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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优质油茶树苗的培育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优质油茶树苗的培育方

法，涉及经济林木育苗技术领域，其培育过程如

下：㈠、油茶穗枝培育：①、种枝选择；②、种枝预

处理；③、种枝移栽：A、培育地选择；B、地块整理；

④、穗枝选择；㈡、嫁接：①、油茶砧木选择；②、削

砧；③、嵌穗捆绑；㈢、嫁接苗培育：①、嫁接苗培

育地选择及整理；②、嫁接苗移栽；③、小苗管理；

㈣、大苗培育：①、大苗培育地选择及整理；②、大

苗移栽；③、大苗管理：A、初始前期管理；B、初始

后期管理；C、中后期管理。具有移栽后存活率高、

成园快、产量高等特点，既可用于培育油茶大苗，

也可用于其他植物大苗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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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优质油茶树苗的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培育过程如下：

㈠、油茶穗枝培育：

①、种枝选择：

在现有油茶林中，选择枝繁叶茂、茎杆粗壮、结果率高、无病虫害的油茶树，选择色泽

好、枝干直、叶鲜绿，一年新生的嫩枝作为种枝；

②、种枝预处理：

将采摘的种枝以3-5根/捆，放入浓度为100-200ppm的催根剂中浸泡10-30min，其后，将

经过催根剂浸泡的种枝放入淤泥浆中固定，浸泡8-20h，保持淤泥浆的温度为24-30℃，成为

预处理种枝；

③、种枝移栽：

A、培育地选择：

选择坡度低于10度，向阳性好，土质疏松，土层厚度在35cm以上的黄土壤或砂质土壤作

为待培育地；

B、地块整理：

a、开床槽：将待培育地深挖25cm以上，整理出宽3-6m、长8-15m的床槽；

b、填料：先在床槽底部放入混合河淤泥，厚度为槽深的1/4；再将混合土壤填入混合河

淤泥表面，厚度为槽深的2/4；然后将混合表层土壤填满余下的空间，整平，即成待移栽地

块；

C、移栽：

先在待移栽地块的床槽中按行间距为35-50cm、株间距为25-35cm开挖锥形的种植穴，

穴深为15-20cm，穴宽为10-18cm；再将预处理种枝按1根/穴插入种植穴中，用土壤覆盖，压

实，浇定根水，同时在根部周围形成坡度为5-10°的防渍垄堆，成为种枝栽培苗；

D、管理：

预处理种枝移栽后，当气温在20-30℃时，每隔3-5天浇水，水量为100-200ml/株；每隔

5-8天施肥，有机肥为10-30g/株；

当气温在30℃以上时，每隔2-3天浇水，水量为250-400ml/株，每隔4-6天施肥，有机肥

为10-30g/株；

当气温在20℃以下时，沿行距方向在土表覆盖3cm以上厚度的稻草或加盖地膜，每隔3-

4天浇一次24-32℃的温水，水量为160-240ml/株；每隔7-9天施肥，施腐熟厩肥为240-350g/

株；

④、穗枝选择：

当种枝栽培苗经过4个月的栽培后，选择其中生长态势稳定、无病虫害、树叶鲜绿的种

枝，其新生的、枝径在0.35cm以上的嫩枝作为油茶穗枝；

㈡、嫁接：

①、油茶砧木选择：

在现有油茶种子培育苗圃中，选择生长态势好、无病虫害、地上径在2.5cm以上、有2截

以上子叶的幼苗作为砧木；

②、削砧：在子叶柄上方3cm处进行纵削，削出长度为2-3.5cm、深度为枝径2/3的砧口；

③、嵌穗捆绑：将削好的油茶穗枝嵌入砧口，对准形成层，外表用混合泥土环绕接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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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厚度为砧木直径的1-1.5倍，再用塑料薄膜围绕一圈，盖住泥土，然后用细绳，成为嫁接

苗；然后，按照常规管理方法，待3-4个月后，成为待移栽嫁接苗；

㈢、嫁接苗培育：

①、嫁接苗培育地选择及整理：

A、嫁接苗培育地选择：选择坡度平缓，土质疏松，土层厚度在35cm以上的黄土壤作为嫁

接苗待培育地；

B、嫁接苗培育地整理：将嫁接苗待培育地深挖30cm以上，除去林木或灌木的树兜、杂草

及石块，并同时整理出宽4-7m、长10-15m的嫁接苗待培育地床槽；

C、嫁接苗待培育地床槽整理：

a、先在底部堆放厚度在2-5cm的混合河淤泥，作为槽底，整平；

b、再将由稻草灰：生石灰按1:(0.3-0.45)的重量比例混合而成的混合物料铺于混合河

淤泥表面，厚度为2-4cm；

c、再将填充土壤填入混合物料的表面，厚度为余下空间的2/3，整平；

d、再用浓度为500-700ppm的甲基托布津溶液，按4-10ml/m2填充土壤表面的比例喷洒，

然后，自然晾晒2-4天；

e、再将填充表土填满余下的空间，整平，成为嫁接苗待栽床槽；

②、嫁接苗移栽：

A、开穴：在整平的嫁接苗待栽床槽中开挖锥形的种植穴，穴深20cm以上，间距为25-

35cm，行距为35-50cm，穴宽为12-16cm；

B、起苗：将待移栽嫁接苗带土起出，保持所粘带的苗土重量为幼苗重量的8-15倍、根系

长度为8-16cm，成为待移栽嫁接幼苗；

C、栽植：将待移栽嫁接幼苗植入种植穴中，扶正压实，再用土壤覆盖嫁接口、并至紧邻

的腋芽处，压实，浇定根水，水量为100-200ml/株，成为嫁接小苗；

③、小苗管理：

栽植后，当气温在20-30℃时，每隔3-5天浇水，水量为100-200ml/株；每隔5-8天施肥，

有机肥为10-30g/株；

当气温在30℃以上时，每隔2-3天浇水，水量为250-400ml/株，每隔4-6天施肥，有机肥

为10-30g/株；

当气温在20℃以下时，沿行距方向在土表覆盖3cm以上厚度的稻草或加盖地膜，每隔3-

4天浇一次24-32℃的温水，水量为220-340ml/株；每隔7-9天施肥，施腐熟厩肥为240-350g/

株；

其它按照常规方法，待2-3个月后，成为待移栽嫁接小苗；

㈣、大苗培育：

①、大苗培育地选择及整理：

A、大苗培育地选择：选择坡度平缓，土质疏松，土层厚度在35cm以上的土地作为大苗待

培育地；

B、大苗培育地整理：

a、大苗培育地床槽整理：将大苗待培育地深挖10-18cm，整理出宽3-5m、长6-10m的床

槽，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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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待种畦整理：将轻基质填入床槽中，并高出地面15-30cm，再在床槽的四周用挖出的

土壤围厚度为5-10cm、坡度在5-10度的斜形土堆，土表压实，成为待种畦；

c、挖穴：在待种畦上采用宽窄种植行培育方法开挖大苗种植穴，窄行的穴深20-35cm，

间距20-35cm，行距30-50cm，穴宽为15-18cm；宽行的穴深25-40cm，间距和行距均为窄行的

1.5-2.0倍，穴宽为20-25cm；每隔3-5排窄行种植2-3排宽行，依次种植；

②、大苗移栽：

A、移栽苗选择：在嫁接苗培育地的待移栽嫁接小苗中，选择生长稳定，子叶鲜绿，无病

虫害，有一截以上新生子叶的小苗作为待移栽苗；

B、挖苗：将选择的待移栽苗从苗圃中挖出，保持根系完整，粘带的苗土重量为树苗重量

的15-25倍，成为移栽苗；

C、大苗移栽：将挖出的移栽苗按1株/穴，植入大苗种植穴中，再用轻基质料填满压实，

并在根部垒堆成坡度在5-10度的垄堆，浇定根水，水量为200-300ml/株，覆盖薄膜大棚，成

为移栽大苗；

③、大苗管理：

A、初始前期管理：移栽大苗栽后1-4个月，每隔2-3天浇一次水，水量为每株150-250ml；

每隔3-5天浇混合肥，用量为200-340g/株；每隔30天对根部喷施浓度为500-700ppm的甲基

托布津溶液，用量为50-70ml/株；

当遇气温在30℃以上晴天时，中午时段揭去薄膜1-3h，进行炼苗；当遇晚间气温在15℃

以下时，晚上21-24点揭去薄膜2-4h，进行炼苗；

B、初始后期管理：移栽大苗移栽4个月后，每隔3-6天浇一次水，水量为300-450ml/株；

每隔5-10天浇混合肥，用量为360-480g/株；

当遇气温在30℃以上晴天时，白天揭去薄膜进行炼苗，当遇晚间气温在15℃以下时，晚

间揭去薄膜炼苗；

C、中后期管理：按照常规方法种植1-2年后，即成为优质油茶树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优质油茶树苗的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催根剂是由萘乙酸

钠：吲哚鲜脂按1:(0.15-0.3)的重量比例混合而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优质油茶树苗的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淤泥浆是由下

列重量份的原料制备而成：

河淤泥  40-60       稻草灰  3-9     生石灰  1-4

细河沙  2-5        无机盐  1-3      食用菌脚料  20-30；

其制备方法如下：

a、先将生石灰缓慢加入河淤泥中，边加边搅，在温度为30-45℃、相对湿度为50-65％的

条件下静放8-15h；再将稻草灰加入河淤泥中，搅匀，室温下静放20-35h，得混合河淤泥；

b、将食用菌脚料粉碎，过100目以上筛网，得食用菌脚料细粉；

c、将上述混合河淤泥、细河沙、食用菌脚料细粉以及无机盐混合均匀，成为混合料，再

加入占混合料1-2倍重量的清水，搅匀，即成淤泥浆；

d、所述的无机盐包括硫酸钠、磷酸镁、氯化钙、氯化铵中的一种或多种，当为两种以上

时，各组分的重量配比为等份或其它比例。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优质油茶树苗的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土壤是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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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烂树叶：油茶壳粉：腐熟牲畜肥：微生物菌群按(5-10):(1-3):(0.2-0.5):(2-6):(0.01-

0.1)的重量比例混合而成；所述的微生物菌群包括解钾菌、解磷菌、固氮菌、放线菌、乳酸杆

中的一种或多种，当为两种以上时，各组分的重量配比为等份或其它比例。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优质油茶树苗的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表层土壤是由

园土：生物有机肥：食用菌脚料按(5-10):(0.2-0.35):1的重量比例混合而成。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优质油茶树苗的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泥土是由园

土：锯木屑：细沙：清水按(10-15):(3-5):0.2：1的重量比例混合而成。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优质油茶树苗的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填充土壤是由下列

重量份的原料制备而成：

园土  40-50       菜籽饼  3-7       腐熟牲畜粪    15-20

米糠  5-10        细砂粒  3-7       藤本植物药渣  10-15

微量元素  0.5-2.5；

其制备过程如下：

①、先将米糠粉碎成80目以上的细料，再加入到同等重量的沸水中浸泡30-45min，过

滤，得米糠水混物；再将米糠水混物蒸发至含水量为35-60％，得米糠料；

②、再将藤本植物药渣先处理成10-30目细料，再向其中加入占藤本植物药渣重量1.5-

3.5％的微生物菌群，混匀；然后，在28-36℃下静置4-8天，再向其中加入微量元素，搅匀，密

封处理5-10天；然后，自然阴干至水分减少30-45％，即成处理藤本植物药渣料；

③、将园土、菜籽饼、腐熟牲畜粪、细砂粒以及处理藤本植物药渣料、米糠料混合，即成

填充土壤；

④、所述微生物菌群包括解钾菌、解磷菌、固氮菌、放线菌、乳酸杆中的一种或多种，当

为两种以上时，各组分的重量配比为等份或其它比例；所述微量元素包括铁、磷、锌、硒、镁

中的一种或多种，当为两种以上时，各组分的重量配比为等份或其它比例；所述藤本植物药

渣包括葡萄叶、忍冬藤、金银花、常春藤中的一种或多种提取有效成分后的药渣，当为两种

以上时，各组分的重量配比为等份或其它比例。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优质油茶树苗的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填充表土是由园

土：有机肥：腐殖土按(5-10):(0.2-0.35):1的重量比例混合而成。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优质油茶树苗的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轻基质是由下列重

量份的原料制备而成：

稻壳  3-8          锯木屑  5-10       腐烂秸秆  10-15

园土  30-40        油茶壳  3-7        腐熟牲畜粪  15-25

泥炭  20-30        细砂粒  2-5；

其制备过程如下：

a、将稻壳、油茶壳、腐烂秸秆分别处理成60目以上的稻壳细粉、油茶壳细粉、腐烂秸秆

细粉；

b、再将稻壳细粉、油茶壳细粉、腐烂秸秆细粉以及锯木屑经混合机混匀，得混合物料；

再向混合物料中加入占混合物料总重量2.5-4.5％的木霉菌、10-25％的生活废水，混匀，在

温度为20-35℃、相对湿度70-85％的条件下处理5-10天，得处理混合物料；再向处理混合物

料中加入占处理混合物料总重量3.5-6.5％的微生物菌群，在温度为20-35℃、相对湿度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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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的条件下，密封发酵处理5-10天，得发酵混合物料；然后将发酵混合物料阴干至水分减

少35-50％，再处理成80目以上的混合细料；

c、将园土、腐熟牲畜粪、泥炭、细砂粒以及混合细料经混合机反复搅匀，即成轻基质；

d、所述微生物菌群包括解钾菌、解磷菌、固氮菌、放线菌、乳酸杆菌中的一种或多种，当

为两种以上时，各组分的重量配比为等份或其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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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优质油茶树苗的培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经济林木育苗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优质油茶树苗的培育方法。

技术背景

[0002] 油茶是我国特有的木本油料植物，也是维护我国粮油安全的重要保障之一。目前，

我国油茶大多为低产林，需要大量的优质树苗来改良油茶低产林。油茶苗木的培育，其传统

方法是采摘油茶果种子繁育实生苗作为砧木，再选取优质的油茶结果枝作为嫁接穗枝进行

嫁接。如中国专利(专利申请号为201310519325.6)公开的“油茶树苗的培育方法”，该方法

是：通过选茶籽种子、培育砧木苗、选取优良无性系接穗、接穗与砧木苗嫁接、嫁接苗栽植在

轻基质无纺布容器中、覆盖塑料薄膜、苗床上方搭建遮荫棚、控制塑料薄膜内的温度和湿

度、防治病害 ，使嫁接苗的成活率大幅度提高。还有中国专利 (专利申请号为

201310519437.1)公开的“油茶树苗嫁接根芽的繁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将茶果阴干自

然开裂脱出的茶籽，选其饱满粒大、无病虫害的种子，浸种消毒，进行砂藏备用；b.3月上旬

气温稳定后，选用干净的砂子，消毒后整理成砂床；密播一层种子，再盖砂层，并压平、压紧，

用薄膜遮盖；c.4月～5月间，茶籽发芽长出的砧木苗长度在8厘米～12厘米且末露出砂层

时；将砧木苗起出，即得油茶树苗嫁接根芽。

[0003] 技术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移栽后存活率高、成园快、产量高的油茶树苗培育方

法。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发明一种优质油茶树苗的培育方

法，其培育过程如下：

[0006] ㈠、油茶穗枝培育：

[0007] ①、种枝选择：

[0008] 在现有油茶林中，选择枝繁叶茂、茎杆粗壮、结果率高、无病虫害的油茶树，选择色

泽好、枝干直、叶鲜绿，一年新生的嫩枝作为种枝；

[0009] ②、种枝预处理：

[0010] 将采摘的种枝以3-5根/捆，放入浓度为100-200ppm的催根剂中浸泡10-30min，其

后，将经过催根剂浸泡的种枝放入淤泥浆中固定，浸泡8-20h，保持淤泥浆的温度为24-30

℃，成为预处理种枝；

[0011] ③、种枝移栽：

[0012] A、培育地选择：

[0013] 选择坡度低于10度，向阳性好，土质疏松，土层厚度在35cm以上的黄土壤或砂质土

壤作为待培育地；

[0014] B、地块整理：

[0015] a、开床槽：将待培育地深挖25cm以上，整理出宽3-6m、长8-15m的床槽；

[0016] b、填料：先在床槽底部放入混合河淤泥，厚度为槽深的1/4；再将混合土壤填入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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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河淤泥表面，厚度为槽深的2/4；然后将混合表层土壤填满余下的空间，整平，即成待移栽

地块；

[0017] C、移栽：

[0018] 先在待移栽地块的床槽中按行间距为35-50cm、株间距为25-35cm开挖锥形的种植

穴，穴深为15-20cm，穴宽为10-18cm；再将预处理种枝按1根/穴插入种植穴中，用土壤覆盖，

压实，浇定根水，同时在根部周围形成坡度为5-10°的防渍垄堆，成为种枝栽培苗；

[0019] D、管理：

[0020] 预处理种枝移栽后，当气温在20-30℃时，每隔3-5天浇水，水量为100-200ml/株；

每隔5-8天施肥，有机肥为10-30g/株或腐熟厩肥为60-100g/株；

[0021] 当气温在30℃以上时，每隔2-3天浇水，水量为250-400ml/株，每隔4-6天施肥，有

机肥为10-30g/株或腐熟厩肥为60-100g/株；

[0022] 当气温在20℃以下时，沿行距方向在土表覆盖3cm以上厚度的稻草或加盖地膜，每

隔3-4天浇一次24-32℃的温水，水量为160-240ml/株；每隔7-9天施肥，施腐熟厩肥为240-

350g/株；

[0023] ④、穗枝选择：

[0024] 当种枝栽培苗经过4个月的栽培后，选择其中生长态势稳定、无病虫害、树叶鲜绿

的种枝，其新生的、枝径在0.35cm以上的嫩枝作为油茶穗枝；

[0025] ㈡、嫁接：

[0026] ①、油茶砧木选择：

[0027] 在现有油茶种子培育苗圃中，选择生长态势好、无病虫害、地上径在2.5cm以上、有

2截以上子叶的幼苗作为砧木；

[0028] ②、削砧：在子叶柄上方3cm处进行纵削，削出长度为2-3.5cm、深度为枝径2/3的砧

口；

[0029] ③、嵌穗捆绑：将削好的油茶穗枝嵌入砧口，对准形成层，外表用混合泥土环绕接

口一圈，厚度为砧木直径的1-1.5倍，再用塑料薄膜围绕一圈，盖住泥土，然后用细绳，成为

嫁接苗；然后，按照常规管理方法，待3-4个月后，成为待移栽嫁接苗；

[0030] ㈢、嫁接苗培育：

[0031] ①、嫁接苗培育地选择及整理：

[0032] A、嫁接苗培育地选择：选择坡度平缓，土质疏松，土层厚度在35cm以上的黄土壤作

为嫁接苗待培育地；

[0033] B、嫁接苗培育地整理：将嫁接苗待培育地深挖30cm以上，除去林木或灌木的树兜、

杂草及石块，并同时整理出宽4-7m、长10-15m的嫁接苗待培育地床槽；

[0034] C、嫁接苗待培育地床槽整理：

[0035] a、先在底部堆放厚度在2-5cm的混合河淤泥，作为槽底，整平；

[0036] b、再将由稻草灰：生石灰按1:(0.3-0.45)的重量比例混合而成的混合物料铺于混

合河淤泥表面，厚度为2-4cm；

[0037] c、再将填充土壤填入混合物料的表面，厚度为余下空间的2/3，整平；

[0038] d、再用浓度为500-700ppm的甲基托布津溶液，按4-10ml/m2填充土壤表面的比例

喷洒，然后，自然晾晒2-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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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e、再将填充表土填满余下的空间，整平，成为嫁接苗待栽床槽；

[0040] ②、嫁接苗移栽：

[0041] A、开穴：在整平的嫁接苗待栽床槽中开挖锥形的种植穴，穴深20cm以上，间距为

25-35cm，行距为35-50cm，穴宽为12-16cm；

[0042] B、起苗：将待移栽嫁接苗带土起出，保持所粘带的苗土重量为幼苗重量的8-15倍、

根系长度为8-16cm，成为待移栽嫁接幼苗；

[0043] C、栽植：将待移栽嫁接幼苗植入种植穴中，扶正压实，再用土壤覆盖嫁接口、并至

紧邻的腋芽处，压实，浇定根水，水量为100-200ml/株，成为嫁接小苗；

[0044] ③、小苗管理：

[0045] 栽植后，当气温在20-30℃时，每隔3-5天浇水，水量为100-200ml/株；每隔5-8天施

肥，有机肥为10-30g/株或腐熟厩肥为60-100g/株；

[0046] 当气温在30℃以上时，每隔2-3天浇水，水量为250-400ml/株，每隔4-6天施肥，有

机肥为10-30g/株或腐熟厩肥为60-100g/株；

[0047] 当气温在20℃以下时，沿行距方向在土表覆盖3cm以上厚度的稻草或加盖地膜，每

隔3-4天浇一次24-32℃的温水，水量为220-340ml/株；每隔7-9天施肥，施腐熟厩肥为240-

350g/株；

[0048] 其它按照常规方法，待2-3个月后，成为待移栽嫁接小苗；

[0049] ㈣、大苗培育：

[0050] ①、大苗培育地选择及整理：

[0051] A、大苗培育地选择：选择坡度平缓，土质疏松，土层厚度在35cm以上的土地作为大

苗待培育地；

[0052] B、大苗培育地整理：

[0053] a、大苗培育地床槽整理：将大苗待培育地深挖10-18cm，整理出宽3-5m、长6-10m的

床槽，整平；

[0054] b、待种畦整理：将轻基质填入床槽中，并高出地面15-30cm，再在床槽的四周用挖

出的土壤围厚度为5-10cm、坡度在5-10度的斜形土堆，土表压实，成为待种畦；

[0055] c、挖穴：在待种畦上采用宽窄种植行培育方法开挖大苗种植穴，窄行的穴深20-

35cm，间距20-35cm，行距30-50cm，穴宽为15-18cm；宽行的穴深25-40cm，间距和行距均为窄

行的1.5-2.0倍，穴宽为20-25cm；每隔3-5排窄行种植2-3排宽行，依次种植；

[0056] ②、大苗移栽：

[0057] A、移栽苗选择：在嫁接苗培育地的待移栽嫁接小苗中，选择生长稳定，子叶鲜绿，

无病虫害，有一截以上新生子叶的小苗作为待移栽苗；

[0058] B、挖苗：将选择的待移栽苗从苗圃中挖出，保持根系完整，粘带的苗土重量为树苗

重量的15-25倍，成为移栽苗；

[0059] C、大苗移栽：将挖出的移栽苗按1株/穴，植入大苗种植穴中，再用轻基质料填满压

实，并在根部垒堆成坡度在5-10度的垄堆，浇定根水，水量为200-300ml/株，覆盖薄膜大棚，

成为移栽大苗；

[0060] ③、大苗管理：

[0061] A、初始前期管理：移栽大苗栽后1-4个月，每隔2-3天浇一次水，水量为150-25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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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每隔3-5天浇混合肥，用量为200-340g/株；每隔30天对根部喷施浓度为500-700ppm的甲

基托布津溶液，用量为50-70ml/株；

[0062] 当遇气温在30℃以上晴天时，中午时段揭去薄膜1-3h，进行炼苗；当遇晚间气温在

15℃以下时，晚上21-24点揭去薄膜2-4h，进行炼苗；

[0063] B、初始后期管理：移栽大苗移栽4个月后，每隔3-6天浇一次水，水量为300-450ml/

株；每隔5-10天浇混合肥，用量为360-480g/株；

[0064] 当遇气温在30℃以上晴天时，白天揭去薄膜进行炼苗，当遇晚间气温在15℃以下

时，晚间揭去薄膜炼苗；

[0065] C、中后期管理：按照常规方法种植1-2年后，即成为优质油茶树苗。

[0066] 所述催根剂可以是ABT生根粉，也可以是由萘乙酸钠：吲哚鲜脂按1:(0.15-0.3)重

量比例混合而成。

[0067] 所述淤泥浆可以是河淤泥或池塘淤泥，也可以是由下列重量份的原料制备而成：

[0068] 河淤泥40-60       稻草灰3-9     生石灰1-4

[0069] 细河沙2-5        无机盐1-3      食用菌脚料20-30；

[0070] 其制备方法如下：

[0071] a、先将生石灰缓慢加入河淤泥中，边加边搅，在温度为30-45℃、相对湿度为50-

65％的条件下静放8-15h；再将稻草灰加入河淤泥中，搅匀，室温下静放20-35h，得混合河淤

泥；

[0072] b、将食用菌脚料粉碎，过100目以上筛网，得食用菌脚料细粉；

[0073] c、将上述混合河淤泥、细河沙、食用菌脚料细粉以及无机盐混合均匀，成为混合

料，再加入占混合料1-2倍重量的清水，搅匀，即成淤泥浆；

[0074] d、所述的无机盐包括硫酸钠、磷酸镁、氯化钙、氯化铵中的一种或多种，当为两种

以上时，各组分的重量配比为等份或其它比例。

[0075] 所述的细河沙是将河沙过40目筛网，其所得即为细河沙；

[0076] 所述混合河淤泥也可以是由河淤泥与等重量份的生石灰混合而成或由下列重量

份的原料制备而成：

[0077] 河淤泥40-60       稻草灰3-9     生石灰1-4；

[0078] 其制备方法是：先将生石灰缓慢加入河淤泥中，边加边搅，在温度为30-45℃、相对

湿度为50-65％的条件下静放8-15h；再将稻草灰加入河淤泥中，搅匀，室温下静放20-35h，

即得混合河淤泥。

[0079] 所述混合土壤可以是由园土：有机肥按3：1的重量比例混合而成，也可以是由园

土：腐烂树叶：油茶壳粉：腐熟牲畜肥：微生物菌群按(5-10):(1-3):(0 .2-0 .5):(2-6):

(0.01-0.1)的重量比例混合而成；所述的微生物菌群包括解钾菌、解磷菌、固氮菌、放线菌、

乳酸杆中的一种或多种，当为两种以上时，各组分的重量配比为等份或其它比例。

[0080] 所述混合表层土壤可以是园土，也可以是由园土：生物有机肥：食用菌脚料按(5-

10):(0.2-0.35):1的重量比例混合而成。

[0081] 所述混合泥土可以是稻田泥土，也可以是由园土：锯木屑：细沙：清水按(10-15):

(3-5):0.2：1的重量比例混合而成。

[0082] 所述填充土壤可以是由园土：农家有机肥按3：1的重量比例混合而成，也可以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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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重量份的原料制备而成：

[0083] 园土40-50       菜籽饼3-7       腐熟牲畜粪     15-20

[0084] 米糠5-10        细砂粒3-7       藤本植物药渣   10-15

[0085] 微量元素0.5-2.5；

[0086] 其制备过程如下：

[0087] ①、先将米糠粉碎成80目以上的细料，再加入到同等重量的沸水中浸泡30-45min，

过滤，得米糠水混物；再将米糠水混物蒸发至含水量为35-60％，得米糠料；

[0088] ②、再将藤本植物药渣(潮湿的)先处理成10-30目细料，再向其中加入占藤本植物

药渣重量1.5-3.5％的微生物菌群，混匀；然后，在28-36℃下静置4-8天，再向其中加入微量

元素，搅匀，密封处理5-10天；然后，自然阴干至水分减少30-45％，即成处理藤本植物药渣

料；

[0089] ③、将园土、菜籽饼、腐熟牲畜粪、细砂粒以及处理藤本植物药渣料、米糠料混合，

即成填充土壤；

[0090] ④、所述微生物菌群包括解钾菌、解磷菌、固氮菌、放线菌、乳酸杆中的一种或多

种，当为两种以上时，各组分的重量配比为等份或其它比例；所述微量元素包括铁、磷、锌、

硒、镁(通常采用含有等量的盐类或矿物质)中的一种或多种，当为两种以上时，各组分的重

量配比为等份或其它比例；所述藤本植物药渣包括葡萄叶、忍冬藤、金银花、常春藤中的一

种或多种提取有效成分后的药渣，当为两种以上时，各组分的重量配比为等份或其它比例。

[0091] 所述填充表土可以是由园土：腐熟牲畜粪按3：1的重量比例混合而成，也可以是由

园土：有机肥：腐殖土按(5-10):(0.2-0.35):1的重量比例混合而成。

[0092] 所述轻基质可以是由园土：稻壳：锯木屑：腐熟牲畜粪按5：1：2：1的重量比例混合

而成，也可以是由下列重量份的原料制备而成：

[0093] 稻壳3-8          锯木屑5-10       腐烂秸秆10-15

[0094] 园土30-40        油茶壳3-7        腐熟牲畜粪15-25

[0095] 泥炭20-30        细砂粒2-5；

[0096] 其制备过程如下：

[0097] a、将稻壳、油茶壳、腐烂秸秆分别处理成60目以上的稻壳细粉、油茶壳细粉、腐烂

秸秆细粉；

[0098] b、再将稻壳细粉、油茶壳细粉、腐烂秸秆细粉以及锯木屑经混合机混匀，得混合物

料；再向混合物料中加入占混合物料总重量2.5-4 .5％的木霉菌、10-25％的生活废水，混

匀，在温度为20-35℃、相对湿度70-85％的条件下处理5-10天，得处理混合物料；再向处理

混合物料中加入占处理混合物料总重量3.5-6.5％的微生物菌群，在温度为20-35℃、相对

湿度70-85％的条件下，密封发酵处理5-10天，得发酵混合物料；然后将发酵混合物料阴干

至水分减少35-50％，再处理成80目以上的混合细料；

[0099] c、将园土、腐熟牲畜粪、泥炭、细砂粒以及混合细料经混合机反复搅匀，即成轻基

质；

[0100] d、所述微生物菌群包括解钾菌、解磷菌、固氮菌、放线菌、乳酸杆菌中的一种或多

种，当为两种以上时，各组分的重量配比为等份或其它比例。

[0101] 所述混合肥可以是由有机肥：尿素：清水按0.5:0.1:10的重量比例混合而成，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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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由有机肥：无机盐：腐熟厩肥：人粪尿按(0.3-0.5):(0.1-0.15):(3-6):(0.3-0.5)的重

量比例混合，再用清水稀释8-15倍而成；所述的无机盐包括硫酸钠、磷酸镁、氯化钙、氯化铵

中的一种或多种，当为两种以上时，各组分的重量配比为等份或其它比例。

[0102] 所述的河淤泥是有机质含量在25％以上的河底淤泥。

[0103] 所述的园土是菜园熟土。

[0104] 所述的腐烂树叶是腐烂程度在70-80％的树叶(通常为落叶乔木的树叶，如山楂、

梨、苹果、梧桐等)。

[0105] 所述的油茶壳粉是由油茶果的外壳粉碎而成。

[0106] 所述的腐熟牲畜肥是猪、牛、羊等家畜的腐熟粪便。

[0107] 所述的食用菌脚料是培养食用菌后余下的废料。

[0108] 所述的腐烂秸秆是腐烂程度在70-80％的秸秆(如稻草、麦秆、玉米秆、高粱秆)。

[0109] 所述的农家有机肥是腐熟后的畜禽或人尿粪。

[0110] 所述的有机肥是市面上销售、符合NY525-2012标准的有机肥料。

[0111] 所述的生物有机肥是市面上销售、符合NY/T  798—2004标准的复合微生物肥料。

[0112] 所述的生活废水是日常生活排放的洗涤水。

[0113] 本发明的优质油茶树苗的培育方法，其油茶树苗经过多次移栽，加之通过多种特

殊土壤的培育，促使所培育的油茶树苗根系发达、树冠粗壮，能适应各种恶劣环境，并提高

其在各种地形地势上的抗寒、抗旱、抗病毒能力。因而，其出圃移栽后，存活率高，油茶树生

长态势突出，成园快，产量高。

[0114] 按照本发明的优质油茶树苗的培育方法培育的优质油茶树苗，曾在湖南省永州市

祁阳县进行了油茶林营造对比试验，下表为试验对照数据：

[0115]

[0116] (注：上表中的试验油茶林与对照油茶林的立地条件、土壤、水肥、小区气候等基本

接近，种苗为同龄、同一品种；试验油茶林采用本发明的优质油茶树苗，对照油茶林采用常

规方法培育的油茶树苗)。

[0117] 从上表营造试验对照数据可以看出，营造移栽后，第1-3年的试验油茶林的成活率

分别为93.1％、92.4％、91.5％，较对照油茶林的成活率87.3％、86.2％、85.0％分别提高

5.8、6.2、6.5个百分点；

[0118] 第2-5年试验油茶林鲜油茶果的平均产量分别达到65.6kg/667㎡、254.6kg/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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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0kg/667㎡和640.6kg/667㎡，较对照油茶林的鲜油茶果的平均产量10.3kg/667㎡、

72 .8kg/667㎡、152 .0kg/667㎡和320 .2kg/667㎡分别提高55 .3kg、181 .8kg、262kg、

320.4kg，这说明试验油茶林的成园时间比对照油茶林的成园时间早2-2.5年。

具体实施方式

[0119]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下面的说明是以例举的方式，但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0120] 本实施例的优质油茶树苗的培育方法，其培育过程如下：

[0121] 一、辅助原料制备：

[0122] ①、催根剂制备：

[0123] 按重量份分别取：萘乙酸钠1份、吲哚鲜脂0.2份，混合均匀，即成催根剂。

[0124] ②、淤泥浆制备：

[0125] 按重量份分别取：河淤泥50份、稻草灰6份、生石灰6份、细河沙3份、无机盐(是由等

重量份的硫酸钠、磷酸镁、氯化钙、氯化铵混合而成)2份、食用菌脚料25份；

[0126] 其制备方法如下：

[0127] A、先将生石灰缓慢加入河淤泥中，边加边搅，在温度为35℃、相对湿度为55％的条

件下静放12h；再将稻草灰加入河淤泥中，搅匀，室温下静放30h，即得混合河淤泥(本实施例

中所涉及的“混合河淤泥”均采用此混合河淤泥)；

[0128] B、将食用菌脚料粉碎，过100目筛网，得食用菌脚料细粉；

[0129] C、将上述混合河淤泥、细河沙、食用菌脚料细粉以及无机盐混合均匀，成为混合

料，再加入占混合料1.5倍重量的清水，搅匀，即成淤泥浆。

[0130] ③、混合土壤制备：

[0131] 按重量份分别取：园土8份、腐烂树叶2份、油茶壳粉0.4份、腐熟牲畜肥4份、微生物

菌群0.06份，混合均匀，即成混合土壤；

[0132] 其中的微生物菌群是等重量份的解钾菌、解磷菌、固氮菌、放线菌、乳酸杆的混合

物。

[0133] ④、混合表层土壤制备：

[0134] 按重量份分别取：园土8份、生物有机肥0.3份、食用菌脚料1份，混合均匀，即成混

合表层土壤。

[0135] ⑤、混合泥土制备：

[0136] 按重量份分别取：园土12份、锯木屑4份、细沙0.2份、清水1份，混合均匀，即成混合

泥土。

[0137] ⑥、填充土壤制备：

[0138] 按重量份分别取：园土45份、菜籽饼5份、腐熟牲畜粪18份、米糠8份、细砂粒5份、藤

本植物药渣(是由等重量份的葡萄叶、忍冬藤、金银花、常春藤提取有效成分后的药渣混合

而成)12份、微量元素(是由等重量份的铁、磷、锌、硒、镁混合而成)1.5份；

[0139] 其制备过程如下：

[0140] A、先将米糠粉碎成80目以上的细料，再加入到同等重量的沸水中浸泡40min，过

滤，得米糠水混物；再将米糠水混物蒸发至含水量为50％，得米糠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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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1] B、再将藤本植物药渣(潮湿的)先处理成20目细料，再向其中加入占藤本植物药渣

重量2.5％的微生物菌群(是等重量份的解钾菌、解磷菌、固氮菌、放线菌、乳酸杆的混合

物)，混匀；然后，在32℃下静置6天，再向其中加入微量元素，搅匀，密封处理8天；然后，自然

阴干至水分减少40％，即成处理藤本植物药渣料；

[0142] C、将园土、菜籽饼、腐熟牲畜粪、细砂粒以及处理藤本植物药渣料、米糠料混合，即

成填充土壤。

[0143] ⑦、填充表土制备：

[0144] 按重量份分别取：园土8份、有机肥[市面上销售的普通有机肥，其中：有机质质量

分数45，总养分(氮+五氧化二磷+氧化钾)的质量分数≥5.0，下同]0.3份、腐殖土1份，混合

均匀，即成填充表土。

[0145] ⑧、轻基质制备：

[0146] 按重量份分别取：稻壳6份、锯木屑8份、腐烂秸秆12份、园土35份、油茶壳5份、腐熟

牲畜粪20份、泥炭25份、细砂粒4份；

[0147] 其制备过程如下：

[0148] A、将稻壳、油茶壳、腐烂秸秆分别处理成60目以上的稻壳细粉、油茶壳细粉、腐烂

秸秆细粉；

[0149] B、再将稻壳细粉、油茶壳细粉、腐烂秸秆细粉以及锯木屑经混合机混匀，得混合物

料；再向混合物料中加入占混合物料总重量3.5％的木霉菌、18％的生活废水，混匀，在温度

为28℃、相对湿度75％的条件下处理8天，得处理混合物料；再向处理混合物料中加入占处

理混合物料总重量5％的微生物菌群(是等重量份的解钾菌、解磷菌、固氮菌、放线菌、乳酸

杆菌的混合物)，在温度为28℃、相对湿度75％的条件下，密封发酵处理8天，得发酵混合物

料；然后将发酵混合物料阴干至水分减少45％，再处理成80目以上的混合细料；

[0150] C、将园土、腐熟牲畜粪、泥炭、细砂粒以及混合细料经混合机反复搅匀，即成轻基

质。

[0151] ⑨、混合肥制备：

[0152] 按重量份分别取：有机肥0.4份、无机盐(是由等重量份的硫酸钠、磷酸镁、氯化钙、

氯化铵混合而成)0.12份、腐熟厩肥5份、人粪尿0.4份，混合均匀，再用清水稀释10倍，即成

混合肥。

[0153] 二、培育过程：

[0154] ㈠、油茶穗枝培育：

[0155] ①、种枝选择：

[0156] 在现有油茶林中，选择枝繁叶茂、茎杆粗壮、结果率高、无病虫害的油茶树，选择色

泽好、枝干直、叶鲜绿，一年新生的嫩枝作为种枝；

[0157] ②、种枝预处理：

[0158] 将采摘的种枝以4根/捆，放入浓度为150ppm的催根剂中浸泡20min，其后，将经过

催根剂浸泡的种枝放入淤泥浆中固定，浸泡15h，保持淤泥浆的温度为26℃，成为预处理种

枝；

[0159] ③、种枝移栽：

[0160] A、培育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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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1] 选择坡度低于10度，向阳性好，土质疏松，土层厚度在35cm以上的黄土壤或砂质土

壤作为待培育地；

[0162] B、地块整理：

[0163] a、开床槽：将待培育地深挖25cm以上，整理出宽3-6m、长8-15m的床槽；

[0164] b、填料：先在床槽底部放入混合河淤泥，厚度为槽深的1/4；再将混合土壤填入混

合河淤泥表面，厚度为槽深的2/4；然后将混合表层土壤填满余下的空间，整平，即成待移栽

地块；

[0165] C、移栽：

[0166] 先在待移栽地块的床槽中按行间距为40cm、株间距为3cm开挖锥形的种植穴，穴深

为18cm，穴宽为15cm；再将预处理种枝按1根/穴插入种植穴中，用土壤覆盖，压实，浇定根

水，同时在根部周围形成坡度为8°的防渍垄堆，成为种枝栽培苗；

[0167] D、管理：

[0168] 预处理种枝移栽后，当气温在20-30℃时，每隔4天浇水，水量为150ml/株；每隔6天

施肥，有机肥为20g/株或腐熟厩肥为80g/株；

[0169] 当气温在30℃以上时，每隔2天浇水，水量为350ml/株，每隔5天施肥，有机肥为

20g/株或腐熟厩肥为80g/株；

[0170] 当气温在20℃以下时，沿行距方向在土表覆盖3cm以上厚度的稻草，每隔3天浇一

次28℃的温水，水量为200ml/株；每隔8天施肥，施腐熟厩肥为300g/株；

[0171] ④、穗枝选择：

[0172] 当种枝栽培苗经过4个月的栽培后，选择其中生长态势稳定、无病虫害、树叶鲜绿

的种枝，其新生的、枝径在0.35cm以上的嫩枝作为油茶穗枝；

[0173] ㈡、嫁接：

[0174] ①、油茶砧木选择：

[0175] 在现有油茶种子培育苗圃中，选择生长态势好、无病虫害、地上径在2.5cm以上、有

2截以上子叶的幼苗作为砧木；

[0176] ②、削砧：在子叶柄上方3cm处进行纵削，削出长度为3cm、深度为枝径2/3的砧口；

[0177] ③、嵌穗捆绑：将削好的油茶穗枝嵌入砧口，对准形成层，外表用混合泥土环绕接

口一圈，厚度为砧木直径的1.2倍，再用塑料薄膜围绕一圈，盖住泥土，然后用细绳，成为嫁

接苗；然后，按照常规管理方法，待4个月后，成为待移栽嫁接苗；

[0178] ㈢、嫁接苗培育：

[0179] ①、嫁接苗培育地选择及整理：

[0180] A、嫁接苗培育地选择：选择坡度平缓，土质疏松，土层厚度在35cm以上的黄土壤作

为嫁接苗待培育地；

[0181] B、嫁接苗培育地整理：将嫁接苗待培育地深挖30cm以上，除去林木或灌木的树兜、

杂草及石块，并同时整理出宽4-7m、长10-15m的嫁接苗待培育地床槽；

[0182] C、嫁接苗待培育地床槽整理：

[0183] a、先在底部堆放厚度在4cm的混合河淤泥，作为槽底，整平；

[0184] b、再将由稻草灰：生石灰按1:0.4的重量比例混合而成的混合物料铺于混合河淤

泥表面，厚度为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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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5] c、再将填充土壤填入混合物料的表面，厚度为余下空间的2/3，整平；

[0186] d、再用浓度为600ppm的甲基托布津溶液，按7ml/m2填充土壤表面的比例喷洒，然

后，自然晾晒3天；

[0187] e、再将填充表土填满余下的空间，整平，成为嫁接苗待栽床槽；

[0188] ②、嫁接苗移栽：

[0189] A、开穴：在整平的嫁接苗待栽床槽中开挖锥形的种植穴，穴深20cm以上，间距为

30cm，行距为45cm，穴宽为14cm；

[0190] B、起苗：将待移栽嫁接苗带土起出，保持所粘带的苗土重量为幼苗重量的12倍、根

系长度为12cm，成为待移栽嫁接幼苗；

[0191] C、栽植：将待移栽嫁接幼苗植入种植穴中，扶正压实，再用土壤覆盖嫁接口、并至

紧邻的腋芽处，压实，浇定根水，水量为150ml/株，成为嫁接小苗；

[0192] ③、小苗管理：

[0193] 栽植后，当气温在20-30℃时，每隔4天浇水，水量为150ml/株；每隔6天施肥，有机

肥为20g/株或腐熟厩肥为80g/株；

[0194] 当气温在30℃以上时，每隔2天浇水，水量为350ml/株，每隔5天施肥，有机肥为

20g/株或腐熟厩肥为80g/株；

[0195] 当气温在20℃以下时，沿行距方向在土表覆盖3cm以上厚度的稻草，每隔3天浇一

次28℃的温水，水量为280ml/株；每隔8天施肥，施腐熟厩肥为300g/株；

[0196] 其它按照常规方法，待3个月后，成为待移栽嫁接小苗；

[0197] ㈣、大苗培育：

[0198] ①、大苗培育地选择及整理：

[0199] A、大苗培育地选择：选择坡度平缓，土质疏松，土层厚度在35cm以上的土地作为大

苗待培育地；

[0200] B、大苗培育地整理：

[0201] a、大苗培育地床槽整理：将大苗待培育地深挖15cm，整理出宽3-5m、长6-10m的床

槽，整平；

[0202] b、待种畦整理：将轻基质填入床槽中，并高出地面20cm，再在床槽的四周用挖出的

土壤围厚度为8cm、坡度在8度的斜形土堆，土表压实，成为待种畦；

[0203] c、挖穴：在待种畦上采用宽窄种植行培育方法开挖大苗种植穴，窄行的穴深25cm，

间距30cm，行距40cm，穴宽为18cm；宽行的穴深35cm，间距和行距均为窄行的1.8倍，穴宽为

24cm；每隔4排窄行种植2排宽行，依次种植；

[0204] ②、大苗移栽：

[0205] A、移栽苗选择：在嫁接苗培育地的待移栽嫁接小苗中，选择生长稳定，子叶鲜绿，

无病虫害，有一截以上新生子叶的小苗作为待移栽苗；

[0206] B、挖苗：将选择的待移栽苗从苗圃中挖出，保持根系完整，粘带的苗土重量为树苗

重量的20倍，成为移栽苗；

[0207] C、大苗移栽：将挖出的移栽苗按1株/穴，植入大苗种植穴中，再用轻基质料填满压

实，并在根部垒堆成坡度在8度的垄堆，浇定根水，水量为250ml/株，覆盖薄膜大棚，成为移

栽大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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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8] ③、大苗管理：

[0209] A、初始前期管理：移栽大苗栽后4个月内，每隔2天浇一次水，水量为每株200ml，每

隔4天浇混合肥，用量为300g/株；每隔30天对根部喷施浓度为600ppm的甲基托布津溶液，用

量为60ml/株；

[0210] 当遇气温在30℃以上晴天时，中午时段揭去薄膜2h，进行炼苗；当遇晚间气温在15

℃以下时，晚上21-24点揭去薄膜2-4h，进行炼苗；

[0211] B、初始后期管理：移栽大苗移栽4个月后，每隔4天浇一次水，水量为400ml/株，每

隔8天浇混合肥，用量为420g/株；

[0212] 当遇气温在30℃以上晴天时，白天揭去薄膜进行炼苗，当遇晚间气温在15℃以下

时，晚间揭去薄膜炼苗；

[0213] C、中后期管理：按照常规方法种植1-2年后，即成为优质油茶树苗。

[0214] 本发明的优质油茶树苗的培育方法，既可用于培育油茶大苗，也可用于其他植物

大苗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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