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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油茶小苗胚根嫁接方法，

包括油茶籽筛选与播种、圃地选择与准备、营养

土和容器准备、嫁接穗条的采集和处理、确定合

适的嫁接时间、对砧木苗进行处理并且切断胚

根、胚根嫁接以及容器苗管理，与现有技术最大

的区别点在于以油茶砧苗胚根为嫁接点，并且对

胚根进行多段截取，获得多段标准砧木，提高嫁

接砧木的数量、质量，降低嫁接成本，将标准砧木

苗在植物生长调节剂中浸泡，提高氧化物酶

(POD)和多酚氧化酶(PPO)活性，促进愈伤组织形

成，有利于根伸长生长和分枝，提高嫁接苗的成

活率，本发明提供的油茶小苗胚根嫁接方法具有

成本低、嫁接成功率高、无萌枝、良种高纯度、成

活率高、施工操作方便以及节约人力物力等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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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油茶小苗胚根嫁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油茶籽的筛选与播种：选取优质油茶籽，在当年10月份或次年元月至2月上旬

沙藏播种，经过种植养护，得到砧木苗；

第二步、整理圃地、容器基质杯摆放：整理圃地并将容器基质杯整齐于摆放苗床圃地；

容器基质杯摆放14万只/亩；

第三步、嫁接穗条采集与处理：5月上旬至6月下旬，选择生长健壮、腋芽饱满、无病虫

害、枝径0.2‑0 .3cm并且有5叶3芽以上的当年生半木质化枝条作接穗，穗条放在室内阴凉

处，备用；然后选取有饱满腋芽或顶芽的穗条，在腋芽两侧的下部0.5cm处下刀，削成2个斜

面，削面长1.3‑1.4cm，再在芽尖上部枝茎0.2cm处切断，制成一芽一叶的接穗，并将削好的

接穗放在小桶内，用湿毛巾盖好，当天嫁接；

第四步、砧苗处理：首先从沙床中轻轻挖出砧木苗放入竹篮中，用清水将砧木苗上的沙

子清洗干净，之后将砧木苗用质量分数0.2％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20秒，然后将砧木苗的子

叶与根颈处用嫁接刀切断，保留胚根部分；依据胚根的长度和粗度确定截断的砧木数，以胚

根长度4‑5cm，胚根末梢直径0.3cm，切成1个标准砧木，之后在浓度10‑20mg/L的吲哚丁酸溶

液中浸蘸5‑8秒，备用；

第五步、嫁接处理：用嫁接刀片将标准砧木从胚根中间破开，破开深度约1.4‑1.6cm，将

已削好的接穗插入胚根切口，接穗下部和砧木胚根切口底部紧贴并且用薄铝片捏紧打折，

然后将嫁接苗整齐叠放存阴凉处，并盖上湿毛巾等待栽值；

第六步、容器苗种植：用直径0.5cm的钢筋头在第二步准备好的容器基质正中心插出一

个深度2cm的洞穴将第五步中嫁接好的油茶苗木种植到孔穴中，回土压实，一个容器杯中种

一株苗，然后转移至苗圃中，淋透水后用薄膜搭成拱形罩住苗床，薄膜外面加一层遮阳网；

薄膜棚罩内相对湿度保持在84％‑86％，保持遮阴；

第七步、种植的容器小苗管理：包括盖膜、除草、施肥、病虫害防治、揭膜去棚；

第八步、容器苗移栽：容器苗培育至4‑5月龄后、10月份开始移栽，其中土壤冻结时不宜

移栽，采用长为150cm的木板工具施工，将容器小苗沿木板长条两边摆放，小苗摆放后及时

覆盖细土和浇水，移栽株行距5cm×10cm，栽植4万株/亩；

第九步、移栽苗管理：除草、施肥、喷灌、病虫害防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油茶小苗胚根嫁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油茶籽的筛选

与播种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a、筛选、收集籽粒饱满、无霉变、无虫害的成熟油茶籽，于室外自然光下晒干至含

水率8‑10％，然后转移至室内堆放，备用；

步骤b、在室外平坦地上用砖块堆砌宽度为1.7m的催芽芽床，先在底层堆放厚度12cm河

沙，之后将种子均匀平铺在芽床上，再于种子上覆盖4‑5cm湿沙，然后向沙床喷淋消毒液，在

消毒后的湿沙上面再次平铺种子和湿沙以及喷淋消毒液，其中种子总共平铺次数不超过三

层；其中种子总共平铺次数不超过三层，在沙藏育苗期间，沙床露天，无需浇水，直至次年5

月初砧苗形成。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油茶小苗胚根嫁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油茶籽的筛选

与播种过程中使用的消毒液为井冈霉素A5％可溶性粉剂、福美双50％可湿性粉剂和水按照

100克：225克：75公斤混合喷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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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油茶小苗胚根嫁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整理圃地、基

质装杯摆放的详细步骤如下：

选取宽度1.2‑1 .3m的苗床，其中边沟的宽度30cm×深度为15cm、中沟的宽度30cm×深

度为20cm、畦沟的宽度30cm×深度为10cm，三沟配套；并且上年冬季翻犁，次年3月前施上基

肥，所述基肥每亩用发酵的鸡屎粪500Kg和俄罗斯复合肥100公斤；所述基质装杯是将东北

泥炭土20‑30％、珍珠岩20‑30％、蛭石10‑20％、椰糠5‑10％和余量腐熟秸秆混合均匀，并转

移至杯高×口径为8cm×6cm至8×8cm的无纺布袋杯中，备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油茶小苗胚根嫁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容器小苗管理

具体步骤为：

步骤a1、保温保湿:嫁接苗苗龄45天内，薄膜棚罩内相对湿度应保持在85％以上，前20

天棚内温度控制在30℃以下，第20‑45天棚罩内温度为30‑40℃；

步骤a2、除草：嫁接苗种植45‑50天后，每隔30天除草1次，除草工作要持续到小苗龄4‑5

月；油茶嫁接苗成活后有腋胀花芽，应及时摘除；

步骤a3、施肥：嫁接苗栽植60天后，施肥用尿素、复合肥和水按照质量比2:2:100混合的

水溶肥淋浇，其中尿素含N量45％、俄罗斯复合肥N、P、K含量分别为16％、16％、16％；8和9月

份10‑15天施肥1次；

步骤a4、病虫害防治：油茶幼苗病害有软腐病、白绢病和炭疽病，用浓度1％的波尔多

液、浓度75％甲基托布津800倍液和浓度5％多菌灵500‑600倍液中的一种或多种任意比例

混合，每隔半个月喷洒一次，共6‑7次；害虫小绿叶蝉、蚜虫、蝼蛄、地老虎、蚯蚓；小绿叶蝉、

蚜虫防治用浓度25g/L的联苯菊酯乳油和水按照1.5两：30斤混合均匀然后喷雾防治；蝼蛄、

地老虎和蚯蚓用呋喃丹按照用量1000‑1500克/亩防治；于小苗嫁接前、后各撒施呋喃丹一

次，嫁接前、后均将药撒施在容器基质袋上，用水喷灌10分钟；嫁接后的小苗于7月份撒施；

步骤a5、揭膜及拆除遮荫棚：嫁接苗45天后，于傍晚打开苗床两头薄膜通气，增加棚内

氧气含量，次日早上8点前关闭，阴雨天将薄膜栅罩两头揭开，嫁接苗栽植后3个月后将薄膜

全部揭除，选择阴天将荫棚拆除。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油茶小苗胚根嫁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稀植移栽苗管

理具体步骤为：

步骤b1、除草：利用人工除草或化学药除草；

小苗稀植移栽后的10月至次年3月上旬不需除草；3月中旬每隔30天除草一次，首次用

质量分数30％草甘膦溶液和水按照体积比1:300混合喷雾进行化学除草，后期用人工除草；

10月份后至小苗出圃不用除草；

步骤b2、施肥：稀植移栽苗次年3月中旬、首次除草后施肥：用复合肥25公斤/亩干撒施

肥一次，后期追肥每月一次；10月份以后不需施肥；连续施肥5‑6次，直接撒施或将肥料化解

后浇施；

步骤b3、喷灌：根据墒情喷灌补水；始终墒情保持湿润；

步骤b4、病虫害防治：稀植移栽苗病虫害防治在每年6‑10月份进行，直接对稀植嫁接苗

喷洒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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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油茶小苗胚根嫁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经济林木育苗技术领域，具体的，涉及一种油茶小苗胚根嫁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油茶，别名：茶子数、茶油树、白花茶；油茶属茶科，常绿小乔木。因其种子可榨油供

食用，故名。茶油色清味香，营养丰富，耐储藏，是优质食用油。茶饼既是农药，又是肥料，可

提高农田蓄水能力和防治稻田害虫，果壳是提制烤胶和活性炭的原料。

[0003] 安徽是油茶适宜栽培区之一，至2019年底安徽油茶栽培面积达300万亩，超过板栗

和茶叶，成为全省面积最大的经济林树种。油茶胚根小苗嫁接是高质量繁育油茶苗和规模

造林的关键。

[0004] 常规油茶嫁接即油茶胚轴嫁接法：芽砧苗分为根茎叶三部分，一般芽砧苗的胚轴

茎直径0.2cm，胚根径0.4cm左右，常规嫁接法即胚轴茎断去一截，胚轴茎保留2‑3cm，将茎干

用刀片破开，深度约1.3‑1.5cm；先将已削好的接穗插入茎干切口，用薄铝片捏紧，将嫁接苗

埋入土壤培育成容器小苗。

[0005] 这种嫁接方法在实践中发现有严重不足，即小苗在培育生长过程中，其茎干处易

萌发枝条(实生苗)，虽经人工清除，但易反复萌发；如果萌枝不除，将形成大量实生苗；这给

嫁接苗后期的管理带来麻烦，需要大量人工除萌。在实践中发现，即使成林树也有少量萌发

枝。其次，胚轴茎干脆性，嫁接插穗时易崩裂，使嫁接成功率降低。

[0006] 因此，改进嫁接技术、方法，提高苗木质量，减少育苗损失和人工成本，是油茶苗木

生产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油茶小苗胚根嫁接方法。

[0008] 本发明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为：

[0009] 现有技术中，油茶嫁接方法多采用胚轴嫁接法，该过程对砧苗茎部段切，并将削好

的穗条插入砧苗茎部切口内、用薄铝片捏紧打折，将其嫁接的容器苗种植特制的基质容器

内，在一定的条件下培育17‑22月以上出圃，用于造林；现有技术缺陷：由于容器嫁接苗在培

育过程中，其茎干处易蒙发枝条，虽经人工清除，但易反复萌发；如果萌枝不除，将形成大量

实生苗；这给嫁接后期的管理带来麻烦，需要大量人工除萌；在实践中发现，即使成林树也

有少量萌发枝；其次，胚轴茎干脆性，插穗时易崩裂，使嫁接成功率降低。另外，砧苗发育是

先长根、后长芽茎，芽茎发育迟缓，嫁接早期砧苗供应不上，影响嫁接任务。

[0010]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11] 一种油茶小苗胚根嫁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第一步、油茶籽的筛选与播种：选取优质油茶籽，在当年10月份或次年元月至2月

上旬沙藏播种，经过种植养护，得到砧木苗；

[0013] 第二步、整理圃地、容器基质杯摆放：整理圃地并将容器基质杯整齐于摆放苗床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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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容器基质杯摆放14万只/亩；

[0014] 第三步、嫁接穗条采集与处理：5月上旬至6月下旬，选择生长健壮、腋芽饱满、无病

虫害、枝径0.2‑0.3cm并且有5叶3芽以上的当年生半木质化枝条作接穗，穗条放在室内阴凉

处，备用；然后选取有饱满腋芽或顶芽的穗条，在腋芽两侧的下部0.5cm处下刀，削成2个斜

面，削面长1.3‑1.4cm，再在芽尖上部枝茎0.2cm处切断，制成一芽一叶的接穗，并将削好的

接穗放在小桶内，用湿毛巾盖好，当天嫁接；

[0015] 第四步、砧苗处理：首先从沙床中轻轻挖出砧木苗放入竹篮中，用清水将砧木苗上

的沙子清洗干净，之后将砧木苗用质量分数0.2％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20秒，然后将砧木苗

的子叶与根颈处用嫁接刀切断，保留胚根部分；依据胚根的长度和粗度确定截断的砧木数，

以胚根长度4‑5cm，胚根末梢直径0.3cm，切成1个标准砧木，之后在浓度10‑20mg/L的吲哚丁

酸溶液中浸蘸5‑8秒，备用；

[0016] 第五步、嫁接处理：用嫁接刀片将标准砧木从胚根中间破开，破开深度约1 .4‑

1.6cm，将已削好的接穗插入胚根切口，接穗下部和砧木胚根切口底部紧贴并且用薄铝片捏

紧打折，然后将嫁接苗整齐叠放存阴凉处，并盖上湿毛巾等待栽值；

[0017] 第六步、容器苗种植：用直径0.5cm的钢筋头在第二步准备好的容器基质正中心插

出一个深度2cm的洞穴将第五步中嫁接好的油茶苗木种植到孔穴中，回土压实，一个容器杯

中种一株苗，然后转移至苗圃中，淋透水后用薄膜搭成拱形罩住苗床，薄膜外面加一层遮阳

网；薄膜棚罩内相对湿度保持在84％‑86％，保持遮阴；

[0018] 第七步、种植的容器小苗管理：包括盖膜、除草、施肥、病虫害防治、揭膜去棚；

[0019] 第八步、容器苗移栽：容器苗培育至4‑5月龄后、10月份开始移栽，其中土壤冻结时

不宜移栽，采用长为150cm的木板工具施工，将容器小苗沿木板长条两边摆放，小苗摆放后

及时覆盖细土和浇水，移栽株行距5cm×10cm，栽植4万株/亩；

[0020] 第九步、移栽苗管理：除草、施肥、喷灌、病虫害防治。

[0021] 进一步地，所述油茶籽的筛选与播种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2] 步骤a、筛选、收集籽粒饱满、无霉变、无虫害的成熟油茶籽，于室外自然光下晒干

至含水率8‑10％，然后转移至室内堆放，备用；

[0023] 步骤b、在室外平坦地上用砖块堆砌宽度为1.7m的催芽芽床，先在底层堆放厚度

12cm河沙，之后将种子均匀平铺在芽床上，再于种子上覆盖4‑5cm湿沙，然后向沙床喷淋消

毒液，在消毒后的湿沙上面再次平铺种子和湿沙以及喷淋消毒液，其中种子总共平铺次数

不超过三层；其中种子总共平铺次数不超过三层，在沙藏育苗期间，沙床露天，无需浇水，直

至次年5月初砧苗形成。

[0024] 进一步地，所述油茶籽的筛选与播种过程中使用的消毒液为井冈霉素A5％可溶性

粉剂、福美双50％可湿性粉剂和水按照100克：225克：75公斤混合喷洒。

[0025] 进一步地，所述整理圃地、基质装杯摆放的详细步骤如下：

[0026] 选取宽度1.2‑1.3m的苗床，其中边沟的宽度30cm×深度为15cm、中沟的宽度30cm

×深度为20cm、畦沟的宽度30cm×深度为10cm，三沟配套；并且上年冬季翻犁，次年3月前施

上基肥，所述基肥每亩用发酵的鸡屎粪500Kg和俄罗斯复合肥100公斤；所述基质装杯是将

东北泥炭土20‑30％、珍珠岩20‑30％、蛭石10‑20％、椰糠5‑10％和余量腐熟秸秆混合均匀，

并转移至杯高×口径为8cm×6cm至8×8cm的无纺布袋杯中，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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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进一步地，所述容器小苗管理具体步骤为：

[0028] 步骤a1、保温保湿:嫁接苗苗龄45天内，薄膜棚罩内相对湿度应保持在85％以上，

前20天棚内温度控制在30℃以下，第20‑45天棚罩内温度为30‑40℃；

[0029] 步骤a2、除草：嫁接苗种植45‑50天后，每隔30天除草1次，除草工作要持续到小苗

龄4‑5月，即10月移栽前；油茶嫁接苗成活后发现有腋胀花芽，应及时摘除，以防其抑制嫁接

苗叶芽发育；

[0030] 步骤a3、施肥：嫁接苗栽植60天后，施肥用尿素、复合肥和水按照质量比2:2:100混

合的水溶肥淋浇，其中尿素含N量45％、俄罗斯复合肥N、P、K含量分别为16％、16％、16％；8

和9月份10‑15天施肥1次；

[0031] 步骤a4、病虫害防治：油茶幼苗病害有软腐病、白绢病和炭疽病，用浓度1％的波尔

多液、浓度75％甲基托布津800倍液和浓度5％多菌灵500‑600倍液中的一种或多种任意比

例混合，每隔半个月喷洒一次，共6‑7次；害虫小绿叶蝉、蚜虫、蝼蛄、地老虎、蚯蚓；小绿叶

蝉、蚜虫防治用浓度25g/L的联苯菊酯乳油和水按照1.5两：30斤混合均匀然后喷雾防治；蝼

蛄、地老虎和蚯蚓用呋喃丹按照用量1000‑1500克/亩防治；于小苗嫁接前、后各撒施呋喃丹

一次，嫁接前、后均将药撒施在容器基质袋上，用水喷灌10分钟；嫁接后的小苗于7月份撒

施；

[0032] 步骤a5、揭膜及拆除遮荫棚：嫁接苗45天后，于傍晚打开苗床两头薄膜通气，增加

棚内氧气含量，次日早上8点前关闭，阴雨天将薄膜栅罩两头揭开，嫁接苗栽植后3个月后将

薄膜全部揭除，选择阴天将荫棚拆除。

[0033] 进一步地，所述稀植移栽苗管理具体步骤为：

[0034] 步骤b1、除草：利用人工除草或化学药除草；

[0035] 小苗稀植移栽后的10月至次年3月上旬不需除草；3月中旬每隔30天除草一次，首

次用质量分数30％草甘膦溶液和水按照体积比1:300混合喷雾进行化学除草，后期用人工

除草；10月份后至小苗出圃不用除草；

[0036] 步骤b2、施肥：稀植移栽苗次年3月中旬、首次除草后施肥：用复合肥25公斤/亩干

撒施肥一次，后期追肥每月一次；10月份以后不需施肥；连续施肥5‑6次，直接撒施或将肥料

化解后浇施；其中撒施后配以喷灌，喷灌水滴不宜过大，使肥充分溶解；

[0037] 步骤b3、喷灌：根据墒情喷灌补水；始终墒情保持湿润；

[0038] 步骤b4、病虫害防治：稀植移栽苗病虫害防治在每年6‑10月份进行，病害主要有叶

斑病、炭疽病等；虫害主要有小绿叶蝉、蚜虫；用农药喷雾器直接对稀植嫁接苗喷洒农药。

[003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40] 本发明提供一种油茶小苗胚根嫁接方法，包括油茶籽筛选与播种、圃地选择与准

备、营养土和容器准备、嫁接穗条的采集和处理、确定合适的嫁接时间、对砧木苗进行处理

并且切断胚根、胚根嫁接以及容器苗管理，本发明与现有技术最大的区别点在于以油茶砧

苗胚根为嫁接点，并且对胚根进行多段截取，获得多段标准砧木，提高嫁接砧木的数量、质

量，降低嫁接成本，砧木苗的根部能够为嫁接后的小苗提供营养支持，并且根系是合成植物

激素等物质的源库，与茎段间通过调控其输出或输入内源激素来影响激素含量，进行信息

交流和协调生长，使植株内部相互促进或抑制的内源激素水平达到平衡，其中胚根中含有

较高的细胞分裂素，细胞分类素是受创后愈伤组织形成的关键激素，激发多个发育调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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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进而导致在嫁接部位用于营养以及生长物质传输的维管束器官发育的滞后，印制萌芽

的生成，加快嫁接创伤的愈合，并且将获得的标准砧木苗在植物生长调节剂中浸泡，其中吲

哚丁酸溶液能够显著提高氧化物酶(POD)和多酚氧化酶(PPO)活性，不仅极大的促进愈伤组

织形成，而且有利于根伸长生长和分枝，提高嫁接苗的成活率；在圃地和营养基质中科学配

比添加肥料和营养原料，为嫁接苗提高优质的生长条件，取材方便、价格低廉并且基质疏

松，具有良好的透气性能和持水性能，养分丰富，能增强光合作用效率和环境的适应能力，

本发明中油茶籽的筛选与播种过程中，可以多层播撒油茶种子，有效的利用资源，节约空

间，提高培育效率，因此本发明提供的油茶小苗胚根嫁接方法具有成本低、嫁接成功率高、

无萌枝、良种高纯度、成活率高、施工操作方便以及节约人力物力等特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42] 一种油茶小苗胚根嫁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3] 第一步、油茶籽的筛选与播种：选取优质油茶籽，在当年10月份或次年元月至2月

上旬沙藏播种，经过种植养护，得到砧木苗；

[0044] 第二步、整理圃地、容器基质杯摆放：整理圃地并将容器基质杯整齐于摆放苗床圃

地；容器基质杯摆放14万只/亩；

[0045] 第三步、嫁接穗条采集与处理：5月上旬至6月下旬，选择生长健壮、腋芽饱满、无病

虫害、枝径0.2‑0.3cm并且有5叶3芽以上的当年生半木质化枝条作接穗，穗条放在室内阴凉

处，备用；然后选取有饱满腋芽或顶芽的穗条，在腋芽两侧的下部0.5cm处下刀，削成2个斜

面，削面长1.3‑1.4cm，再在芽尖上部枝茎0.2cm处切断，制成一芽一叶的接穗，并将削好的

接穗放在小桶内，用湿毛巾盖好，当天嫁接；

[0046] 第四步、砧苗处理：首先从沙床中轻轻挖出砧木苗放入竹篮中，用清水将砧木苗上

的沙子清洗干净，之后将砧木苗用质量分数0.2％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20秒，然后将砧木苗

的子叶与根颈处用嫁接刀切断，保留胚根部分；依据胚根的长度和粗度确定截断的砧木数，

以胚根长度4‑5cm，胚根末梢直径0.3cm，切成1个标准砧木，之后在浓度10‑20mg/L的吲哚丁

酸溶液中浸蘸5‑8秒，备用；

[0047] 第五步、嫁接处理：用嫁接刀片将标准砧木从胚根中间破开，破开深度约1 .4‑

1.6cm，将已削好的接穗插入胚根切口，接穗下部和砧木胚根切口底部紧贴并且用薄铝片捏

紧打折，然后将嫁接苗整齐叠放存阴凉处，并盖上湿毛巾等待栽值；

[0048] 第六步、容器苗种植：用直径0.5cm的钢筋头在第二步准备好的容器基质正中心插

出一个深度2cm的洞穴将第五步中嫁接好的油茶苗木种植到孔穴中，回土压实，一个容器杯

中种一株苗，然后转移至苗圃中，淋透水后用薄膜搭成拱形罩住苗床，薄膜外面加一层遮阳

网；薄膜棚罩内相对湿度保持在84％‑86％，保持遮阴；

[0049] 第七步、种植的容器小苗管理：包括盖膜、除草、施肥、病虫害防治、揭膜去棚；

[0050] 第八步、容器苗移栽：容器苗培育至4‑5月龄后、10月份开始移栽，其中土壤冻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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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移栽，采用长为150cm的木板工具施工，将容器小苗沿木板长条两边摆放，小苗摆放后

及时覆盖细土和浇水，移栽株行距5cm×10cm，栽植4万株/亩；

[0051] 第九步、移栽苗管理：除草、施肥、喷灌、病虫害防治。

[0052] 所述油茶籽的筛选与播种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53] 步骤a、筛选、收集籽粒饱满、无霉变、无虫害的成熟油茶籽，于室外自然光下晒干

至含水率8‑10％，然后转移至室内堆放，备用；

[0054] 步骤b、在室外平坦地上用砖块堆砌宽度为1.7m的催芽芽床，先在底层堆放厚度

12cm河沙，之后将种子均匀平铺在芽床上，再于种子上覆盖4‑5cm湿沙，然后向沙床喷淋消

毒液，在消毒后的湿沙上面再次平铺种子和湿沙以及喷淋消毒液，其中种子总共平铺次数

不超过三层；其中种子总共平铺次数不超过三层，在沙藏育苗期间，沙床露天，无需浇水，直

至次年5月初砧苗形成。

[0055] 所述油茶籽的筛选与播种过程中使用的消毒液为井冈霉素A5％可溶性粉剂、福美

双50％可湿性粉剂和水按照100克：225克：75公斤混合喷洒。

[0056] 所述整理圃地、基质装杯摆放的详细步骤如下：

[0057] 选取宽度1.2‑1.3m的苗床，其中边沟的宽度30cm×深度为15cm、中沟的宽度30cm

×深度为20cm、畦沟的宽度30cm×深度为10cm，三沟配套；并且上年冬季翻犁，次年3月前施

上基肥，所述基肥每亩用发酵的鸡屎粪500Kg和俄罗斯复合肥100公斤；所述基质装杯是将

东北泥炭土20‑30％、珍珠岩20‑30％、蛭石10‑20％、椰糠5‑10％和余量腐熟秸秆混合均匀，

并转移至杯高×口径为8cm×6cm至8×8cm的无纺布袋杯中，备用。

[0058] 所述容器小苗管理具体步骤为：

[0059] 步骤a1、保温保湿:嫁接苗苗龄45天内，薄膜棚罩内相对湿度应保持在85％以上，

前20天棚内温度控制在30℃以下，第20‑45天棚罩内温度为30‑40℃；

[0060] 步骤a2、除草：嫁接苗种植45‑50天后，每隔30天除草1次，除草工作要持续到小苗

龄4‑5月，即10月移栽前；油茶嫁接苗成活后发现有腋胀花芽，应及时摘除，以防其抑制嫁接

苗叶芽发育；

[0061] 步骤a3、施肥：嫁接苗栽植60天后，施肥用尿素、复合肥和水按照质量比2:2:100混

合的水溶肥淋浇，其中尿素含N量45％、俄罗斯复合肥N、P、K含量分别为16％、16％、16％；8

和9月份10‑15天施肥1次；

[0062] 步骤a4、病虫害防治：油茶幼苗病害有软腐病、白绢病和炭疽病，用浓度1％的波尔

多液、浓度75％甲基托布津800倍液和浓度5％多菌灵500‑600倍液中的一种或多种任意比

例混合，每隔半个月喷洒一次，共6‑7次；害虫小绿叶蝉、蚜虫、蝼蛄、地老虎、蚯蚓；小绿叶

蝉、蚜虫防治用浓度25g/L的联苯菊酯乳油和水按照1.5两：30斤混合均匀然后喷雾防治；蝼

蛄、地老虎和蚯蚓用呋喃丹按照用量1000‑1500克/亩防治；于小苗嫁接前、后各撒施呋喃丹

一次，嫁接前、后均将药撒施在容器基质袋上，用水喷灌10分钟；嫁接后的小苗于7月份撒

施；

[0063] 步骤a5、揭膜及拆除遮荫棚：嫁接苗45天后，于傍晚打开苗床两头薄膜通气，增加

棚内氧气含量，次日早上8点前关闭，阴雨天将薄膜栅罩两头揭开，嫁接苗栽植后3个月后将

薄膜全部揭除，选择阴天将荫棚拆除。

[0064] 所述稀植移栽苗管理具体步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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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步骤b1、除草：利用人工除草或化学药除草；

[0066] 小苗稀植移栽后的10月至次年3月上旬不需除草；3月中旬每隔30天除草一次，首

次用质量分数30％草甘膦溶液和水按照体积比1:300混合喷雾进行化学除草，后期用人工

除草；10月份后至小苗出圃不用除草；

[0067] 步骤b2、施肥：稀植移栽苗次年3月中旬、首次除草后施肥：用复合肥25公斤/亩干

撒施肥一次，后期追肥每月一次；10月份以后不需施肥；连续施肥5‑6次，直接撒施或将肥料

化解后浇施；其中撒施后配以喷灌，喷灌水滴不宜过大，使肥充分溶解；

[0068] 步骤b3、喷灌：根据墒情喷灌补水；始终墒情保持湿润；

[0069] 步骤b4、病虫害防治：稀植移栽苗病虫害防治在每年6‑10月份进行，病害主要有叶

斑病、炭疽病等；虫害主要有小绿叶蝉、蚜虫；用农药喷雾器直接对稀植嫁接苗喷洒农药。

[0070] 实施例1

[0071] 2018年5月，在安徽省六安市采集同一油茶品种穗条，利用上述方案以胚根为嫁接

砧木，各嫁接苗木200株，嫁接后移至苗圃地内培育苗木，2018年5月‑2020年6月，加强苗木

水肥管理，开展除萌、除草工作，调查苗木的嫁接成活率、嫁接砧木抽枝萌芽率、除萌次数，

2020年6月，调查利用不同嫁接砧木培育苗木的苗高、地径、成活率。

[0072] 实施例2

[0073] 与实施例1相比，以胚轴为嫁接砧木，其他步骤与实施例1均相同。

[0074] 对比例1

[0075] 与实施例1相比，以胚根为嫁接砧木，但砧木处理过程中不使用吲哚丁酸溶液浸

渍，其他步骤与实施例1均相同。

[0076] 对比例2

[0077] 与实施例2相比，以胚轴为嫁接砧木，但砧木处理过程中不使用吲哚丁酸溶液浸

渍，其他步骤与实施例2均相同。

[0078] 将实施例1‑2和对比例1‑2的砧木嫁接苗的成活率、嫁接砧木抽枝萌芽率、除萌次

数、平均苗高、平均地径、苗木成活率进行记录并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0079]

[0080] 由上表可以看出，实施例1‑2的嫁接苗在嫁接苗的成活率、嫁接砧木抽枝萌芽率、

除萌次数、平均苗高、平均地径和苗木成活率中表现均优异对比例1‑2，说明本发明提供的

油茶小苗胚根嫁接方法具有成活率高、萌枝少、地径大和植株高的特点，在油茶培育、种植

具有很大的价值。

[0081] 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的内容所作的举例和说明，所属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发明

的构思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12602522 A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