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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东部白松育苗方法，在冬

季利用温室进行东部白松育苗，延长东部白松生

长期，避开幼苗期低温冻害，提高苗木质量；种子

层积时采用石英砂代替河沙，有助于提高点播时

的工作效率；播种时采用可降解无纺布营养钵代

替育苗盘、塑料营养钵或者露地播种，可有效减

少换床或者移栽次数，且没有缓苗期；栽培基质

中采用腐熟的羊粪代替其他腐熟有机肥，可改善

土壤pH，提高土壤肥力；以草炭土代替园土，有效

的提高的基质中有机质含量，并维持土壤pH的稳

定；点播完成后，在其上覆盖一层0.3-0.6cm的锯

末，可防止浇水时种子上浮。本发明提高苗木繁

育数量和质量，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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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东部白松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种子准备

①采种

  于每年8月中下旬进行采种，当东部白松球果颜色变为紫色或褐色，且球果尚未开裂

时为最佳采种期，球果采收后，置于通风干燥处干燥15～20天，待球果开裂后分离球果内的

种子，搓揉后去除种翅，将干净的种子置于阴凉干燥处进行保存；

②种子的层积

  在10月中下旬，将阴干保存的种子取出，采用0.5%的高锰酸钾溶液分别浸泡种子和石

英砂30min，之后用清水分别冲洗种子和石英砂3次以上，将清洗完毕的种子用清水浸泡36

小时以上，每24h小时更换清水一次；浸泡结束后，将种子与石英砂按体积比为  1∶3的比例

混合均匀，置于密闭塑料盒中，于4  ℃的冰箱内层积处理不少于60天；

S2、温室的搭建

搭建能够确保夜间温度在8～10℃以上，白天晴朗天气下温度在20～25℃的温室；

S3、催芽

层积60天后，将种子取出，用1.0%多菌灵或者百菌清溶液浸泡2小时，清水清洗2遍后，

置于塑料盒中，确保种沙混合物的体积不大于盒子的一半，且盒中底部无积水，温度控制在

25℃左右，催芽7天左右，待种子有50%以上露白即可播种；

S4、播种

①制备育苗基质

  将草炭土、珍珠岩、腐熟羊粪、多菌灵（50%有效含量）按照体积比为3:1:0.5:0.1的比

例进行混合，然后按照每升添加吡虫啉（2%有效含量）2.0g的比例添加吡虫啉，混合均匀，得

育苗基质；

②育苗容器的预处理

育苗容器选择直径为4.0cm×7.0cm的可降解白色无纺布育苗袋，在播种前1～2天将所

述育苗基质填充至育苗容器内，将填充好的育苗容器整齐紧凑的摆放至规格为54cm×28cm

的育苗盘中，之后采用喷洒方式向育苗容器中浇水，以全部浇透为准；

③播种

将步骤S3中已经催好芽的东部白松种子采用点播方式进行播种，每个育苗袋播1粒种

子，播种深度1.5～2.0cm，上面覆盖0.3～0.6cm厚的锯末，最后采用喷洒的方式浇透水；

S5、冬季温室管理

①鼠害防治

  在育苗盘周围播撒灭鼠药，或者提前进行全棚的灭鼠，防止老鼠啃食种子；

②浇水

东部白松播种后在7～10天内出苗，出苗后除阴天、下雪或光照强度不足时，每天都应

在中午温度较高时进行雾状喷水，以降低温室内温度，提高湿度；

③病虫害防治

从出苗开始，每周喷施0.5%的噁霉灵进行防治；

④除草

容器育苗杂草不易生长，若有杂草生长，人工拔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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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温湿度控制

在播种初期，室外温度极低可根据棚内温度情况进行通风换气，在3月～4月，应在每天

中午通风换气2h，防止温度过高；

S6、出圃

在4月下旬～5月上旬即可进行出圃。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东部白松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石英砂的粒径为

0.5mm～1.0m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东部白松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百菌清溶液中，有效

成分的质量分数为50%。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东部白松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播种完毕后，不应采用塑

料薄膜覆盖，在中午时容易引起基质温度过高造成粉种，播种后，注意喷水，确保表面不干。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东部白松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育苗基质的填充量为

育苗袋体积的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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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东部白松育苗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东部白松种植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东部白松育苗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东部白松(Pinus  strobus)是加拿大北部森林中生长较为迅速的树种，主要应用

于家具、建筑行业。同时，东部白松喜光耐寒，树形优美，也是一种优良的绿化树种，在加拿

大、美国栽培较多，是北美东部最有价值的树木之一。吉林市林业科学研究院于1981年从美

国和辽宁熊岳引进东部白松种子，在吉林省中东部进行引种驯化试验，目前生长发育良好，

能够正常开花结实，生长速度较快，是目前吉林省五针松中生长最快的树种。因此，东部白

松是一种具有较高经济、生态效益的新兴造林和绿化树种。前人研究多集中于东部白松露

地播种育苗技术、种子采集制备技术和越冬防寒技术等，如柴晓东公开的《东部白松播种育

苗及绿化大苗培育技术》，白丽韻公开的《辽宁引种东部白松播种育苗技术》，孙衍辉公开的

《东部白松1年生苗木小拱棚越冬防寒试验》等。这两篇关于东部白松育苗的传统方法，均在

春季播种，幼苗在第一年露地生长期小于7个月，影响东部白松干物质累积和生长量，之后

在辽宁地区需要进行越冬防寒，在吉林地区需要连续3年进行越冬防寒，虽然这些操作能够

保证幼苗正常、健壮生长，但是东部白松幼苗期耐寒性较差，且苗期生长缓慢，春季露地播

种后因生长期短、植株幼小，很难抵御吉林省冬季低温，且连续多年冬季设置小拱棚防寒，

较为费时费力。同时，东部白松幼苗期根系生长量大，在移栽过程中往往因为根系受损造成

苗木死亡。因此，采用这两篇报道公开的技术育苗，其局限性很大，而且后期露地越冬工作

繁重复杂、移栽苗木损耗高。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东部白松育苗方法，采用冬季日光温室容器

育苗150天以上，春季带钵圃地定植，秋季幼苗出现分枝并伴有高生长，缩短了东部白松的

育苗周期，强化东部白松幼苗生长，缩短冬季防寒年限，减少移栽步骤，有利于利用冬季空

闲时间进行种苗繁育，提高苗木繁育数量和质量。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东部白松育苗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种子准备

①采种

  于每年8月中下旬进行采种，当东部白松球果颜色变为紫色或褐色，且球果尚未开裂

时为最佳采种期，球果采收后，置于通风干燥处干燥15～20天，待球果开裂后分离球果内的

种子，搓揉后去除种翅，将干净的种子置于阴凉干燥处进行保存；

②种子的层积

在10月中下旬，将阴干保存的种子取出，采用0.5%的高锰酸钾溶液分别浸泡种子和石

英砂30min，之后用清水分别冲洗种子和石英砂3次以上，将清洗完毕的种子用清水浸泡36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09769618 A

4



小时以上，每24h小时更换清水一次；浸泡结束后，将种子与石英砂按体积比为  1∶3的比例

混合均匀，置于密闭塑料盒中，于4  ℃的冰箱内层积处理不少于60天；

S2、温室的搭建

搭建能够确保夜间温度在8～10℃以上，白天晴朗天气下温度在20～25℃的温室；

S3、催芽

层积60天后，将种子取出，用1.0%多菌灵或者百菌清溶液浸泡2小时，清水清洗2遍后，

置于塑料盒中，确保种沙混合物的体积不大于盒子的一半，且盒中底部无积水，温度控制在

25℃左右，催芽7天左右，待种子有50%以上露白即可播种；

S4、播种

①制备育苗基质

  将草炭土、珍珠岩、腐熟羊粪、多菌灵（50%有效含量）按照体积比为3:1:0.5:0.1的比

例进行混合，然后按照每升添加吡虫啉（2%有效含量）2.0g的比例添加吡虫啉，混合均匀，得

育苗基质；

②育苗容器的预处理

育苗容器选择直径为4.0cm×7.0cm的可降解白色无纺布育苗袋，在播种前1～2天将所

述育苗基质填充至育苗容器内，将填充好的育苗容器整齐紧凑的摆放至规格为54cm×28cm

的育苗盘中，之后采用喷洒方式向育苗容器中浇水，以全部浇透为准；

③播种

将步骤S3中已经催好芽的东部白松种子采用点播方式进行播种，每个育苗袋播1粒种

子，播种深度1.5～2.0cm，上面覆盖0.3～0.6cm厚的锯末，最后采用喷洒的方式浇透水；

S5、冬季温室管理

①鼠害防治

  在育苗盘周围播撒灭鼠药，或者提前进行全棚的灭鼠，防止老鼠啃食种子；

②浇水

东部白松播种后在7～10天内出苗，出苗后除阴天、下雪或光照强度不足时，每天都应

在中午温度较高时进行雾状喷水，以降低温室内温度，提高湿度；

③病虫害防治

东部白松在冬季进行温室育苗虫害较少，主要为病害。其中在育苗早期和中期，湿度大

温度低的情况下病害容易发生，主要以猝倒病、茎腐病为主。从出苗开始，每周喷施0.5%（1

升水加5g噁霉灵）的噁霉灵（70%有效含量）进行防治；

④除草

容器育苗杂草不易生长，若有杂草生长，人工拔除即可；

⑤温湿度控制

在播种初期，室外温度极低可根据棚内温度情况进行通风换气，在3月～4月因室外温

度回升，应在每天中午通风换气2h左右，防止温度过高；

S6、出圃

在4月下旬～5月上旬即可进行出圃。

[0005] 进一步地，所述石英砂的粒径为0.5mm～1.0mm。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百菌清溶液中，有效成分的质量分数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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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进一步地，播种完毕后，不应采用塑料薄膜覆盖，在中午时容易引起基质温度过高

造成粉种，播种后，注意喷水，确保表面不干。

[0008] 进一步地，所述育苗基质的填充量为育苗袋体积的约2/3。

[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1)本发明在冬季寒冷地区利用日光温室的保温作用，将本应在春季进行播种的东部白

松提前5个月左右在温室进行播种，可以大幅延长东部白松育苗时间，提高苗木质量。

[0010] 2)本发明在播种时采用可降解无纺布营养钵进行点播。可省略换钵、换床等步骤，

且在苗木运输时方便运输，可带钵上山造林，有效防止散坨。

[0011] 3)本发明在种子处理时，用石英砂进行拌种。石英砂与种子颜色对比鲜明，有助于

提高点播时的工作效率。同时石英砂杂菌少，有利于层积和催芽时期的污染控制。

[0012] 4)本发明在东部白松栽培基质采用草炭土和腐熟的羊粪。众所周知，东部白松喜

酸性土壤环境，而草炭土自身就为酸性土壤，且有机质含量较高。腐熟的羊粪为酸性有机

肥，通过在基质的中的缓释作用可延长栽培基质的有效肥力。

[0013] 5)本发明在播种后在基质上覆盖一层0.3-0.6cm的锯末，东部白松成熟球果的比

重在0.92-0.97之间，覆盖锯末可防止浇水时种子浮于基质表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将有助于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但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应当指出的是，对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0015] 实施例1

试验单位：吉林省吉林市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吉林市林业科学研究院。吉林市属温带大

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季温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受地形影响气温由南向北逐渐降

低。年平均气温3.9℃，一月平均气温最低，一般在-18℃～-20℃；七月平均气温最高，一般

在21℃～23℃。全年平均降水量650～750ml，全年日照时数一般在2300～2500小时。

[0016] 试验方法：

1）种子准备

①采种

  在2017年8月中下旬，当东部白松球果颜色变为紫色或褐色，且球果尚未开裂时进行

种球的采收，采收完成后，将球果置于通风干燥处干燥15～20天，待球果开裂后分离球果内

的种子，搓揉后去除种翅，将所得干净的种子置于阴凉干燥处进行保存。

[0017] ②种子的层积

  在2017年10月中下旬，将阴干保存的种子取出，采用0.5%的高锰酸钾溶液分别浸泡种

子和石英砂（粒径0.5mm～1.0mm）30min，之后用清水冲洗3次以上，将清洗完毕的种子用清

水浸泡36小时，每天换水，浸泡结束后，将种子与石英砂按体积比为  1∶3的比例混合均匀，

置于密闭塑料盒中，于4  ℃的冰箱内层积处理60天；

2）温室选择

 温室选用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农学院园林1号温室，温室为具有后山墙的有供暖玻璃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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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冬季夜间温度在8～10℃以上，白天晴朗天气下温度在20～25℃。

[0018] 3）催芽

在2017年12月下旬，将层积60天后的种子从冰箱里取出，用1.0%多菌灵或者百菌清（有

效成分50%）溶液浸泡2小时，然后用清水清洗2遍，置于塑料盒中，确保种沙混合物体积不大

于盒子的一半，且盒中底部无积水，温度控制在25℃，催芽5～7天，待种子有50%以上露白即

可播种；

4）容器播种

①制备育苗基质

将草炭土、珍珠岩、腐熟羊粪、多菌灵（50%有效含量）按照体积比为3:1:0.5:0.1的比例

进行混合，然后按照每升添加吡虫啉（2%有效含量）2.0g的比例添加吡虫啉，混合均匀，得育

苗基质；

②育苗容器的预处理

育苗容器选择直径为4.0cm×7.0cm的可降解白色无纺布育苗袋，在播种前1～2天将所

述育苗基质填充至育苗容器内，填充量约为育苗容器体积的2/3，将填充好的育苗容器整齐

紧凑的摆放至规格为54cm×28cm的育苗盘中，之后采用喷洒方式向育苗容器中浇水，以全

部浇透为准；

③播种

将已经催好芽的东部白松种子进行播种，播种采用点播方式进行，每个育苗袋播1粒种

子，播种深度1.5～2.0cm，上面覆盖0.3～0.6cm的锯末，最后采用喷洒的方式浇透水。

[0019] ④覆盖

 播种完毕后，根据表面干湿程度进行喷水，确保表面不干。

[0020] 5）冬季温室管理

①鼠害防治

  在2017年12月上旬进全温室的鼠害防控，在温室内播撒灭鼠药。

[0021] ②浇水

东部白松播种后在7～10天（2018年1月初）内出苗，出苗后除阴天、下雪或光照强度不

足时，每天都应在中午温度较高时进行雾状喷水，以降低温室内温度，提高湿度。

[0022] ③病虫害防治

东部白松在冬季进行温室育苗虫害较少，主要为病害。其中在育苗早期和中期，湿度大

温度低的情况下病害容易发生，主要以猝倒病、茎腐病为主。从出苗开始，每周喷施0.5%的

噁霉灵（70%有效含量）进行防治。

[0023] ④除草

 容器育苗杂草不易生长，若有杂草生长，人工拔除即可。

[0024] ⑤温湿度控制

  在2018年1月～2月末，室外温度极低，可根据光照强度和棚内温度情况进行通风换

气，夜间放下温室保温棉被。但在2018年3月～4月因室外温度回升，晴天时中午通风换气2h

左右，防止温度过高。

[0025] 6）出圃

  在2018年4月下旬转移至吉林市林业科学研究院四合试验苗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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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试验结果：

在1000粒播种试验中，平均发芽率为92  .7％；东部白松幼苗生长健壮，长势良好，根系

发达，2018年4月末出棚时东部白松第二节间已经开始生长，转移运输后除少量搬运损失，

全部存活。

[0027] 以上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了描述。需要理解的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

特定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做出各种变化或修改，这并不影

响本发明的实质内容。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的实施例和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任意相

互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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