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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桐新品种 9501 的特征特性及埋根育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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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泡桐新品种 9501 的特征特性袁从苗圃地选择尧整地施肥尧种根选择及处理尧育苗尧苗期管理尧苗木出圃等方面总结其育苗技
术袁以为 9501 的推广种植提供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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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是一个以中低山为主的山区县袁是皖南山地尧丘陵
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土壤大部分为黄壤尧黄红壤和黄棕壤袁年
平均气温 15.6 益袁适合泡桐栽植遥该县传统林业发展以种植
杉松针叶树为主袁而阔叶树种植面积相对较少遥近年来袁伴
随该县生态公益林工程建设的全面推行袁可供采伐利用的

择地势平缓尧背风向阳尧光照充分尧土壤肥沃尧土层深厚渊耕

作层超过 50 cm冤尧通透性良好尧排灌方便尧不会积水的砂壤
土或壤土作为圃地遥地下水位过高尧土质黏重的黏性土尧地

下害虫危害严重尧有丛枝病病源的地方袁不宜选作苗圃地袁
还应尽量远离泡桐大树袁以免传入病虫害[3]遥

人工商品林资源逐渐减少袁木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遥为此袁

2.2 整地施肥

决这一矛盾的最好办法遥现已提倡大面积发展针阔混交林
和阔阔混交林袁9501 泡桐则是首选树种之一遥
1 泡桐新品种 9501 的特征特性

施饼肥 1 500耀2 250 kg/hm2袁或施腐熟农家肥 6.0耀7.5 t/hm2

大力营造 9501 泡桐速生丰产用材林袁提高木材产量袁是解

泡桐杂交新品种 9501 经由中国林科院泡桐研究中心

选育袁经过几年的引种栽培袁与其他品种相比具体明显的
优势 院淤树干通直袁主干通直圆满袁树冠卵形至长卵形袁
冠幅较窄至中等曰该品系为连续接干型袁自然接干能力强遥
于生长迅速袁树高年生长量 1.5 m袁胸径年生长量 2.8 cm袁
[1-2]

主干材积年生长量达 0.053 m3遥盂抗病力强袁丛枝病是危害
泡桐的严重病害袁新品种抗病能力明显提高袁9501 的感病
指数为 0.212 5遥榆材质优良袁木材密度高尧白度高袁达到优
质桐材标准遥虞适应性强袁9501 属种间杂交种袁具有广泛的
适应能力遥

9501 生长迅速袁接干性强袁单株出材率高袁轮伐期短袁投
资回报快袁具有成材早尧易繁殖尧质轻尧不翘尧不裂尧不易变
形尧易加工尧易雕刻尧绝缘性好尧纹理美观尧隔潮性好尧声学性
好等优点袁广泛用于建筑尧装潢尧家俱尧航空尧人造板生产等
领域遥因此袁积极推广泡桐杂交新品种 9501袁按照高标准设

计尧实行多种栽培管理模式袁能真正起到示范和推广作用遥
9501 泡桐种植推广袁不但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袁还有改善栽

植区生态环境气候袁保持水土袁涵养水源的生态效益袁加快
当地林农就业袁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袁促进社会稳定的社会效
益的作用遥

在秋冬季节深翻 40耀50 cm袁翻后浅耕细耙袁结合浅耕袁

过冬袁以进一步腐熟曰埋根前 1 个月左右再施复合肥 1 500耀
2 250 kg/hm2遥2 月底或 3 月初袁平整土地袁作成高床袁床面宽
70耀130 cm袁床高 20耀30 cm袁床面平整袁土粒细碎袁四周开好

排灌边沟袁圃地面积大的还要开中沟袁以利于排水遥埋根前
5耀7 d袁施 50%辛硫磷颗粒剂 15.0耀22.5 kg/hm2尧硫酸亚铁
150耀225 kg/hm2袁进行土壤消毒[4]遥
2.3 种根选择及处理

2.3.1 种根选择及挖根时间遥在良种圃地中选择一至二年
生尧大头直径 1耀3 cm尧无机械损伤尧无病虫害的苗根作育苗

用种根遥种根采集从泡桐落叶后至第 2 年春发芽前均可进
行袁一般在 2 月下旬至 3 月中旬结合起苗进行遥

种根剪切及分级遥按长度 10耀12 cm 的规格剪成种根

2.3.2

条遥剪取种根时袁要用利剪将切口剪得平滑尧无损伤袁将种根
上头渊大头冤剪成平口袁下头剪成斜口袁以防止埋根时倒插遥
在进行种根条剪切时袁依大头直径分成 3 级院1.0耀1.5尧1.5耀
2.5尧2.5 cm 以上遥
2.3.3

种根条处理遥春季采集的种根渊或冬季采集时袁圃地

已准备好可以马上埋根育苗的种根冤袁只需在晴天将种根条

摊开晾晒 12耀24 h 至切口不粘土袁即可随时运往圃地埋根育

苗遥晾晒的目的是使种根条中过多的水分蒸发袁以防发霉尧
烂根遥
冬季采集的种根应及时储藏袁储藏方法视储藏时间而

2 埋根育苗技术
泡桐 9501 在皖南一般采用无性繁殖袁即扦插渊根插冤繁

定遥储藏时间在 15 d 左右的袁将种根条摊开放在通风尧阴凉

限度地保持母本的优良遗传特性袁即干型通直尧生长快尧适
应性强尧抗病性强等优点遥且该育苗方法简单易行袁出苗快袁
出苗率高袁出苗整齐袁育苗成本低遥

厚 10 cm 的湿沙袁将晾晒过的种根大头向上排列于沟内袁种

殖袁当地俗称埋根育苗遥用无性繁殖方法培育苗木袁能最大

2.1 苗圃地选择
泡桐 9501 喜光尧喜肥尧喜湿尧忌旱尧忌淹遥泡桐育苗应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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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室内即可曰储藏时间在 15 d 以上的袁可在背风向阳尧排水
良好的地方袁挖一个宽 1 m尧深 50耀70 cm 的储藏沟袁沟底铺
根间填充湿沙袁种根太多时可分上下排 2 层袁中间用湿沙隔

开袁上面再盖厚 20耀30 cm 的湿沙袁最后用土封坑袁封土厚度
以不冻种根为宜遥沙的湿度以手握成团不出水尧手松即散为

宜遥放种根时袁每隔 1耀2 m 立一草把袁以利于通气遥种根储藏

后袁在储藏沟上方搭野人冶字形草帘或竹帘袁周边应挖排水
沟袁防止雨尧水流入储藏沟内遥在种根储藏期间袁每隔 1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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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检查 1 次袁查看种根是否有霉烂迹象遥发现霉烂袁应翻

铵 375耀525 kg/hm2曰第 2 次在 6 月中下旬袁施磷酸铵 600耀

储藏遥如沙子过干袁应及时洒水保湿遥种根不要堆成大堆袁以

入袁施后封土曰榆灌水遥天旱时应结合施肥适当灌水遥

坑晾晒袁也可用 0.1%高锰酸钾溶液浸根 30 min 后袁晾干再

750 kg/hm2袁一般在离苗木 20耀30 cm 处开穴或挖半月形沟施

免发霉尧烂根 遥

2.5.3 速生期管理遥7 月中旬至 9 月初为速生期遥这一时期袁

2.4.1 埋根时间遥安徽省泡桐埋根育苗时间一般在 2 月中

因此袁该阶段的水肥管理工作十分重要遥一是要及时除草遥

[5]

2.4 埋根育苗

下旬至 3 月底袁最好在 2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遥

2.4.2 育苗密度遥育苗密度对苗木质量的影响非常大袁应该
根据育苗目标尧土壤肥力和管理条件而选择合适的育苗密

度遥埋根密度为 0.8 m伊0.8 m袁埋根量约为 1.5 万根/hm 袁苗木
2

规格为地径 3 cm袁苗高 3 m以上曰如要培养苗高 4 m尧地径

6 cm 以上的壮苗袁埋根密度以 1 m伊1 m 为宜袁埋根约 9 000
根/hm 曰要培养更大的苗木袁如苗高 5 m 以上的壮苗袁则可用
2

1.2 m 以上的行距遥为便于管理操作袁也可以采用宽行距尧窄
株距的方式埋根遥

2.4.3 埋根方法遥将种根条按粗细或不同等级分开育苗袁以
利出苗整齐尧均匀袁苗木规格一致遥埋根前袁用过磷酸钙醮
根袁首先按株行距定点挖穴或用竹签引洞袁将种根大头渊平
口头冤朝上直插穴内袁顶端埋入土中 2耀3 cm袁将土壤压实袁使
种根与土壤密接袁再在上面盖虚土并稍微压紧遥若种根分不

苗木地上尧地下部分生长迅速袁苗木高度 10 d 可达 1 m 多遥
由于这个阶段高温尧高湿尧雨水多袁杂草生长很快遥二是施
肥尧培土遥为了能促进埋根苗根系发育袁提高苗木质量袁应结
合施肥进行 1 次根部培土袁培土高度 5耀10 cm遥三是及时排

水遥雨水季节要保证排水沟畅通袁雨后苗圃地上无积水遥四
是灌水遥在高温干旱季节要保持土壤湿润袁注意灌水遥五是
追肥遥在 7 月上旬尧7 月下旬尧8 月中旬袁各追施 1 次速效肥袁

每次施硫酸铵 900耀1 500 kg/hm2遥六是抹芽遥为促进苗干的

生长袁应及时将苗木生长期萌发出的腋芽应及时抹掉袁速生
期腋芽生长很快袁每 5 d 左右抹 1 次遥

2.5.4 生长后期管理遥9 月上旬以后袁苗木地上部分生长逐

渐减缓袁约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封顶袁苗高生长完全停
止遥但 9 月苗木生长量仍较大袁可在 8 月底尧9 月初袁再施磷
钾复合肥 600耀750 kg/hm2袁促进苗木的后期生长和苗木木质
化袁提高苗木质量遥10 月中下旬以后袁苗木开始进入休眠期袁

清大小头袁则将种根平埋袁以避免种根倒插遥

少浇或不浇水施肥袁使其安全越冬遥

2.5 苗期管理

2.5.5 病虫害防治遥在泡桐苗木生长过程中袁应做好病虫害

2.5.1 出苗期管理遥正常情况下袁种根埋下后 30耀40 d袁种根

顶端开始萌芽遥从埋根至 5 月上中旬袁苗木长出高约 10 cm
时为出苗期遥在这个时期袁应做好以下工作院淤排水遥要及时

排除苗圃地积水曰于地膜覆盖遥要防止雨后地表板结袁最好
采用地膜覆盖袁既可增加地温袁又可防止地表板结袁延长苗
木的生长期曰盂除萌遥要及时去萌袁即对每个种根条上萌发
的多个萌芽袁只保留 1耀2 个健壮芽袁其余的芽及时抹去曰榆
适时进行除草尧浇水和病虫害防治等[6]遥
2.5.2

生长初期管理遥5 月中下旬至 7 月初为泡桐生长初

期遥这一时期袁苗木的根系生长较快袁苗高生长较慢遥此间的
管理工作袁应注意 4 个方面院淤定苗遥当苗高达 10耀20 cm 时

定苗袁每穴保留 1 株健壮幼苗袁其余的除掉曰于培土尧除草遥
及时进行幼苗根部培土尧除草曰盂追肥遥每隔 10 d 左右追施

0.2%尿素水溶液袁每株浇 1 kg遥也可在 5 月底以前袁施硫酸

防治工作遥泡桐苗期的害虫主要有芽虫尧金龟子尧地老虎尧泡
桐网蝽尧泡桐叶甲尧泡桐丛枝病尧泡桐炭疽病等遥
2.6 苗木出圃

泡桐埋根苗出圃时间院除秋季 10 月左右带叶造林外袁

通常是在春节前后进行遥由于泡桐埋根苗多数形成 2 层根袁

出圃时除挖出上层根外袁还应挖出下层根遥起苗时袁根幅保
持在 50 cm 左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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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袁加强肥水管理袁及时防治杂草袁套种作物距离苗木最

质壮苗关和栽植关袁管理期把好幼林抚育关和病虫害防治关遥

及时防治病虫害袁3耀5 年后即可培育优质的生物质木本油料

择的原则选择适宜的造林树种遥造林时把好整地关袁选用优

近不超过 50 cm袁以免争水尧争肥尧争光袁加强松土除草施肥袁

2.3.1 造林整地遥在选择好的造林地上进行全垦或穴状整地袁

能源林遥

株行距可采用 3 m伊4 m 或 4 m伊4 m 的规格袁中间设置套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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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械挖 1 m伊1 m伊1 m 的大穴袁然后回填表土袁施入有机肥袁
作物带遥

2.3.2 选壮苗袁谨栽植遥根据 4 种生物能源木本油料树种的

优质壮苗标准袁选取玉级苗进行造林遥栽植时在整理好的栽

植穴内挖明穴 50 cm伊50 cm伊50 cm袁将苗木竖直放入穴内袁使
根系舒展袁浇水填土封好夯实袁栽植深度以高出苗木在苗圃
地时地径上部 2耀3 cm 为宜遥

2.3.3 加强管理遥苗木栽植后袁在套种作物带套种矮杆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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