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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不覆膜半年出圃夏插育苗技术
王 伦
渊安徽省舒城县河棚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袁安徽舒城 231340冤

摘要 舒城县河棚镇茶叶扦插育苗近 20 年袁茶叶覆膜扦插育苗技术已日臻完善袁但出圃周期长袁约 18 个月遥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袁
2018 年安徽德昌苗木有限公司成功探索出茶叶大田不覆膜半年出圃夏插育苗技术袁扦插了凫早 2 号等 6 个品种袁半年出圃率除舒茶早外
均达 70%以上遥本文介绍了茶叶不覆膜半年出圃夏插育苗技术袁包括打井尧苗床整理尧插穗培养尧扦插尧插后管理尧出圃等方面内容袁以供种
植户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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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县河棚镇茶叶扦插育苗近 20 年袁茶叶覆膜扦插育

苗技术已日臻完善袁但因出圃周期长渊约需 18 个月的时间冤袁
导致市场急需的茶叶良种不能及时有效供给袁土地利用率
和经济效益低遥在农技人员指导下袁2018 年安徽德昌苗木有
限公司成功探索出茶叶大田不覆膜半年出圃夏插育苗技术袁

4 扦插

扦插于 6 月 1 日开始袁7 月 17 日结束遥夏季高温蒸发

量大袁尽量选择早晚时段和阴天扦插袁晴天要避开 10院00要

15院00 的时间段遥

因蒸发量大袁插穗要随插随剪袁并保持苗床充分湿润袁

扦插的茶叶品种有舒茶早尧凫早 2 号尧龙井 43尧安吉白茶尧山坡

边扦插边遮阳袁及时搭建弓形骨架并覆上遮阳网袁拱高约

采穗圃管理尧插穗制作尧苗床整理尧扦插季节尧扦插手法与其

共用一幅遮阳网袁固定其边角袁一定要遮到边袁防止插穗灼

绿尧乌牛早等 6 个品种袁扦插面积 5.33 hm2袁约 1 000 万株曰

1 m袁选用遮阳率 75%的黑色遮阳网遥横向相邻的 2 张苗床

他夏插和秋插方法基本一致袁主要区别在于其不覆盖薄膜尧

伤枯死遥一幅遮阳网盖好后袁在遮阳网上面喷水袁喷头最好

仅覆盖一层遮阳网以及苗期管理方面曰11 月底出圃袁除舒茶

具有雾化效果袁插穗密度以叶挤叶为宜[2]遥

长袁根系发达袁栽植成活率高袁侧根数和主细根数均较多袁凫

5.1

早外出圃率均达 70%以上袁并且因其在近乎自然环境下生
早 2 号侧根达 52 条尧龙井 43 主细根达 40 条曰除舒茶早品

5 插后管理
水分管理
插穗能否生根成活关键在于水分控制遥光照越强尧温度

种外袁该项扦插技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好于其他扦插

越高袁越要保持土壤中含水量和遮阳网内的空气湿度袁具体

技术遥

浇水次数尧浇水量要根据天气情况而定遥特别是晴热天气袁

茶叶不覆膜半年出圃夏插技术袁如管理得当袁茶苗成活

率达 90%以上袁出圃率与品种有关袁对叶片较小品种出圃率
可达 75%以上袁对叶片大而厚的品种要要
要如舒茶早出圃率

仅逾 40%袁故对中小叶品种可采用该项扦插技术遥现将茶
叶不覆膜半年出圃夏插育苗技术介绍如下遥
1 打一口深水井
在苗圃附近打一口深水井遥快速有效降温是茶叶夏插
成功的关键之一袁深井水水温较地表水在夏季要低很多袁用
深井水喷淋袁能实现苗床快速有效降温遥
2 苗床整理
育苗前深翻土壤袁结合深翻人工去除杂草尧植物根系等曰

结合翻犁施用当地特有的生物农药要要
要油茶饼 375 kg/hm2袁
或在扦插前用浸泡 10 d 以上的油茶饼汁喷施苗床渊油茶饼
是天然的杀虫杀菌剂袁杀虫杀菌效果非常好冤曰或用甲基
托布津尧辛硫磷喷施杀菌杀虫曰扦插前用异松窑乙草胺喷施
除草遥
3 插穗培养
母穗园茶树修剪的时间随扦插时间的不同而变化袁扦
插季节越早袁修剪时间就越提前遥为了能采到符合要求的插

穗袁母株采茶只采前期春茶袁且最多只采 2耀3 批春茶袁然后
及时于 4 月中上旬开始修剪[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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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可于早晨与傍晚各浇 3 次水袁每次间隔约 1 h袁每次浇

水要淋透但不渍水曰晴天中午严禁浇水袁雷阵雨天和阴天可
减少浇水次数袁连阴雨天可不浇遥生根前一定不能缺水袁生
根后可逐渐减少袁苗高 25 cm 应控制水分[3]遥

5.2

病虫草害防治

结合浇水袁用 50%多菌灵尧50%吡蚜酮或 77.5%敌敌畏

防治病虫害 1耀2 次曰及时人工除草遥9 月上旬前人工剪去花
蕾袁减少养分消耗[4]遥
5.3 调节生长
因茶苗半年就可以出圃袁如何促进生长就很关键遥插穗

生根长苗后袁 结合浇水可用低浓度 14-羟基芸苔素甾醇尧大
量元素水溶液肥隔 7 d 浇 1 次袁共浇 2耀3 次曰苗高 10 cm 可增
加浓度袁苗高 25 cm 后停用遥据观测袁大多茶树品种夏插 20耀

25 d 切口能愈合袁55耀75 d 能长出不定根遥插后 110 d 观测袁凫
早 2 号等 5 个品种茶苗高度达 16耀25 cm袁着叶数达 7 片袁茶树
茎粗 0.2 cm袁生根数量多袁根系发达尧粗壮袁平均长度大于
3 cm袁最大长度可达 13 cm袁11 月初即可达到出圃标准渊表 1冤遥

适时揭去遮阳网炼苗遥一般 10 月上旬即可揭掉遮阳网

炼苗[5]遥

6 出圃

11 月中旬即可出圃遥据统计袁除舒茶早外袁出圃率均可

达 70%以上袁其中凫早 2 号出圃率高达 83%尧龙井 43 和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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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管理路径遥建议通过试验示范袁街道应明确 1 个优质

程冶尧农田改良工程和农业基本建设工程袁改善农业生产条

高产品种为当家品种袁1 个储备品种遥这样既确保小麦安全

件袁提高丘陵地区农业减灾尧抗灾和综合生产能力袁推进农

生产尧抵御外界不利条件袁又可以保证技术措施及时到位 遥

业生产新技术的应用袁实现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2]遥针对当

针对统一品种供应袁要加大财政投入袁实施良种补贴工程遥

前丘陵地区道路条件相对薄弱尧田块大小不一尧小麦机械化

具体对于确立的主推小麦品种袁街道根据种子经营户的销

作业成本大的难题袁应大力引进推广轻便尧质量优良尧性能

[1]

售情况袁实行统一补贴袁确保良种覆盖率达 100%遥另外袁在

先进尧性价比高尧农民认可的小型农业机械袁以适应山丘地

配套管理措施方面袁要积极与区农业执法部门联合袁加强区

带农民小麦生产之用袁让该地农民也获得高效机械化作业

域内种子经营户的管理袁力求达到统一品种供应袁净化种子

的便利遥

市场袁助力良种覆盖遥

3.4

3.2 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袁促进实用技术及时到位

探索打造野三融合冶场地袁政策补助粮食烘干加工
积极探索在新农村建设中推行的野三场合一冶规划袁将

针对生产人员老龄化的现实袁在 60 岁以下年龄段中袁

新建的社区休闲广场尧篮球场临时用作粮食晾晒场曰并动员

遴选一批具有一定接受能力和辐射能力的种植大户袁确立为

企业尧基层单位袁将空闲场所提供给农民晒粮遥建议通过加

稻麦科技示范户袁培育留得住尧接受能力强的新型职业农民遥

大财政补贴袁放宽农业设施用地政策袁鼓励农业专业合作

每到小麦生产管理时节袁如小麦拔节期尧抽穗开花期尧病虫

社尧粮食收贮加工企业购置烘干机具袁建设粮食烘干中心袁

发生期袁组织示范户尧种植大户开展小麦生产管理观摩活

解决设备投入大麦尧小麦晾晒难的问题[3]遥针对小麦种植规

动袁使其提高直观认识袁改变传统观念袁主动应用拔节肥尧适

模较小的农户袁政府应给予一定的粮食烘干补助袁由粮食烘

期开展小麦穗期野一喷三防冶等实用技术遥充分利用区农业

干中心统一烘干袁烘干的粮食由合作社或粮食收贮加工企

广播学校平台袁在 50 岁以下年龄段中遴选 20~30 名有志向

服务于农业的种植户袁开办成人教育班遥通过系统农业知识袁
培养农业生产新生力量袁打造农业生产高技能人才和农业
致富带头人遥
3.3 推进高标准化农田建设袁推广适用新型机械
针对农田标准化建设推进缓慢尧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的
丘陵地区袁坚持野科学规划尧集中连片尧突出重点尧整村推进冶
的原则袁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袁大力实施野沃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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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扦插日期

舒茶早
凫早 2 号
龙井 43
安吉白茶
乌牛早
山坡绿

06-10
06-16
06-18
07-09
06-12
07-11

表1
09-02
苗高 4 cm
苗高 15 cm
苗高 13 cm
苗高 3 cm
苗高 14 cm
苗高 2 cm

09-23
苗高 8 cm尧侧根 25 条尧侧根最长 4 cm
苗高 25 cm尧侧根 32 条尧侧根最长 10 cm
苗高 22 cm尧侧根 24 条尧侧根最长 9 cm
苗高 13 cm尧侧根 22 条尧侧根最长 5 cm
苗高 25 cm尧侧根 31 条尧侧根最长 9 cm
苗高 10 cm尧侧根 14 条尧侧根最长 5 cm

为 70%曰舒茶早出圃率最低袁仅为 45%遥加强对出圃后留下
的小苗管理[6]袁翌年秋季可达出圃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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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水平袁更要借助农业技术的传播渠道袁大力宣传推广
新品种尧新技术尧新成果遥实践证明袁多年来通过对农业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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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苗生长情况

牛早出圃率近 80%尧安吉白茶出圃率为 75%尧山坡绿出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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