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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ＬＹ／Ｔ１７３０《油茶》分为三个部分：

———第１部分：优树选择和优良无性系选育技术规程；

———第２部分：优良家系和优良杂交组合选育技术规程；

———第３部分：育苗技术及苗木质量分级。

本部分为ＬＹ／Ｔ１７３０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的附录Ｂ、附录Ｃ和附录Ｄ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国家林业局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江西省林业科学院、湖南省平江县林业局、

湖南省攸县林业局、湖南省浏阳市林业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陈永忠、杨小胡、彭邵锋、王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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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　第１部分：优树选择和

优良无性系选育技术规程

１　范围

ＬＹ／Ｔ１７３０的本部分规定了油茶优树选择、油茶优良无性系良种选育方法、产量测定方法和年限、

优良无性系的质量标准。

本部分适用于中国南方油茶产区的油茶优树选择和油茶优良无性系的选育。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ＬＹ／Ｔ１７３０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Ｔ５５１２—１９８５　粮食、油料检验　粗脂肪测定法

ＧＢ／Ｔ１５６９０—１９９５　油籽含油量核磁共振测定法

ＧＢ／Ｔ１５７７６　造林技术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ＬＹ／Ｔ１７３０的本部分。

３．１

优树　狊狌狆犲狉犻狅狉；狆犾狌狊狋狉犲犲

在同一林分中相同立地条件下，生长量、产量、树形、适应性、抗逆性等方面显著优越于周围同种、同

龄的树木。

３．２

无性系　犮犾狅狀犲

由同一植株材料用无性方法繁殖产生的植株总和。

３．３

优良无性系　狊狌狆犲狉犻狅狉犮犾狅狀犲

在决选优树的基础上，通过无性系当代测定后选育出来的、比当地良种对照或参试油茶无性系平均

值增产且主要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系。

３．４

无性系测定　犮犾狅狀犪犾狋犲狊狋

通过田间实验，比较无性系间遗传差异，并从中选育出产量高、主要经济性状优异的无性系的试验

研究工作。

３．５

无性系测定林　犮犾狅狀犪犾狋狉犻犪犾狆犾犪狀狋犪狋犻狅狀

为测定各无性系的遗传品质及利用价值而建立的测定林。

３．６

田间实验设计　犱犲狊犻犵狀狅犳犳犻犲犾犱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

按照数理统计的原理和方法，将试验处理合理地布置于田间的各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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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对照　犮狅狀狋狉狅犾；犮犺犲犮犽

实验中用于校准环境差异，衡量参试材料目标性状表现优劣的基准处理，一般采用当地油茶良种为

对照，常以“ＣＫ”表示。

３．８

保护行　犵狌犪狉犱狉狅狑

为减少环境对实验区域边缘的影响，避免环境对实验材料的损害，减少试验的边际效应，在实验区

周围同时种植的若干行同种的树木。

４　油茶优树选择程序及指标

４．１　初选

４．１．１　在油茶自然林分中选择树形完整、树冠开展、生长良好、树龄１５年以上、产量和质量方面均表现

优良的植株作为优良单株。

４．１．２　在优良家系和优良杂交组合中选择，要求树龄６年以上。

４．１．３　连续４年产量测定。

４．１．４　产量标准：优良单株率不高于相同群体株数的１０％；按冠幅乘积计算连续４年平均每平方米冠

幅产果１ｋｇ以上，最低年产果量每平方米冠幅不少于０．５ｋｇ。平均鲜果含油率６％以上。连续４年平

均单株产果量达６ｋｇ以上。

４．１．５　抗油茶炭疽病等病的能力强，病果率在３％以下。

４．２　复选

继续实测２年单株产果量及炭疽病率，达到或超过相同的产量指标，低于相同的炭疽病率。

４．３　决选

４．３．１　继续实测单株产量及炭疽病率后，随机取两个果实样品，每样品茶果０．５ｋｇ，密封包装，作好标

记，２ｄ内测定鲜出籽率。然后将鲜籽烘干后待测其干出籽率、种仁含油率。

４．３．２　鲜出籽率４０％以上；干出籽率２５％以上；种仁含油率４２％以上。

５　优良无性系测定林的营建

５．１　造林

５．１．１　苗木

以所选择出的优树无性系为材料，经嫁接培育的２年生苗造林。苗木要求按本部分的油茶苗木质

量分级部分执行。

５．１．２　造林地

５．１．２．１　能代表当地适宜于油茶造林更新的主要地类。

５．１．２．２　整地方式、规格按ＧＢ／Ｔ１５７７６执行。

５．１．３　实验设计要求

５．１．３．１　实验区内的地块形状尽量完整，土壤条件基本一致。

５．１．３．２　多点测定的造林点生态类型基本一致。

５．１．３．３　一个品比实验参试无性系数宜在１０个～５０个之间。多于５０个时，采用分组随机完全区组

设计，并增设一个共同对照。

５．１．３．４　每一实验的造林地重复应不少于３次。

５．１．３．５　实验采用随机完全区组设计，每小区株数为５株以上。

５．１．３．６　重复和小区排列参见附录Ａ。

ａ）　立地变化较大时，设长方形重复和小区，重复长边平行于等高线，小区垂直于等高线方向设置。

２

犔犢／犜１７３０．１—２００８



ｂ）　立地平坦或地形变化不大时，可设方形重复和小区。

５．１．３．７　每块实验地周围设立保护行２行以上。

５．１．４　定植

５．１．４．１　按株行距２ｍ×３ｍ的密度造林。

５．１．４．２　同一地点内的实验林营造时间不应超过３ｄ，一个重复应一次造完。保护行同时定植。

５．２　以壮龄树换冠法

５．２．１　实验地选择

应选择交通方便，地形、坡向一致，地势开阔的缓坡地带。坡度应在１５°以下，土层深厚，土质疏松

肥沃，排水良好的地段。

５．２．２　林分选择

应选择林相整齐、株行距基本一致，密度适中（１５００株／ｈｍ２～１８００株／ｈｍ
２），病虫害少，生长较好

的１５年～２０年生油茶林分作砧木。

５．２．３　接穗来源

应使用经选育出的优树或优树无性系枝条作接穗。

５．２．４　实验设计

采用随机完全区组设计，每小区３株以上，每一实验的重复应不少于３次，参试优良无性系应１０个

以上。

５．２．５　建林方式

用撕皮嵌合嫁接法或插皮嫁接法换冠建立。每砧嫁接穗数根据树体大小灵活掌握，原则上每枝接

２个穗以上。

６　抚育管理

６．１　适时补植

以无性系嫁接苗新造的测定林，按照设计密度进行缺株的补植。

６．２　大树换冠林接后管理

换冠后按照嫁接操作程序做好解罩、断砧、护桩、抹芽和除萌以及补接等。

６．３　除草松土

６．３．１　造林当年５月至６月除草培蔸一次，以后在每年５月至６月间、８月下旬至９月间各进行一次，

松土深度一般要求１５ｃｍ以下，以不伤害幼树根为宜。油茶进入盛果期后，根据立地条件等，每年至少

浅锄一次，３年深挖一次。浅锄的时间，一般在每年雨季过后和旱季到来之前进行，即６月上旬至７月

下旬，深度１０ｃｍ左右。深挖应在采果后至翌年树液流动前，即当年１１月至翌年２月，深度１５ｃｍ～

２０ｃｍ。

６．３．２　采用草甘膦等除草剂进行化学药剂除草，施用量２２．５ｋｇ／ｈｍ
２
～３０．０ｋｇ／ｈｍ

２，兑水

４５０ｋｇ／ｈｍ
２
～８００ｋｇ／ｈｍ

２，于杂草生长旺季施用。

６．４　施肥

幼林施肥，一年两次，冬施腐熟有机肥或土杂肥等迟效肥，春施尿素、硫铵、磷铵等速效肥。成林施

肥视土壤养分含量、油茶生长状况以及生长的不同周期，施以不同类型的肥料。大年以磷钾肥、有机肥

为主；小年以磷氮肥为主。每年每公顷施复合肥４５０ｋｇ以上，并重视有机肥的施用，广开肥源，绿肥上

山，严禁在油茶林地铲草皮肥田。

６．５　保持水土

地势平缓，坡度在１５°以下的油茶林地可全垦，并视坡面的长短，在山顶、山腰和山脚留不垦带或挖

环山水平竹节沟。坡度在１５°以上，特别是砂岩、花岗岩发育的土壤，宜采用带垦，带内加设水平带状竹

节沟，挖一带留一带，隔年轮换。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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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主要病虫害防治

６．６．１　油茶主要病虫害有炭疽病、软腐病、烟煤病等。主要虫害有蛀茎虫、茶梢蛾、天牛、象鼻虫、尺蠖、

茶毛虫、金龟子、叶蜂等。应贯彻“防重于治”，以营林技术为基础，与生物、药物防治相结合的综合防治

措施。

６．６．２　在进行垦复、施肥时要注意清除病枝、病叶和病果，杀死虫卵和虫蛹，砍除历史病株。

６．６．３　保护天然天敌，进行生物防治。

７　测定方法和年限

７．１　测定年限

新造林第５年开始进行产量测定，并测量当年度的树冠冠幅面积，连续测定４年；大树换冠嫁接林

第４年开始进行产量测定，并测量当年度的树冠冠幅面积，连续测定４年。

７．２　产量测定方法

测产工作在林地进行，以单株为单位进行测定，用秤称量，读数精确到０．１ｋｇ。调查表格见附录Ｂ。

７．３　冠幅测定方法

树体冠幅测定用标杆尺测量，先判断树冠的基本形状，再以最接近的形状测量其投影面积，读数精

确到０．１ｍ。调查表格见附录Ｂ。

７．４　果实经济性状测定

果实经济性状测定格式见附录Ｃ。

７．５　含油率测定方法

采用传统索氏抽提法或核磁共振法，方法见附录Ｄ。

７．６　单位面积产量计算方法

大树换冠测定林产量计算方法：按品系计算出平均单株产果量，然后乘以鲜果含油率得平均每株产

油量，再以每公顷１６５０株折算成每公顷产油量。

新造幼林产量计算方法：４年平均每平方米冠幅产果量乘以鲜果含油率得到每平方米冠幅产油量，

再乘以按盛果期郁闭度为０．６０折算的结果冠幅面积即６０００ｍ２／ｈｍ２ 而得到每公顷产油量。每平方米

冠幅产果量用各年数据加权平均计算。

８　质量标准

８．１　新造林产量进入盛果期后，年平均产油４５０ｋｇ／ｈｍ
２ 以上，比参试无性系平均值高１０％以上，或比

对照高３０％以上；鲜出籽率４０％以上；干出籽率２５％以上；种子含油率４５％以上；抗油茶炭疽病等病的

能力强，病果率在３％以下，落果、裂果较少。

要求测定林实际产油量第５年７５ｋｇ／ｈｍ
２ 以上、４年平均２２５ｋｇ／ｈｍ

２ 以上。每平方米冠幅产果

１．２ｋｇ以上。

８．２　大树换冠测定林产量进入盛果期后，平均产油４５０ｋｇ／ｈｍ
２ 以上，比参试无性系平均值高１０％以

上，或比对照高３０％以上；鲜出籽率４０％以上；干出籽率２５％以上；种子含油率４５％以上；抗油茶炭疽

病的能力强，病果率在３％以下，落果、裂果较少。

要求测定林实际产油量第４年１５０ｋｇ／ｈｍ
２ 以上、４年平均３７５ｋｇ／ｈｍ

２ 以上。每平方米冠幅产果

１．２ｋ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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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田间实验设计排列示意图

Ⅰ

Ⅱ

Ⅲ

１ ２ ３ ４

　　注：Ⅰ、Ⅱ、Ⅲ———重复，１、２、３、４———小区。

图犃．１　田间实验设计排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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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油茶优良无性系当代测定产量调查表

表犅．１　油茶优良无性系当代测定产果调查表

　测定地点： 测定年度： 林班号：

　测定林建设时间： 测定林建设方式：

行号 株号 参试品系 树高／ｍ 冠幅／ｍ２ 产果量／ｋｇ 冠幅面积产果量／（ｋｇ／ｍ
２） 备注

调查人： 调查时间：

表犅．２　油茶优良无性系当代测定产果调查统计表

序号 参试品系 株数 产果量／ｋｇ 平均株产果量／ｋｇ 平均冠幅面积产果量／（ｋｇ／ｍ
２） 备注

统计人： 统计时间：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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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果实经济性状测定表

表犆．１　果实经济性状测定表

测定地点： 测定年度： 林班号：

测定林建设时间： 测定林建设方式：

品

系

１５个

样果重

果 径 果 高

范围 平均 范围 平均

果形

指数

每５００ｇ

鲜果数

每５００ｇ

鲜籽数

平均每果

鲜籽数

鲜果

出籽率

鲜果

含油率

测定人： 测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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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油茶籽含油量的测定方法

犇．１　传统检验方法

参照ＧＢ／Ｔ５５１２—１９８５。

犇．１．１　油茶籽剥壳出仁。出仁率犖 的计算见式（Ｄ．１）：

犖 ＝ （犠１／犠２）×１００％ …………………………（Ｄ．１）

　　式中：

犠１———剥出种壳后的仁重；

犠２———作样品的种子总质量。

犇．１．２　种仁水分（犃）的测定（仁壳分别测定），以减量法测定。取干净的铝盒，１０５℃烘至恒重，记下铝

盒的质量犠３，取试样２ｇ左右，精确称取样品和试样的质量犠４，将铝盒盖套在盒底上，放入烘箱内烘至

恒重，记下铝盒和试样的质量犠５，水分含量犃狓 和总的水分含量犃总 的计算见式（Ｄ．２）和式（Ｄ．３）：

犃狓 ＝１００×（犠５－犠４）／（犠４－犠３） …………………………（Ｄ．２）

犃总 ＝犃（１－犖）＋犃仁 犖 …………………………（Ｄ．３）

犇．１．３　仁烘干粉碎。以刀片切成薄片后再以粉碎机粉碎成小颗粒。

犇．１．４　 抽提样品准备。先将浸提瓶洗净烘干至恒重，编号，并记下质量犠０。称取１ｇ左右的试样犠６

转入研钵中，加入脱脂细砂研磨至出油状态，用铜匙将其转至滤纸上，并以脱脂棉揩尽研钵，并入滤纸

内，包扎好。

犇．１．５　 索氏提油，采用脂肪测定仪。将称好质量的试样放入已称重的浸提瓶中，加入约８０ｍＬ乙醚，

提取６ｈ左右，回收乙醚，将浸提瓶于１０５℃烘至恒重，并记下其质量犠７。

犇．１．６　含油量计算。

粗脂肪（湿基）＝ （犠７－犠０）／犠６×１００％ ………………………（Ｄ．４）

粗脂肪（干基）＝ （犠７－犠０）／［犠６（１－犃总）］×１００％…………………（Ｄ．５）

犇．２　核磁共振检验法

参照ＧＢ／Ｔ１５６９０—１９９５。

犇．２．１　标样的准备：取相应的精炼油在真空下烘至恒重，取约２０ｇ精确称重做为标样备用。

犇．２．２　样品的准备：均匀选取小于一定体积的样品（样品体积应在测定管的刻度线位置以下），在

１０５℃烘至恒重，备测。

犇．２．３　样品测定：采用核磁共振仪分析。

８
０
０
２—

１

０
３
７
１
犜
／
犢
犔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书号：１５５０６６··２１９４２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