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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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部分。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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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部分：育苗技术及苗木质量分级

１　范围

ＬＹ／Ｔ１７３０的本部分规定了油茶苗木的术语和定义、苗木培育方式、苗圃地的选择和管理规程、苗

木质量指标、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包装、标志、运输。

本部分适用于中国南方油茶产区的油茶实生苗、嫁接苗的生产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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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６０００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ＧＢ１５５６９　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ＬＹ／Ｔ１７３０的本部分。

３．１

一批苗木　犪犾狅狋狅犳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

同一树种在同一苗圃，用同一批繁殖材料，采用基本相同的育苗技术培育的同龄苗木。

３．２

苗龄　狊狋狅犮犽犪犵犲

苗木的年龄。以经历１个年生长周期作为１个苗龄单位。

苗龄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第１个数字表示家系苗在原地的年龄；第２个数字表示第一次移植后培育

的年数，数字间用短横线间隔，各数字之和为苗木的年龄，称几年生。

例如：

１０表示１年生家系苗，未经移植。

０．５１．５表示２年生嫁接苗，移植一次。

０．５０．５表示１年生嫁接苗，移植一次。

３．３

基径　犫犪狊犻犾犪狉犱犻犪犿犲狋犲狉

苗木地际直径，即家系苗、移植苗的苗干基部土痕处的粗度；嫁接苗为接口以上正常粗度处的

直径。

３．４

苗高　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犺犲犻犵犺狋

自地际至顶芽基部的苗干长度。

３．５

根系长度　狉狅狅狋犾犲狀犵狋犺

起苗修根后应保留的主根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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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家系苗　犳犪犿犻犾犻犪犾狊犲犲犱犾犻狀犵

用优良杂交组合子代或优良家系种子繁育的苗木。

３．７

嫁接苗　犵狉犪犳狋犲犱狊犪狆犾犻狀犵

采用嫁接法繁育的苗木。

３．８

芽苗砧嫁接　犺狔狆狅犮狅狋狔犾犲犵狉犪犳狋犻狀犵

以种子催芽后形成的幼嫩胚芽作砧木，以良种枝条作接穗，通过嫁接后成为小苗的方法。

４　苗木培育方式

４．１　嫁接苗

４．１．１　嫁接方法

采用芽苗砧嫁接方法。

４．１．２　嫁接规程

４．１．２．１　选种

选择大粒饱满的种子，霜降子５００粒／ｋｇ～６００粒／ｋｇ，寒露子６００粒／ｋｇ～７００粒／ｋｇ。

４．１．２．２　催芽

在室外排水良好、地势平坦的地面垫上１５ｃｍ的未使用过的河沙，把种子均匀撒在沙子上面，种子

不能重叠，再盖上１０ｃｍ厚的河沙，用水浇透，然后盖上薄膜，注意保温保湿。

４．１．２．３　起砧

当芽砧长到５ｃｍ左右的合适长度时，用手轻轻挖起，用水冲洗干净。

４．１．２．４　削砧

在子叶柄上方１．８ｃｍ～２．０ｃｍ 处切断，对准中轴切下一刀约１．０ｃｍ～１．５ｃｍ 深，胚根保留

６ｃｍ～７ｃｍ。

４．１．２．５　选穗

使用经审定的优良品系中上部的健壮春梢作接穗。

４．１．２．６　削穗

选取饱满的芽，在叶柄下方１．５ｃｍ处切断，削成楔形，削面长１ｃｍ左右，在叶柄上方０．５ｃｍ处

切断。

４．１．２．７　嵌扎

用铝皮或同类材料套入芽砧上，把削好的接穗嵌入芽砧内，对正一边形成层，捏紧（用手提接穗不掉

落下来即可）。

４．１．２．８　定植和管理

接好后统一于整理准备好的圃地中定植，浇足水，盖好保湿膜，圃地还应设置遮荫棚。嫁接４０ｄ后

应定期进行除萌、除草和病虫害预防等管理。

４．２　家系苗

４．２．１　种子选择

选出大粒饱满的种子，霜降子５００粒／ｋｇ～６００粒／ｋｇ，寒露子６００粒／ｋｇ～７００粒／ｋｇ。

４．２．２　种子贮藏

４．２．２．１　场地选择：应选用土面场地。

４．２．２．２　层积贮藏：选用未使用过的河沙贮藏，层积厚度应不大于１００ｃｍ，种子与沙的比例为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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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苗圃地选择和管理规程

５．１　苗圃地的选择

选择交通方便、地势较平、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排灌方便、劳力充裕的地方。

５．２　苗圃地的管理规程

５．２．１　育苗整地

５．２．１．１　育苗地秋、冬耕作深翻３０ｃｍ以上，播种前碎土，做到平、整、净、碎、匀。

５．２．１．２　翻耕时应进行土壤消毒，其方法根据土壤理化性质，因地制宜采用。

５．２．２　苗圃施基肥

视土壤肥力情况，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

５．２．３　排灌水

苗圃地均应开沟排、灌水。

５．２．４　除草

除草应掌握除早、除小、除了的原则。人工除草在地面湿润时连根拔除。

５．２．５　病虫害防治

５．２．５．１　病害防治

主要病害有菌核性根腐病、炭疽病等，应及时进行观测防治。

５．２．５．２　虫害防治

主要害虫有蝼蛄、地老虎等，应及时进行观测防治。

６　质量要求

６．１　油茶苗木共分为两级，等级规格指标见表１。

表１　油茶苗木等级规格指标

苗木

类型
苗龄

苗木等级

Ⅰ级苗 Ⅱ级苗

苗高／

ｃｍ

≥

地径／

ｃｍ

≥

根系

长度／

ｃｍ

≥

侧根主

要分布

于土层

以下／

ｃｍ

苗高／

ｃｍ

≥

地径／

ｃｍ

≥

根系

长度／

ｃｍ

≥

侧根主

要分布

于土层

以下／

ｃｍ

直观综合指标

家系苗

嫁接苗

１０ ２５ ０．３０ １５ ０～１５ １５ ０．２０ １２ ０～１５

０．５０．５ １１ ０．２５ １５ ０～１５ ７ ０．２０ １２ ０～１５

０．５１．５ ４０ ０．４０ ２０ ０～１５ ３０ ０．３０ １５ ０～１５

无检 疫 对 象，苗 木 新

鲜，色泽正常，生长健

壮，充分木质化，无机

械 损 伤，顶 芽 饱 满、

健壮

６．２　苗木分级应在庇荫背风处进行，分级后要做好等级标志。

７　检验方法

７．１　检验苗木病虫害限在苗圃中进行。

７．２　起苗后苗木质量检测要在一个苗批内进行，采用随机抽样法。取样方法按照ＧＢ６０００执行。

７．３　侧根数量：目测，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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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地径用游标卡尺测量，如测量的部位出现膨大或干形不圆，则测量其上部苗干起始正常处，读数精

确到０．０５ｃｍ。

７．５　根系长度用钢卷尺或直尺测量，读数精确到１ｃｍ。

７．６　检疫：按ＧＢ１５５６９执行。

７．７　每批苗木抽样检验时对不合格等级标准的苗木的各项目进行记录，如果一株苗木存在任何一种缺

陷，按一株不合格品计算，计算不合格百分率。

７．８　苗木检测工作应在避风阴凉处进行。

８　检验规则

８．１　检验工作限在原苗圃进行。

８．２　苗木应成批检验。

８．３　各级苗木中低于该标准的苗木比例不应超过５％，超过５％的应重新分级。

８．４　商品苗木应附苗木质量检验证书，格式见附录Ａ。

８．５　商品苗木应检疫。

９　包装、标志及运输

９．１　包装

苗木每１００株扎成一捆。

９．２　标志

商品苗木应附标签，标签模型见附录Ｂ。

９．３　运输

苗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长时间堆积重压、风吹日晒及冻害。应尽量缩短运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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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油茶苗木质量检验证书

油茶苗木质量检验证书存根

编号

苗木类型 品种（系）

株数 其中：一级 二级

起苗日期 包装日期 发苗日期

育苗单位 用苗单位

检验单位 检验人 签发日期

…………………………………………………………………………………………………………………

油茶苗木质量检验证书

编号

苗木类型 品种（系）

株数 其中：一级 二级

起苗日期 包装日期 发苗日期

育苗单位 用苗单位

检验单位 检验人 签发日期

图犃．１　油茶苗木质量检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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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油茶苗木标签模型

○

苗木类型

品种（系）

一级（数量）

二级（数量）

质量检验证书编号

出圃年月

生产单位

地址

电话

图犅．１　油茶苗木标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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