器大苗，所述大

苗的种植成活率高，且能够提前1‑2年开花挂果，管理方便，节约成本。

附图说明

[0034] 附图1为本发明培育的第一批营养袋砧木苗和第二批营养袋砧木苗实物图(图前

矮苗为第一批营养袋砧木苗、图后高苗为第二批营养袋砧木苗)。

[0035] 附图2为本发明培育营养袋苗嫁接后移栽的实物图。

[0036] 附图3为本发明大田中的澳洲坚果大苗结果的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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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不作为是对本发明的限制。

[0038] 实施例1

[0039] 一种所述澳洲坚果容器大苗培育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40] (1)选种：选择适应性好、无病虫危害、果实大小均匀的成熟澳洲坚果果实种子；

[0041] (2)种子预处理：将采收的青皮澳洲坚果果实进行脱皮，取出种子，并将种子进行

分级筛选、除掉小果和裂果，保留直径大于1.8cm的大果种子备用；将所述大果种子放置在

室外太阳光下照射4小时，再放于浸种剂中浸泡6小时，去除上浮种子，捞出下沉种子并沥干

水分，即得到砧木种子，待播种用；其中，

[0042] 所述大果种子放置在室外，具体是将大果种子放在晾晒架或水泥地上，并用网垫

在所述大果种子下方便于收集；所述浸种剂是由800倍甲基托布津液、800倍赤霉素和

0.3mmol·L‑1的氨基磺酸混合得到；

[0043] (3)播种：9‑10月份，将砧木种子平铺在已经消毒的砂床上，在砧木种子上覆盖3厘

米的相对湿度为25％的细砂，再用薄膜覆盖于细沙上，30天后将薄膜掀开，50天后将第一批

健壮小苗移栽到大田和/或营养袋中进行砧木苗培养；80天后移植第二批健康小苗到大田

和/或营养袋中进行砧木苗培养；其中，第一批健壮小苗的55％移栽到大田，剩余的45％移

栽到营养袋；第二批健壮小苗的30％移栽到大田，剩余70％的移栽到营养袋；

[0044] (4)砧木苗培育：所述第一批健壮小苗和第二批健壮小苗移栽后的具体培育方法

为：

[0045] ①大田砧木苗培育：选择地势平坦、排灌方便的地块，每亩施入腐熟农家肥1.5t,

将田间土块耙碎整平，按畦面宽1.0m、长20.0m的规格起畦，每畦间隔30cm，每畦种植4小行，

每畦两侧分别种一行，每2小行中间间隔50cm；选择阴天或雨天进行第一批健壮小苗和第二

批健壮小苗移栽，移栽后浇透水至土壤相对湿度为35％，培养至砧木苗茎离地面20cm处的

直径达到0.6cm以上，即得到第一批大田砧木苗和第二批大田砧木苗，准备嫁接；

[0046] ②营养袋砧木苗培育：将土壤与腐熟农家肥按5:0.8的质量比例拌均匀得到培育

基质，将培育基质装入营养袋中，每2袋摆放为一个小行，中间间隔50cm再摆放1行，种植前

一天先将营养袋淋透，进行第一批健壮小苗和第二批健壮小苗移栽，移苗时压实、浇透水，

保持培育基质的相对湿度为35％，培养至砧木苗茎离地面20cm处的直径达到0.6cm以上，即

得到第一批营养袋砧木苗和第二批营养袋砧木苗，准备嫁接；

[0047] (5)嫁接：10月至次年4月，在澳洲坚果母树林中选择品种优良、向阳性好、无病虫

害的1‑2年生枝条，选取枝条上顶芽饱满部位，并将枝条上叶片从基部剪掉，将枝条修剪成

15cm的接穗，所述接穗上具有二轮芽，采用劈接法将接穗分别嫁接至第一批大田砧木苗、第

二批大田砧木苗、第一批营养袋砧木苗和第二批营养袋砧木苗上，得到嫁接苗，嫁接后，在

嫁接点喷施生长调节剂，再包裹上薄膜；嫁接后30‑35天萌芽；其中，所述生长调节剂为

0.1％的萘乙酸、0.12％的吲哚丁酸，其余为水；

[0048] (6)嫁接苗管理：嫁接后保持土壤的湿度，当嫁接苗抽生第一批梢老熟后，每月追

施一次腐熟花生麸水、浓度为0.2％的尿素，当嫁接苗抽生第二批梢老熟后，培育至苗高

60cm以上，即可准备移栽；其中，所述腐熟花生麸水是：将花生麸腐熟后，用300倍质量的水

稀释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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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7)大苗管理：大田苗移栽时带土团、营养袋苗移栽时将袋子去除，然后将其装入

容器或育苗袋中，用土填到容器高度的80％，按长宽为0.9m*1m的规格进行摆放，可根据培

育的年限选择不同规格的容器或育苗袋；移栽后淋透水，解绑嫁接口处薄膜，并除草、除萌

蘖，每月淋一次腐熟花生麸水、浓度0.3％的速溶复合肥，并进行修剪、喷药常规管理，待生

长1‑2年后，即可培育成澳洲坚果大苗；其中，所述速溶复合肥包括15份的硝态氮、5份五氧

化二磷、8份的氧化钾。

[0050] 实施例2

[0051] 一种所述澳洲坚果容器大苗培育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52] (1)选种：选择适应性好、无病虫危害、果实大小均匀的成熟澳洲坚果果实种子；

[0053] (2)种子预处理：将采收的青皮澳洲坚果果实进行脱皮，取出种子，并将种子进行

分级筛选、除掉小果和裂果，保留直径大于1.8cm的大果种子备用；将所述大果种子放置在

室外太阳光下照射8小时，再放于浸种剂中浸泡8小时，去除上浮种子，捞出下沉种子并沥干

水分，即得到砧木种子，待播种用；其中，

[0054] 所述大果种子放置在室外，具体是将大果种子放在晾晒架或水泥地上，并用网垫

在所述大果种子下方便于收集；所述浸种剂是由1000倍甲基托布津液、1000倍赤霉素和

0.5mmol·L‑1的氨基磺酸混合得到；

[0055] (3)播种：9‑10月份，将砧木种子平铺在已经消毒的砂床上，在砧木种子上覆盖4厘

米的相对湿度为35％的细砂，再用薄膜覆盖于细沙上，40天后将薄膜掀开，60天后将第一批

健壮小苗移栽到大田和/或营养袋中进行砧木苗培养；90天后移植第二批健康小苗到大田

和/或营养袋中进行砧木苗培养；其中，第一批健壮小苗的70％移栽到大田，剩余的30％移

栽到营养袋；第二批健壮小苗的45％移栽到大田，剩余55％的移栽到营养袋；

[0056] (4)砧木苗培育：所述第一批健壮小苗和第二批健壮小苗移栽后的具体培育方法

为：

[0057] ①大田砧木苗培育：选择地势平坦、排灌方便的地块，每亩施入腐熟农家肥2t,将

田间土块耙碎整平，按畦面宽1.2m、长30.0m的规格起畦，每畦间隔40cm，每畦种植4小行，每

畦两侧分别种一行，每2小行中间间隔60cm；选择阴天或雨天进行第一批健壮小苗和第二批

健壮小苗移栽，移栽后浇透水至土壤相对湿度为50％，培养至砧木苗茎离地面20cm处的直

径达到0.6cm以上，即得到第一批大田砧木苗和第二批大田砧木苗，准备嫁接；

[0058] ②营养袋砧木苗培育：将土壤与腐熟农家肥按5:1的质量比例拌均匀得到培育基

质，将培育基质装入营养袋中，每2袋摆放为一个小行，中间间隔50cm再摆放1行，种植前一

天先将营养袋淋透，进行第一批健壮小苗和第二批健壮小苗移栽，移苗时压实、浇透水，保

持培育基质的相对湿度为50％，培养至砧木苗茎离地面20cm处的直径达到0.6cm以上，即得

到第一批营养袋砧木苗和第二批营养袋砧木苗，准备嫁接；

[0059] (5)嫁接：10月至次年4月，在澳洲坚果母树林中选择品种优良、向阳性好、无病虫

害的1‑2年生枝条，选取枝条上顶芽饱满部位，并将枝条上叶片从基部剪掉，将枝条修剪成

15‑20cm的接穗，所述接穗上具有二轮芽，采用切接法将接穗分别嫁接至第一批大田砧木

苗、第二批大田砧木苗、第一批营养袋砧木苗和第二批营养袋砧木苗上，得到嫁接苗，嫁接

后，在嫁接点喷施生长调节剂，再包裹上薄膜；嫁接后30‑35天萌芽；其中，所述生长调节剂

为0.2％的萘乙酸、0.15％的吲哚丁酸，其余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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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6)嫁接苗管理：嫁接后保持土壤的湿度，当嫁接苗抽生第一批梢老熟后，每月追

施一次腐熟花生麸水、浓度为0.3％的尿素，当嫁接苗抽生第二批梢老熟后，培育至苗高

60cm以上，即可准备移栽；其中，所述腐熟花生麸水是：将花生麸腐熟后，用500倍质量的水

稀释得到；

[0061] (7)大苗管理：大田苗移栽时带土团、营养袋苗移栽时将袋子去除，然后将其装入

容器或育苗袋中，用土填到容器高度的90％，按长宽为1m*1m的规格进行摆放，可根据培育

的年限选择不同规格的容器或育苗袋；移栽后淋透水，解绑嫁接口处薄膜，并除草、除萌蘖，

每月淋一次腐熟花生麸水、浓度0.5％的速溶复合肥，并进行修剪、喷药常规管理，待生长1‑

2年后，即可培育成澳洲坚果大苗；其中，所述速溶复合肥包括18份的硝态氮、8份五氧化二

磷、10份的氧化钾。

[0062] 实施例3

[0063] 一种所述澳洲坚果容器大苗培育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64] (1)选种：选择适应性好、无病虫危害、果实大小均匀的成熟澳洲坚果果实种子；

[0065] (2)种子预处理：将采收的青皮澳洲坚果果实进行脱皮，取出种子，并将种子进行

分级筛选、除掉小果和裂果，保留直径大于1.8cm的大果种子备用；将所述大果种子放置在

室外太阳光下照射6小时，再放于浸种剂中浸泡7小时，去除上浮种子，捞出下沉种子并沥干

水分，即得到砧木种子，待播种用；其中，

[0066] 所述大果种子放置在室外，具体是将大果种子放在晾晒架或水泥地上，并用网垫

在所述大果种子下方便于收集；所述浸种剂是由900倍甲基托布津液、900倍赤霉素和

0.4mmol·L‑1的氨基磺酸混合得到；

[0067] (3)播种：9‑10月份，将砧木种子平铺在已经消毒的砂床上，在砧木种子上覆盖3.5

厘米的相对湿度为30％的细砂，再用薄膜覆盖于细沙上，35天后将薄膜掀开，55天后将第一

批健壮小苗移栽到大田和/或营养袋中进行砧木苗培养；85天后移植第二批健康小苗到大

田和/或营养袋中进行砧木苗培养；其中，第一批健壮小苗的60％移栽到大田，剩余的40％

移栽到营养袋；第二批健壮小苗的35％移栽到大田，剩余65％的移栽到营养袋；

[0068] (4)砧木苗培育：所述第一批健壮小苗和第二批健壮小苗移栽后的具体培育方法

为：

[0069] ①大田砧木苗培育：选择地势平坦、排灌方便的地块，每亩施入腐熟农家肥1.8t,

将田间土块耙碎整平，按畦面宽1.1m、长25m的规格起畦，每畦间隔35cm，每畦种植4小行，每

畦两侧分别种一行，每2小行中间间隔55cm；选择阴天或雨天进行第一批健壮小苗和第二批

健壮小苗移栽，移栽后浇透水至土壤相对湿度为45％，培养至砧木苗茎离地面20cm处的直

径达到0.6cm以上，即得到第一批大田砧木苗和第二批大田砧木苗，准备嫁接；

[0070] ②营养袋砧木苗培育：将土壤与腐熟农家肥按5:0.9的质量比例拌均匀得到培育

基质，将培育基质装入营养袋中，每2袋摆放为一个小行，中间间隔50cm再摆放1行，种植前

一天先将营养袋淋透，进行第一批健壮小苗和第二批健壮小苗移栽，移苗时压实、浇透水，

保持培育基质的相对湿度为45％，培养至砧木苗茎离地面20cm处的直径达到0.6cm以上，即

得到第一批营养袋砧木苗和第二批营养袋砧木苗，准备嫁接；

[0071] (5)嫁接：10月至次年4月，在澳洲坚果母树林中选择品种优良、向阳性好、无病虫

害的1‑2年生枝条，选取枝条上顶芽饱满部位，并将枝条上叶片从基部剪掉，将枝条修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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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cm的接穗，所述接穗上具有二轮芽，采用劈接法将接穗分别嫁接至第一批大田砧木苗、第

二批大田砧木苗、第一批营养袋砧木苗和第二批营养袋砧木苗上，得到嫁接苗，嫁接后，在

嫁接点喷施生长调节剂，再包裹上薄膜；嫁接后30‑35天萌芽；其中，所述生长调节剂为

0.15％的萘乙酸、0.14％的吲哚丁酸，其余为水；

[0072] (6)嫁接苗管理：嫁接后保持土壤的湿度，当嫁接苗抽生第一批梢老熟后，每月追

施一次腐熟花生麸水、浓度为0.25％的尿素，当嫁接苗抽生第二批梢老熟后，培育至苗高

60cm以上，即可准备移栽；其中，所述腐熟花生麸水是：将花生麸腐熟后，用400倍质量的水

稀释得到；

[0073] (7)大苗管理：大田苗移栽时带土团、营养袋苗移栽时将袋子去除，然后将其装入

容器或育苗袋中，用土填到容器高度的85％，按长宽为0.95m*1m的规格进行摆放，可根据培

育的年限选择不同规格的容器或育苗袋；移栽后淋透水，解绑嫁接口处薄膜，并除草、除萌

蘖，每月淋一次腐熟花生麸水、浓度0.4％的速溶复合肥，并进行修剪、喷药常规管理，待生

长1‑2年后，即可培育成澳洲坚果大苗；其中，所述速溶复合肥包括16份的硝态氮、6份五氧

化二磷、9份的氧化钾。

[0074] 对比例1

[0075] 与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所述步骤(3)替换为：9‑10月份，将砧木种子平铺在已经消

毒的砂床上，在砧木种子上覆盖3‑4厘米的相对湿度为25‑35％的细砂，再用薄膜覆盖于细

沙上，30‑40天后将薄膜掀开，50‑60天后将第一批健壮小苗移栽到大田和/或营养袋中进行

砧木苗培养；其余均与实施例1一致。

[0076] 对比例2

[0077] 与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所述步骤(2)中浸种剂替换为55℃的水；其余均与实施例1

一致。

[0078] 对比例3

[0079] 与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所述步骤(5)中所述生长调节剂替换为水；其余均与实施

例1一致。

[0080] 实验验证：

[0081] 本实验将上述实施例1‑3及对比例进行种植测试。然后对上述各个培育方法中，砧

木苗由种子培育至第一批嫁接所需时间、移栽成活率，并记录所得大苗在相同的温度、光

照、水肥条件下培育至挂果所需时间(挂果时间)、统计平均每株作物的挂果量(株挂果量)

和年抽梢批数，详细见表1。

[0082] 表1种植情况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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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

[0084] 由表1可知本发明实施例1‑3的种植情况基本优于对比例组。由实施例3与对比例

1‑3的指标对比可知，实施例3优于对比例1‑3，是因为实施例4的各个步骤结合后，互相配

合，相互促进，进而提高了种植效果。

[008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做任何形式上的限制，凡是依

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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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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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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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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