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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DB36/T 597—2010《分宜苎麻种植技术规程》，与DB36/T 597—2010相比，主要技术变

化如下： 

——标准名称修改为苎麻种植技术规程； 

——添加测土的检测内容； 

——添加追肥方法及用量要求； 

——添加附录苎麻主要病虫害识别与防治。 

本标准由新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西恩达麻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宜县农业农村和

粮食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志慧、龚志辉、郭雪华、华小军、钟志兵、钟云、廖敏、黄建新、刘带根、

褚特野、喻志东。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DB36/T 59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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苎麻种植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苎麻种植的技术，包括苎麻的产量与品质指标、繁殖技术、麻园建设与管理、病虫害

防治及收获等。 

本标准适用于江西省范围内苎麻的种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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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7699  苎麻 

3 产量与品质指标 

成龄麻每666.7m
2
原麻产量200kg左右，单纤维支数平均在2000公支以上。 

4 繁殖技术 

4.1 品种选择 

选用产量高、品质好、抗逆性强的优良品种。 

4.2 繁殖方式 

4.2.1 以扦插繁殖为主，也可采取分蔸繁殖、细切种根育苗繁殖等方式。 

4.2.2 扦插繁殖见附录 A。 

4.2.3 分蔸繁殖以春秋季为佳，采用快刀分取成龄麻蔸，2～3株为一蔸进行移栽。 

4.2.4 细切种根繁殖将跑马根切成 0.5g～1g左右的小段，龙头根和扁担根去除腐朽部分后切成 5g左

右的小段，每段留 2～5 个芽，覆土育苗移栽，一般 3～4月育苗，5月移栽。 

5 麻园建设 

5.1 择地 

应选背风、向阳、防渍的丘陵缓坡地建园。 

5.2 测土 

取样检测土壤地力，样本数视地形地貌而定，一般以50亩～100亩一个样本。检测内容为速效N、速

效P、速效K、有机质含量、pH值等，测土方法见《土壤分析技术规范》（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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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整地 

整地要精细，以畦宽3m、畦长12m为宜，垄沟宽0.5m为宜。 

5.4 栽植密度 

根据品种类型和土壤肥力确定，深根型品种发蔸慢、浅根型品种发蔸快，以每666.7m
2
栽植 

2000～3000蔸为宜。 

5.5 栽植方法 

采取宽行密株方式栽植，冬夏宜深，春秋宜浅。株距35cm～40cm，行距70cm～80cm。 

6 麻园管理 

6.1 新麻园管理 

6.1.1 查蔸补缺 

栽植后10d进行。 

6.1.2 中耕除草 

破秆前中耕除草2～3次，中耕深度10cm～15cm，蔸边浅耕，行间深耕。 

6.1.3 施足基肥 

新麻的基肥以农家肥为主，根据测土情况和苎麻的需肥规律合理使用。 

6.1.4 追肥提苗 

选择阴雨天提苗追肥2～3次，分别为成活后、苗高25cm时及苗高50cm时，每666.7m
2
分次施尿素 

3kg、5kg、7kg。 

6.1.5 打顶 

成活后进行麻苗打顶，并培土促进地下部位生长，苗留茬5cm以内，带叶2～3片。 

6.1.6  破秆 

春栽一般在8月上旬或黑秆1/2时，采用砍去麻秆或扯皮后再砍的方式破秆。 

6.2 老麻园管理 

6.2.1 深中耕 

一般在12月上中旬深中耕。末季麻收获后，在行间中耕10cm～15cm，全面疏松土壤，清洁麻园， 

切断部分跑马根，但蔸边宜浅。 

6.2.2 重施冬肥 

冬肥用量占全年施肥量的40%～60%，以堆肥为主，一般每666.7m
2
施有机肥500kg，或腐熟猪牛栏粪 

1000kg，或饼肥100kg左右，加施钙镁磷钾肥40kg～50kg。或施用N、P、K含量之和为45%的复合肥2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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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培土覆蔸 

中耕施肥后，结合清沟防渍，保护龙头根，畦面覆土2cm～3cm。有条件的地方可每666.7m
2
覆盖400g 

左右稻草或其它秸秆。 

6.2.4 中期除草 

重点在苗期进行，一般浅中耕3cm～5cm，头麻应中耕除草2～3次，分别在萌芽出土时、齐苗时、封

行前各清除一次杂草；二麻、三麻在苗期浅中耕一次。 

6.2.5 施肥 

6.2.5.1 施肥标准 

根据面积确定施肥量，按每666.7m
2
施纯N：10 kg～15kg，P2O5：2.6 kg～3.9kg，k2O：13.6 kg～19.4kg，

N:P:K比例为4:1:5的标准施用。 

6.2.5.2 追肥 

适时适量追施催芽肥、提苗肥和壮秆肥。出苗前施催芽肥，以复合肥或腐熟的饼肥、人畜粪为主，

复合肥每666.7㎡施15  kg  。苗高20cm时施提苗肥，苗高40cm～70cm时施壮秆肥。以速效N、速效K为主，

一般每666.7m
2
施尿素10kg，氯化钾5kg～7.5kg。头麻要追肥3次，二麻三麻生长期短，只追施催芽肥和

提苗肥。 

6.2.5.3 追肥方法 

一般穴施或条施，结合中耕进行。在苎麻旺长期可采取根外追肥方法，施用0.2%尿素，0.01%磷酸

二氢钾，0.01%硼砂，极可提高苎麻品质。 

6.2.6  防旱抗旱 

早收头麻，及时中耕，旱前行间覆盖杂草、麻骨、麻壳等。 

6.2.7 防涝排渍 

渍水易引起苎麻败蔸，春季应注意清沟排水，保持沟渠畅通，丘陵山区要做好围山沟，保持畦面平

整。 

6.2.8 防霜抗冻 

加厚冬培土，覆土3cm以上，适当推迟第一次中耕除草时间，防止头麻出苗后的早春霜冻。 

7  病虫害防治 

7.1 主要病虫害 

苎麻病虫害主要有苎麻根腐线虫病、苎麻白紋羽病、苎麻炭疽病、苎麻疫霉病、苎麻夜蛾、苎麻黄

蛱蝶、苎麻赤蛱蝶、苎麻天牛、金龟子等。 

7.2 防治原则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以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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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防治方法 

7.3.1 农业防治 

选用抗病虫优良品种；适时收获,防止苎麻天牛孵化后转移到蔸部危害；及时清除病蔸、病残体及

杂草，减少初侵染源。 

7.3.2 物理防治 

灯光诱杀苎麻夜蛾、金龟子等害虫；人工捕杀苎麻天牛，摘除苎麻黄蛱蝶、苎麻赤蛱蝶的蛹和卵块

等等。 

7.3.3 生物防治 

保护天敌，提倡使用生物农药。 

7.3.4 化学防治 

在病虫防治适期选用已登记的农药，按标签说明书推荐用量使用。主要病虫防治方法见附录B。 

8 收获 

8.1 收获标准 

麻株从下到上逐渐变褐，出现木栓化，当黑（褐）秆1/2且下部麻叶脱落、梢部手捏不断时即为 

工艺成熟期，便可开始收获。 

8.2 收获次数 

一般每年可收获3～4次。 

8.3 收获方法 

8.3.1 扯剥法 

在麻园将麻皮从茎秆上剥下，然后用刮麻器刮去麻皮表层的麻壳，具体流程为：田间扯剥麻皮 

浸泡    刮麻    晾晒，获得原麻。 

 

8.3.2 砍剥法 

将苎麻秆从田间砍下后运至田边或剥麻场地，然后用动力剥麻机或非动力剥麻机完成剥皮，去麻骨， 

收获原麻，流程为：砍麻  （浸泡）  机械或人力剥麻机脱皮脱麻   晾晒。 

8.4 分级出售 

将收获晾干的原麻按GB/T  7699标准分级后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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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苎麻嫩梢扦插快速繁殖技术 

A.1 品种选择 

选用产量高，品质好、抗逆性强的品种，单纤维支数平均在2000公支以上。 

A.2 繁育时间 

3月下旬至10月下旬均可取枝扦插。 

A.3 摘心打老叶 

扦插前  10d～15d  ，抹掉植株生长点并摘除所有老叶，留茎上部  2～3 片待展小叶，每666.7㎡施  5kg

尿素，3d～5d 后植株上部每个节位即开始发出侧芽。 

A.4 苗床准备 

选择地势较高、平坦、背风向阳、排水良好的肥沃沙质地块作为苗床，不要选用前作是苎麻的地块

作苗床，以免根腐线虫病等随麻苗带入大田。深挖17cm以上，耙碎土块整平厢面，按南北向开厢做垄，

垄宽110cm～120㎝，可在苗床上铺撒2cm～3cm厚的细河沙，提高土壤通气性。 

A.5 取材 

一般在晴天或阴天待苎麻植株叶片露水干后取材，选取植株叶片无病斑的嫩梢，以侧梢为宜，取材

长度7cm～8  cm。方法是当分梢长至7cm～8cm时，用手从基部向左右两边扳取或用刀片一刀切断，切口

要小，取好的嫩梢要用薄膜包好，放在阴凉处，洒上消毒液，防止叶片失水凋萎。 

A.6 修整嫩梢 

用单面刀片或小利剪逐一将嫩梢上的全展叶片剔除，将扦插材料剪成长7cm～8cm，留顶部2～3片小

叶，2～3个节的插条，上、下切口剪平，减少伤口。修整时手轻捏麻茎，不要损伤表皮，修整好的麻茎

放入装有消毒液的盆中。 

A.7 消毒 

将修整好的嫩梢浸入稀释500倍的50%多菌灵药液中3min～5min进行消毒，捞起后用小竹篓或塑料篓

装好并用薄膜包好，防止嫩梢污染和失水凋萎。 

A.8 扦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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扦插时用竹扦引洞再插苗，切勿伤嫩梢茎部，扦插的株间密度为5cm×6cm或6cm×6cm，以每平方米

300～400株为宜；嫩梢扦土深度为2cm～3cm，扦插后用洒水壶淋洒稀释500倍的50%多菌灵药液，淋透土

层，再用竹片弓拱，覆盖薄膜保温。 

A.9 苗床管理 

膜内温度应保持在30℃以内，高于30℃应在薄膜上面复盖遮阳物（草帘），或加盖遮阳网。当温度

上升到35℃时要在膜外淋水降温。晴天上午8时至下午5时，用草帘或遮阳网等遮荫，防止强烈日光照射。

一般盖膜压实后7d～10d麻苗开始生根，15d后90%以上生根，插后15d～20d即可揭膜炼苗，揭膜先两端

后两边，时间先短后长，到第20d以后即可全天揭开炼苗，炼苗4d～6d后，可以移栽到大田。 

A.10 出圃 

当麻苗长至3～4片新叶，株高15cm～20㎝，在中午强日光下不萎蔫，且新根开始变黄时，可出圃移

栽。起苗时，苗床要泼水，稍干后依次起苗，大小苗分开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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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苎麻主要病虫害识别特征与防治方法 

病虫名称 识别特征 药剂防治适期 防治方法 

苎麻根腐线虫病 

主害苎麻地下萝卜根，衩害根先出现不

规则黑褐色针头状斑点，后扩大成褐色大

斑，使根变黑褐色海绵状软腐，引起败蔸。

植株矮小纤细，叶黄易凋萎，严重时植株枯

死。 

4 月上旬 
   选用已登记的农药，按标

签说明书推荐用量使用。 

苎麻白纹羽病 

主要为害麻蔸，初在麻蔸上产生白色棉

絮状菌。后侵入根部，使根变黑腐烂，内有

白色纹羽状菌丝。 

12 月冬培时结合

施肥用药 

   注意防治地下害虫和根腐

线虫病，发现病株立即挖除，

带出园外集中销毁；对病穴淋

浇药液后盖土，铺草覆盖 24

小时，隔 10 天后不规则浇一

次。 

苎麻炭疽病 

主要危害叶片、叶柄和茎秆，叶片上产

生圆形或椭圆形病斑，病斑四周褐色，中央

灰色；叶柄和茎秆上出现中间凹陷的灰色梭

形病斑，严重时纤维上出现褐点。 

5~6 月，初见病株

时 

清除病残体；初见病株时

用药，隔 7~10 天 1 次，防治

2~3 次。 

苎麻夜蛾 

成虫前翅顶角有近三角形褐斑，外缘有

8 个小黑点。幼虫各节背面有 5~6 条黑色或

黄色短横纹，黑色型头、胸黑色横纹黄色，

黄色型头足黄色、横纹黑色。以幼虫蚕食叶

片，使叶片形成筛孔、缺刻或将叶片全部吃

光。 

在第 1~3 代幼虫

期（4 月中下旬至

5 月下旬、6 月中

旬至 7 月下旬、

8~10 月）内，于

卵孵高峰期或低

龄幼虫期施药 

在各代成虫产卵盛期至

幼虫孵化期，于清晨或傍晚摘

除卵块；头麻和二麻收获后及

时中耕松土灭蛹；低龄幼虫期

于早晨露水未干时用药。 



DB36/T 597—2020 

8 

苎麻黄蛱蝶 

成虫翅上黄色，外缘有 8~9 个土黄色

斑。幼虫头赤黄色，其余各节淡黄色，背面

有枝刺。初孵幼虫群集为害，将叶片叶肉吃

光，受害叶片呈“火烧叶”状，3 龄后分散

为害，叶片上出现孔洞或缺刻，严重时仅剩

叶柄和叶脉。 

6 月、9 月第一、

二代初孵幼虫未

分散前。 

冬春清除麻园残树落叶

和杂草；人工捕捉成虫，摘除

虫蛹和卵块；初孵幼虫未分散

前施药。 

苎麻赤蛱蝶 

成虫翅中间有 1 个赤褐色不规则云纹

状斑，翅端有 7~8 个白色斑。幼虫黑色，胸

腹部各节有枝刺。初孵幼虫卷食顶端嫩叶，

仅留白色表皮；3 龄后在中上部大叶吐丝卷

叶为害，仅留下网状叶脉。 

3 月下旬、8~9 月

各代低龄幼虫期 

摘除虫苞；3 龄幼虫前用

药。 

苎麻天牛 

成虫前胸背板浅绿色，有 2 个圆形黑

斑，鞘翅上有浅绿或黑色花斑。成虫取食叶

柄和嫩梢，主茎停止生长，产生分枝。幼虫

蛀食麻蔸根部，造成麻根枯死，麻蔸分蘖少，

麻株细弱，严重时萎黄枯死。危害麻蔸、萝

卜根和扁担根 

5 月上中旬、8~9

月 

5~6 月于清晨或傍晚人工

捕杀成虫；适时收打头麻，及

时扯剥麻皮，减少虫卵和初孵

幼虫；用药淋麻蔸，杀灭初孵

幼虫。 

金龟子 
种类很多，以幼虫咬断幼苗或根部，导

致植株枯黄而死亡。 
成虫期、幼虫期 

灯光诱杀金龟子成虫；药

剂拌细沙撒施，杀灭金龟子幼

虫。 

注：用药时，应选用已登记农药，优先选用生物农药，按照标签说明书推荐的用量使用，禁止使用国家已禁用农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