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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微型月季的单芽扦插繁

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对微型月季中下部枝

条进行修剪后浸泡于水中；B、将步骤A处理后的

枝条选取具有腋芽且尚未萌动的部分剪成插穗；

C、将插穗浸泡于生根粉溶液；D、将经步骤C处理

后的插穗进行扦插于含基质的穴盘中，浇透水后

覆膜生根；E、待插穗发芽、且根长达2cm后，掀开

膜并移入营养钵中；F、待插穗在营养钵中长满根

系后移栽盆中，即得成品苗。用本发明的方法可

通过单芽扦插方法简单、高效，扦插材料用量少，

节省基质用量，月季的存活率高，扦插后栽培管

理简单，可为微型月季产业化生产提供理论依

据，为之后工业化生产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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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微型月季的单芽扦插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将枝条选取具有腋芽且尚未萌动的部分修剪成插穗；

B、将插穗浸泡于生根粉溶液；

C、将经步骤B处理后的插穗进行扦插于含基质的穴盘中，浇透水后覆膜生根；

D、待插穗发芽、且根长达2cm后，掀开膜并移入营养钵中；

E、待插穗在营养钵中长满根系后移栽盆中，即得成品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型月季的单芽扦插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A中，所述枝

条为：选自基部起第三叶片处的枝条，且无病虫害、发育健壮、组织充实的枝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型月季的单芽扦插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A中，所述插

穗为一叶一芽，插穗长度为1.5～3cm，插穗上端部距离腋芽0.3～0.5cm，插穗下端部距离腋

芽1～1.5cm；插穗上端部为平口、下端部为斜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型月季的单芽扦插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中，所述生

根粉溶液为吲哚丁酸溶液，浓度为600～700ppm；所述浸泡时间为3～5s。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型月季的单芽扦插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所述扦

插前，在基质中加入多菌灵溶液，所述多菌灵溶液浓度为800～900倍50％的多菌灵溶液。

6.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的微型月季的单芽扦插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型月季的单芽扦插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所述扦

插时，插穗叶片统一朝向，并保持穴盘中含水量约为9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型月季的单芽扦插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D中，所述插

穗移入营养钵时，起苗时根系带上穴盘中的基质；移入后，营养钵中用相同的基质填充压

实，并浇定根水。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型月季的单芽扦插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E中，所述插

穗在营养钵中生长一周后，喷施肥料。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微型月季的单芽扦插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肥料为复

合肥料，使用量为1～2g/钵，每隔20d施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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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微型月季的单芽扦插繁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微型月季的单芽扦插繁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微型月季(Rosa  chinensis  minima)为蔷薇科蔷薇属多年生矮灌木，喜温暖湿润，

光照充足、富含有机质、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微酸性基质环境的环境。

[0003] 微型月季因具有株型矮小、花形小巧而紧凑、花期较长、耐寒能力较强及观赏价值

高等特点，常用作盆栽及园林地被植物，可布置花坛或点缀草坪，可进行花篱制作，亦可放

置于室内的窗台、阳台，或与山石、枯木等制成树桩盆景。国外盆栽微型月季已进入工厂化

生产，但我国在基质的选择、环境条件的控制、生产周期的调控、插穗品质的控制、生产繁殖

方式的优化等方面还存在问题，快速、高效的扦插繁殖方法对微型月季工厂化生产具有重

要作用。

[0004] 微型月季的繁殖方法常用扦插繁殖与组培繁殖两种方式，组织培养繁殖生产成本

较高，操作程序冗杂，耗费时间较多，生产周期较长。微型月季的单芽扦插繁殖具有开花时

间早，成苗速度快，节约基质用量，扦插材料用量少，可有效保持母体优良性状等优点，我们

在此基础上更加优化生根粉浓度、基质用量和栽培管理方式，节约劳动力以及生产成本的

同时扩大微型月季的种植规模，使本发明达到产业化生产的目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微型月季单芽扦插繁殖的方法；该扦插方法可高效利

用枝条，节约时间，生产成本低，管理方式简单，能实现微型月季工厂化的规模生产。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微型月季的单芽扦插繁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A、将枝条选取具有腋芽且尚未萌动的部分修剪成插穗；

[0009] B、将插穗浸泡于生根粉溶液；

[0010] C、将经步骤B处理后的插穗进行扦插于含基质的穴盘中，浇透水后覆膜生根；覆膜

可避免阳光直射，覆膜期间无需对其进行人工管理，2-3周后即可生根；

[0011] D、待插穗发芽、且根长达2cm后，掀开膜并移入营养钵中；

[0012] E、待插穗在营养钵中长满根系后移栽盆中，即得成品苗。

[0013] 优选地，步骤A中，所述枝条为：选自基部起第三叶片处的枝条，并挑选出无病虫

害、发育健壮、组织充实的枝条。

[0014] 优选地，插穗长度为1.5～3cm，插穗上端部距离腋芽0.3～0.5cm，插穗下端部距离

腋芽1～1.5cm；插穗上端部为平口、下端部为45°斜口。

[0015] 优选地，步骤B中，所述生根粉溶液为吲哚丁酸(IBA)溶液，浓度为600～700ppm；所

述浸泡时间为3～5s。

[0016] 优选地，步骤C中，所述扦插前，在基质中加入多菌灵溶液，所述多菌灵溶液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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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900倍50％的多菌灵溶液。

[0017] 优选地，所述基质pH在5.5～6.0之间。

[0018] 优选地，步骤C中，所述扦插时，插穗叶片统一朝向，并保持穴盘中含水量为90％。

[0019] 优选地，步骤D中，所述插穗移入营养钵时，起苗时根系带上穴盘中的基质；移入

后，营养钵中用相同的基质填充压实，并浇定根水。

[0020] 优选地，步骤E中，所述插穗在营养钵中生长一周后，喷施肥料。

[0021] 优选地，所述肥料为复合肥料，使用量为1～2g/钵，每隔20d施一次。

[002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微型月季单芽扦插繁殖的方法，相比较于传统的扦插技术，能

够充分利用微型月季的株型特征，节约了扦插所需用料，同时利用生根粉(IBA溶液)速蘸

法，大大节省浸泡所需时间。与现有的单芽扦插技术相比，我们用速蘸法生根粉浓度更低，

更能节省所需试剂材料；育苗容器上，选择128孔育苗穴盘，更能有效利用空间且减少基质

用料；管理养护上，无需多余时间人力照看插穗能有效提高扦插效率。

[0023] 经试验证明的本发明扦插技术生根存活率可达到92.18％，同时待成品苗高15cm，

有3～4节时，又可以将其修剪作为插穗进行扦插，不仅节约了成本同时保证并提升了存活

率，缩短了生根时间和二次扦插所需时间，达到微型月季工厂化规模生产的要求。

附图说明

[0024]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

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25] 图1为不同IBA浓度对根系平均长度的影响(有多菌灵)；

[0026] 图2为不同IBA浓度对根系根系活力的影响(无多菌灵)；

[0027] 图3为微型月季扦插过程示意图；其中，图3a为插穗示意图；图3b为扦插完成后的

总体图；图3c为扦插后覆膜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将有助于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但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应当指出的是，对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化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0029] 本发明涉及一种微型月季的单芽扦插繁殖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0] 1、在基质中加入多菌灵溶液，加水搅拌，平均分装于128孔穴盘内，待用。

[0031] 2、对微型月季中下部枝条进行修剪，剪后枝条立即浸泡于水中，保持基部湿润。

[0032] 3、对于步骤2中已挑选出的枝条中，剪除上、侧部枝幼嫩枝条，选取具有腋芽且尚

未萌动枝条，将其剪成插穗。

[0033] 4、扦插前，将插穗浸泡于生根粉溶液中3～5s后取出。

[0034] 5、将步骤4中蘸有生根粉溶液的插穗扦插于128孔穴盘内浇水直至浇透。

[0035] 6、用透明塑料薄膜覆盖住穴盘，2～3周后即可生根。

[0036] 7、待插穗发芽，根长达2cm后，掀开塑料薄膜，种植于5cm营养钵中

[0037] 8、1周后喷施肥料，待根系长满营养钵后移栽入9cm盆中，即为成品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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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本发明优选128孔穴盘。本发明秉持资源高效利用化，可以做到集中化种植管理，

减少基质用量，节约管理成本。本发明中对所述基质种类没有特殊要求，所述基质能达到保

持水分，透气，并可稳定支撑插穗，保持在酸性环境下即可，市场上常用扦插基质即可。

[0039] 本发明修剪前对微型月季枝条进行优选，选择标准为：自基部起第三叶片，无病虫

害，发育健壮，组织充实液压饱满又未萌动的枝条。本发明中有效运用一叶一芽插穗，可以

防止扦插过程中的养分以及水分的流失，利于生根和控制枝叶徒长。

[0040] 本发明优选枝条的中下部进行修剪，插穗长度约为2～3cm，插穗生物学上部距离

腋芽0.5cm，插穗生物学下部距离腋芽1cm，插穗上部剪成平口，下部剪成45°斜口，保证剪口

表面平整，以便形成愈伤组织。

[0041] 本发明优选吲哚丁酸(IBA)溶液，浓度为600～700ppm，速蘸法，通过选用外源激

素，促进插穗基部生根，加快生根速度。通过前期进行不同IBA浓度对比试验优选出了

700ppm为最佳浓度，达到生根长度最长，生根质量最佳的结果。

[0042] 本发明在基质中加入多菌灵溶液的浓度为800～900倍50％的多菌灵溶液；所述基

质pH在5.5～6.0之间。

[0043] 本发明优选覆膜式管理，通过覆盖塑料薄膜从而保证穴盘内基质湿度持续保持在

80％以上，无需进行全天候喷水管理，节省了水源，减少了劳动力投入；温度基本保持20℃

以上，满足生根所需最佳温度；通过对外隔绝生长于相对密闭环境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

止病虫害，促进种苗生长；利用透明薄膜既可以充分获取阳光，又可以避免太阳对其直射造

成初生幼嫩叶片灼伤。

[0044] 本发明优选施用复合肥，通过复合肥中所含营养元素促进地下部分吸收转化，达

到强根壮苗，提高插穗生活力的目的。本发明中对复合肥没有严格特殊要求，所述复合肥含

有植物所需基本元素，市场上售卖的复合肥即可。

[004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微型月季的单芽扦插繁殖方法做进一

步详细介绍，本发明的技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实施例：

[0046] 实施例1：

[0047] 1、在基质中加入800倍50％多菌灵溶液，加水搅拌，平均分装于128孔穴盘内，待

用。基质pH在5.5～6.0之间。

[0048] 2、对白柯斯特中下部枝条进行修剪，剪后枝条立即浸泡于水中，保持基部湿润。

[0049] 3、对于步骤2中已挑选出的枝条中，剪除上、侧部枝幼嫩枝条，选取具有腋芽且尚

未萌动枝条，将其剪成2～3cm插穗，一芽一叶，节上留0.3～0.5cm，生物学上部剪成平口；节

下留1～1.5cm，生物学下部剪成45°斜口，保证剪口平整，如图3a所示。

[0050] 4、扦插前，将插穗浸泡于浓度为700ppm的IBA溶液(生根粉溶液)中3-5s后取出。

[0051] 5、将步骤4中蘸有生根粉溶液的插穗扦插于128孔穴盘内浇水浇透，如图3b所示。

[0052] 6、用透明塑料薄膜覆盖住穴盘(图3c)，20d后生根。

[0053] 7、插穗生根成活后，掀开塑料薄膜，假植于5cm中营养钵中。

[0054] 8、1周后开始施肥，间隔20d喷施复合肥1.5g/盆，待根系长满营养钵后移栽入9cm

盆中，即为成品苗。

[0055] 采用本实施例方法获得的月季成活率为92.18％。

[0056]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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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本实施例采用实施例1的方法，对比不同IBA浓度对生根的影响。采用的IBA浓度分

别为：300ppm、400ppm、500ppm、600ppm、700ppm。结果如图1和表1所示，采用700ppm的IBA，根

系平均长度最长、存活率最高。

[0058] 表1：不同IBA浓度对插穗苗生长影响(有多菌灵)

[0059]

[0060] 对比例1：

[0061]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方法基本相同，不同之处仅在于本对比例中，步骤1采用的

基质中不加多菌灵溶液。

[0062] 扦插效果如图2和表2所示，在不加多菌灵溶液的情况下，采用700ppm的IBA，根系

平均长度最长、存活率最高，但与实验例2相比本对比例的700ppm  IBA浓度下的根长与存活

率均低于实施例2的该700ppm  IBA浓度下的根长与存活率。

[0063] 表2：不同IBA浓度对插穗苗生长影响(无多菌灵)

[0064]

[0065] 以上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了描述。需要理解的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

特定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做出各种变形或修改，这并不影

响本发明的实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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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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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109121769 A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