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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西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西省红壤研究所、江西中医药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何绍浪、黄欠如、朱卫丰、王馨悦、黄尚书、葛菲、王斌强、成艳红、张昆、

钟义军、孙永明、吴艳、林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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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葛种苗生产技术及质量分级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粉葛种苗的术语和定义、种茎准备、育苗、种茎分级、种苗分级、运输保存、田间档

案。 

本文件适用于江西区域内粉葛种苗的生产和质量分级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LY/T 2044  葛根栽培技术规程 

DB36/T 445  绿色食品 葛生产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粉葛 Pueraria thomsonii Benth 

豆科葛属藤本植物，三出复叶，具有富含淀粉的膨大块根。 

3.2  

粉葛种茎 Pueraria thomsonii breeding stem 

剪成长度为7.5 cm～13.0 cm并保留一个芽眼的用于繁殖粉葛种苗的主蔓，又称插穗。 

3.3  

粉葛种苗 Pueraria thomsonii seedlings 

粉葛插穗扦插发芽长成的带根或不带根的幼苗，又称扦插苗。 

3.4  

葛头 basal part of stem 

粉葛插穗在生长过程中的膨大部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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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蔓 main vine 

由粉葛种苗上直接抽生的藤蔓称为主蔓。 

4 种茎准备 

4.1 种茎选择 

11月下旬至12月上中旬，即主蔓上叶片自然转黄后，选择具有该品种典型性状且生长一致无病虫害

的主蔓作种茎。 

4.2 主蔓贮藏 

育苗前，选择背风向阳、地势高燥、排灌方便、便于管理的温室或大棚作主蔓贮藏圃，先在地面铺

一层10 cm厚的稻草，然后摊上粉葛主蔓，高度控制在1.5 m左右，再覆盖厚度0.10 mm～0.12 mm的聚乙

烯薄膜，每隔7d喷洒水1次～2次。 

4.3 种茎处理 

选取距葛头0.5 m～1.5 m的主蔓，剪成若干插穗，插穗扦插前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浸

泡2 h。 

5 育苗 

5.1 苗床准备 

选择地势平坦、避风向阳、排水良好、肥沃疏松、土层深厚、以中性土壤或微酸性的砂质红壤或黄

红壤作苗床。翻耕细耙，除净杂草和草根。整成畦高20 cm～25 cm、畦宽80 cm～100 cm、沟宽20 cm～

30 cm的苗床。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800倍液喷洒苗床，用塑料膜覆盖苗床3 d～4 d后备用。 

5.2 种茎扦插 

1月中下旬，按株行距5 cm × 5 cm将种茎插入苗床内，插的深度以种茎的芽眼刚好平贴土面为准，

扦插完成后浇透水，用2 m左右长的竹片，在苗床上插成拱形，每隔30 cm～40 cm插一根，再盖幅宽2 m、

厚度0.10 mm～0.12 mm的聚乙烯薄膜，沿四周用泥土压实。 

5.3 苗期管理 

5.3.1 苗床管理 

视土壤墒情及时浇水，保持苗床土壤湿润。苗床最适宜温度为20℃～25℃，苗床温度低于30℃不揭

膜，高于30℃时，上午应揭开小拱棚两端薄膜通风降温，下午四五点时盖好两端薄膜保温。 

5.3.2 病虫草害防治 

育苗期主要病虫害为蛞蝓，防治按照 LY/T 2044 执行。草害采用人工除草的方式进行除草，不得使

用除草剂。 

5.3.3 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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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栽前，揭膜炼苗5d～7d。 

5.4 起苗 

3月中下旬起苗，起苗前应浇透水，以利起苗。种苗直接拔起，分级摆放，将芽朝向一致，叠放整

齐。 

6 种茎分级 

6.1 分级 

粉葛种茎按质量分为一级和二级，分级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种茎质量分级 

等级 芽眼下端长度 芽眼上端长度 茎直径 出芽率 

一级 
8.0 cm≤芽眼下端长

度＜10.0 cm 

2.0 cm≤芽眼上端长度

＜3.0 cm 
1.0 cm≤茎直径＜1.4 cm ≥90% 

二级 
6.0 cm≤芽眼下端长

度＜8.0 cm 

1.5 cm≤芽眼上端长度

＜2.0 cm 
0.7 cm≤茎直径＜1.0 cm 80%≤出芽率＜90% 

6.2 判别 

四项指标在同一质量等级时，直接定级。有任何一项指标为二级时，判为二级。有任何一项指标在

二级以下时，判为不合格。 

7 种苗分级 

7.1 分级 

粉葛种苗按质量分为一级和二级，分级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种苗质量分级 

等级 最长单芽长度 最长单芽展叶片数 茎直径 移栽成活率 

一级 
2.0 cm≤最长单芽长度＜4.0 

cm 
1片 1.0 cm≤茎直径＜1.4 cm ≥90% 

二级 
4.0 cm≤最长单芽长度＜6.0 

cm 
2片 0.7 cm≤茎直径＜1.0 cm 

80%≤移栽成活率

＜90% 

7.2 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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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指标在同一质量等级时，直接定级。有任何一项指标为二级时，判为二级。有任何一项指标在

二级以下时，判为不合格。 

8 运输保存 

8.1 种茎运输保存 

种茎直接用编织袋装好进行运输，运输过程中遮阳防雨。种茎到位后，做到随到随插。未及时扦插

的种茎放置阴凉处摊开，盖上稻草或编织袋，并每隔1d～2d喷洒水一次。 

8.2 种苗运输保存 

按照DB36/T 445执行。 

9 田间档案 

对粉葛种苗生产整个过程各环节所采取的主要技术措施进行详细记录，档案管理内容及要求按照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规定执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