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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地被菊嫩枝扦插繁育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步骤1，促生新苗；步骤2，整理

苗床；步骤3，消毒遮荫；步骤4，选取插条；步骤5，

扦插；步骤6，插后管理；步骤7，出圃移栽；步骤8，

再次扦插。本发明创造性地将拱棚覆盖及滴灌技

术与地被菊嫩枝扦插技术相结合，具有育苗周期

短，效果稳定，成本低，苗木质量好等特点，便于

生产中推广使用。在北方地区一年同一个育苗圃

可以扦插3次，并且移栽后均能当年开花，大大提

高了苗床的利用率和育苗效率，降低了土地成本

和人工成本，更加省时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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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地被菊嫩枝扦插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促生新苗

在北方地区三至四月份，冬雪刚消融完毕时，即用小拱棚覆盖要取插穗的地块；此步骤

是为了促进地被菊越冬脚芽快速生长，能够提前进行取穗扦插；

步骤2，整理苗床

选择阳光充足、通风良好的PH值中性的肥沃沙质土壤地块，苗床宽为2-2.5m，床面深翻

20-25cm，清除5cm以上的土块，并把床面细细整平；苗床铺上一层3cm厚的蛭石；蛭石平铺

后，苗床铺设滴灌毛管3-4道，便于浇水；

步骤3，消毒遮荫

苗床铺设完滴灌带后，滴一次透水，以湿到床边为宜；滴水后苗床面喷洒100倍液多菌

灵进行消毒，然后用竹片搭设拱棚，覆盖遮荫网并用铁丝固定，遮荫网要求遮阴率90％以

上；

步骤4，选取插条

从步骤1中所述地块选择粗壮无病虫害的新枝作为插条，将插条剪成5-8cm的插穗，将

插穗下端叶子全部剪去，只保留上部两片叶，叶片的大的剪去一半；

步骤5，扦插

修剪好的插穗立即放入已配好的生根粉溶液中，浸蘸生根粉溶液20分钟后，按株距3×

5cm用竹签或木棍在插床上打孔后插入，扦插深度4-5cm，插后及时用喷壶浇透水以封闭插

孔；天气炎热时应直接在遮阴网下扦插，效果更好；

步骤6，插后管理

插后要经常测定苗床土壤中的湿度，湿度控制在70-85％之间，通过滴水进行控制，表

层蛭石略干即能滴水；温度通过遮荫网进行调节，早晚略见阳光，阳光太强温度太高时全天

盖上遮阴网遮光降温；每4天浇一次硫酸亚铁水和喷施0.2％的磷酸二氢钾；

步骤7，出圃移栽

扦插三周后，即能生根，30天移栽出圃；出圃前苗床浇一次透水，用手轻轻拔出小苗，根

系稍微带土进行移栽，移栽后浇一次透水；7月以后，不再扦插，以免影响当年开花；

步骤8，再次扦插

苗木出圃后，及时清理平整苗床，按照步骤3至步骤7进行再次扦插，以后扦插均按照此

方法循环依次进行；北方地区若按照此技术方法，在无温室条件下，首次扦插提前到4月上

旬，再次扦插在5月上中旬，第三次扦插在6月中下旬，保证最后一批苗木出圃不超过7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被菊嫩枝扦插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小拱棚覆盖

30天以上，脚芽生长到10cm以上，就取穗进行扦插；扦插前取掉小拱棚，并炼苗5天以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被菊嫩枝扦插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新枝从

越冬宿根发出的30天后的新苗中剪取。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被菊嫩枝扦插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插穗扦插深

度4-5cm，入土深度为插穗的2/3以上，以插穗底端穿过蛭石，插在土壤中为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被菊嫩枝扦插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7中，扦插三周

后，即能生根，当扦插超过30天并且根长2cm以上移栽出圃。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被菊嫩枝扦插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8中，进行再次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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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时，用1％高锰酸钾溶液对苗床进行喷淋用来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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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被菊嫩枝扦插繁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业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地被菊嫩枝扦插繁育方法，具体地说，涉及一

种北方地区地被菊“一圃多次”扦插繁育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地被菊系菊花一个新品种群的总称，是多年生宿根草本(陈俊愉，崔娇鹏.地被菊

培育与造景.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5)。地被菊是采用岩菊和野菊反复杂交，选育出

的一批抗逆性强、开花繁密、花期长、植株低矮、管理粗放、适合露地栽植过冬的菊花新品种

群(王彭伟，陈俊愉.地被菊新品种选育研究[J].园艺学报,1990,17(3)：223-228；崔娇鹏.

地被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中国花卉园艺,2011,(17)：18-20)。该品种在我国北方已种

植多年，表现出较强的地被性和抗逆性，而且耐粗放管理，病虫害较少，在美化、保护和改善

环境方面作用显著。随着生态园林建设的发展，地被菊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到公园、广场、

街道等各类园林绿地的绿化和美化中，营造出不同的气氛和景观(孙文松，张晓波.地被菊

引种试验初报[J].辽宁农业科学，2013，(2)：29—31；毛洪玉，祝朋芳，董胜君.地被菊的引

种栽培试验[J].辽宁农业科学，2004，(5)：16-18)。

[0003] 地被菊嫩枝扦插就是利用地被菊当年生、半木质化带叶枝条作为插穗的一种扦插

繁殖方法。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育苗地的选择。育苗地应选择阳光充足、通风良

好、地势平坦、排水良好的PH值中性的肥沃沙质土壤为最宜。(2)做床。一般采取低床嫩枝扦

插育苗，床宽长为1m×1Om或1m×2Om，底部施上一层7cm的充分发酵的马粪作为基肥；其上

再铺上一层5～7cm的土壤；最上层为提高地温和通透性，再铺一层2～3cm厚的细河沙，苗床

面喷洒O.5％的Fe2S04溶液消毒，2～3天后即可嫩枝扦插。(3)扦插。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选

择适当的扦插期，曙光苗圃在6月上旬进行了嫩枝扦插。其方法：选择粗壮无病虫害的新枝

(从越冬宿根发出的40～45天后的新苗中剪取)作为插条，扦插时先将插穗下端2个节间的

叶子全部剪去，上部的叶子保留进行光合作用，产生刺激素刺激生根，为提高生根率，浸醮

100ppmABT生根粉约30分钟，然后在苗床面上按株行距5×l0cm开小沟进行扦插，用手压紧，

然后用手提细眼喷壶浇水，浇透，盖好薄膜，四周封严以免透风失温(王劲宏,于福洲,王春

艳.齐齐哈尔地区地被菊引种及嫩枝扦插育苗技术初报.中国西部科技，2009,(12)：70)。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地被菊嫩枝扦插繁育方法，方地区光热资源有限，春季

升温晚，秋季降霜早。本发明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在无温室条件下，提供北方地区一种地

被菊“一圃多次”嫩枝扦插方法，在同一个苗床(育苗圃)内，一年内能够实现三次嫩枝扦插，

移栽后都能保证当年开花，既能够节省成本，又提高了扦插效率与苗木移栽成活率。

[0005] 其具体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地被菊嫩枝扦插繁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步骤1，促生新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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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在北方地区三至四月份，冬雪刚消融完毕时，即用小拱棚覆盖要取插穗的地块。此

步骤是为了促进地被菊越冬脚芽快速生长，能够提前进行取穗扦插。

[0009] 步骤2，整理苗床

[0010] 选择阳光充足、通风良好的PH值中性的肥沃沙质土壤地块，苗床宽为2-2.5m，床面

深翻20-25cm，清除5cm以上的土块，并把床面细细整平。苗床铺上一层3cm左右厚的蛭石，可

以保湿和增加通透性。蛭石平铺后，苗床铺设滴灌毛管3-4道，便于浇水。

[0011] 步骤3，消毒遮荫

[0012] 苗床铺设完滴灌带后，滴一次透水，以湿到床边为宜。滴水后苗床面喷洒100倍液

多菌灵进行消毒，然后用竹片搭设拱棚，覆盖遮荫网并用铁丝固定，遮荫网要求遮阴率90％

以上。

[0013] 步骤4，选取插条

[0014] 从步骤1中所述地块选择粗壮无病虫害的新枝作为插条，将插条剪成5-8cm左右的

插穗，将插穗下端叶子全部剪去，只保留上部两片叶，叶片的大的剪去一半。

[0015] 步骤5，扦插

[0016] 修剪好的插穗立即放入已配好的生根粉溶液中，浸蘸生根粉溶液20分钟后，按株

距3×5cm用竹签或木棍在插床上打孔后插入，扦插深度4-5cm，插后及时用喷壶浇透水以封

闭插孔。天气炎热时应直接在遮阴网下扦插，效果更好。

[0017] 步骤6，插后管理

[0018] 插后要经常测定苗床土壤中的湿度，湿度控制在70-85％之间，可通过滴水进行控

制，一般表层蛭石略干即可滴水。温度也可通过遮荫网进行调节，早晚可令略见阳光，阳光

太强温度太高时全天盖上遮阴网遮光降温。每4天可浇一次硫酸亚铁水和喷施0.2％的磷酸

二氢钾。

[0019] 步骤7，出圃移栽

[0020] 扦插约三周后，即可生根，30天左右即可移栽出圃。出圃前苗床浇一次透水，用手

轻轻拔出小苗，根系稍微带土进行移栽，移栽后浇一次透水。7月以后，不再扦插，以免影响

当年开花。

[0021] 步骤8，再次扦插

[0022] 苗木出圃后，及时清理平整苗床，按照步骤3至步骤7进行再次扦插，以后扦插均按

照此方法循环依次进行。北方地区若按照此技术方法，在无温室条件下，首次扦插可提前到

4月上旬，再次扦插在5月上中旬，第三次扦插在6月中下旬，保证最后一批苗木出圃不超过7

月。同一个育苗圃，使用本技术方法一年可以进行三次扦插，并均能实现当年现蕾开花。

[0023] 进一步，步骤1中，一般小拱棚覆盖30天以上，脚芽生长到10cm以上，才可以取穗进

行扦插。扦插前取掉小拱棚，并炼苗5天以上。

[0024] 进一步，步骤4中，所述新枝从越冬宿根发出的30天后的新苗中剪取。

[0025] 进一步，步骤5中，插穗扦插深度4-5cm，入土深度为插穗的2/3以上，以插穗底端穿

过蛭石，插在土壤中为宜。

[0026] 进一步，步骤7中，扦插约三周后，即可生根，当扦插超过30天并且根长2cm以上即

可移栽出圃。

[0027] 进一步，步骤8中，进行再次扦插时，可用1％高锰酸钾溶液对苗床进行喷淋用来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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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002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9] 本发明创造性地将拱棚覆盖及滴灌技术与地被菊嫩枝扦插技术相结合，更好的保

证了地被菊的提前进行扦插及扦插后浇水，保持插穗新鲜挺拔，更加省时省力，且灌溉效果

更好。

[0030] 另外，还具有以下优点：

[0031] (1)具有育苗周期短，效果稳定，成本低，苗木质量好，便于生产中推广使用。在北

方地区一年同一个育苗圃可以扦插3次，并且移栽后均能当年开花，大大提高了苗床的利用

率和育苗效率，降低了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此方法简便易行，插后管理简单，只需打开滴

灌开关，便可完成苗床灌水，灌水效果好，省水省时省力，技术易掌握，经简单培训或指导就

可。

[0032] (2)苗床上铺上一层3cm左右厚的蛭石，蛭石具有良好的阴离子交换性和吸附性，

可改善土壤的结构，储水保墒，提高苗床的透气性和含水性。另外蛭石还可向小苗提供自身

含有的K、Mg、Ca、Fe以及微量的Mn、Cu、Zn等元素，能有效地促进快速生根和生根后的稳定发

育，使苗木更加健壮。

[0033] (3)插穗透过蛭石插入土壤中，移栽时苗木根系少量带土，移栽后成活率达到98％

以上，生长健壮，能够快速缓苗；移栽时在浇透水后轻轻拔出小苗，能够保持床面平整而不

破坏苗床，保证了能够快速进行再次扦插。因此该方法与单纯的插入蛭石中或单纯的插入

土壤中相比，不但节省成本而且移栽后成活率更高。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35] 本发明实施例包括：

[0036] 试验地点：新疆伊犁第四师农业科学研究所试验田、可克达拉市宏远集团绿化带、

可克达拉市金山实验学校绿化区。

[0037] 试验时间：2019年3月至2019年8月。

[0038] 供试地被菊品种：金陵紫衫、金陵皇冠、金陵粉玉兰等金陵系列地被菊品种。

[0039] 实施例1

[0040] 一种地被菊扦插繁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1] 步骤1，促生新苗

[0042] 2019年3月上旬，在第四师农科所花卉试验田用小拱棚覆盖要取插穗的地被菊地

块。当小拱棚覆盖30天以上，脚芽生长到10cm以上，就可以取穗进行扦插。扦插前取掉小拱

棚，并炼苗5天以上。

[0043] 步骤2，整理苗床

[0044] 选择阳光充足、通风良好的PH值中性的肥沃沙质土壤地块，苗床宽为2-2.5m，床面

深翻20-25cm，清除5cm以上的土块，并把床面细细整平。苗床铺上一层3cm左右厚的蛭石，可

以保湿和增加通透性。蛭石平铺后，苗床铺设滴灌毛管3-4道，便于浇水。

[0045] 步骤3，消毒遮荫

[0046] 苗床铺设完滴灌带后，滴一次透水，以湿到床边为宜。滴水后苗床面喷洒100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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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菌灵进行消毒，然后用竹片搭设拱棚，覆盖遮荫网并用铁丝固定，遮荫网要求遮阴率90％

以上。

[0047] 步骤4，选取插条

[0048] 从步骤1中所述地块选择粗壮无病虫害的新枝(从越冬宿根发出的30天后的新苗

中剪取)作为插条，将插条剪成5-8cm左右的插穗，将插穗下端叶子全部剪去，只保留上部两

片叶，叶片的大的剪去一半。

[0049] 步骤5，扦插

[0050] 第一次扦插在4月7日，修剪好的插穗立即放入已配好的生根粉溶液中，浸蘸生根

粉溶液20分钟后，按株距3×5cm用竹签或木棍在插床上打孔后插入，扦插深度4-5cm，插后

及时用喷壶浇透水以封闭插孔。天气炎热时应直接在遮阴网下扦插，效果更好。

[0051] 步骤6，插后管理

[0052] 插后要经常测定苗床土壤中的湿度，湿度控制在70-85％之间，可通过滴水进行控

制，一般表层蛭石略干即可滴水。温度也可通过遮荫网进行调节，早晚可令略见阳光，阳光

太强温度太高时全天盖上遮阴网遮光降温。每4天可浇一次硫酸亚铁水和喷施0.2％的磷酸

二氢钾。

[0053] 步骤7，出圃移栽

[0054] 扦插约三周后，幼苗即可生根，5月10日移栽出圃，出圃时根长2cm以上。出圃前苗

床浇一次透水，用手轻轻拔出小苗，根系稍微带土直接移栽到可克达拉市宏远集团绿化带，

移栽时注意对苗进行遮阴，移栽后浇一次透水。

[0055] 经技术人员调查：实施例1中插穗扦插后生根成活率98％以上，移栽到绿化带以后

幼苗成活率接近100％。

[0056] 实施例2

[0057] 一种地被菊扦插繁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8] 步骤1，消毒遮荫

[0059] 2019年5月中旬，在第四师农科所花卉试验田，利用实施例1中的育苗苗床，对苗床

进行简单清理平整，整理后滴一次透水，以湿到床边为宜。滴水后苗床面用1％高锰酸钾溶

液进行喷淋，用来对基质消毒，然后用竹片搭设拱棚，覆盖遮荫网并用铁丝固定，遮荫网要

求遮阴率90％以上。

[0060] 步骤2，选取插条

[0061] 从实施例1步骤1中所述地块选择粗壮无病虫害的新枝(从越冬宿根发出的30天后

的新苗中剪取)作为插条，将插条剪成5-8cm左右的插穗，将插穗下端叶子全部剪去，只保留

上部两片叶，叶片的大的剪去一半。

[0062] 步骤3，扦插

[0063] 修剪好的插穗立即放入已配好的生根粉溶液中，浸蘸生根粉溶液20分钟后，按株

距3×5cm用竹签或木棍在插床上打孔后插入，扦插深度4-5cm，插后及时用喷壶浇透水以封

闭插孔。天气炎热时应直接在遮阴网下扦插，效果更好。

[0064] 步骤4，插后管理

[0065] 插后要经常测定苗床土壤中的湿度，湿度控制在70-85％之间，可通过滴水进行控

制，一般表层蛭石略干即可滴水。温度也可通过遮荫网进行调节，早晚可令略见阳光，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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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强温度太高时全天盖上遮阴网遮光降温。每4天可浇一次硫酸亚铁水和喷施0.2％的磷酸

二氢钾。

[0066] 步骤5，出圃移栽

[0067] 扦插约三周后，幼苗即可生根，6月20日移栽出圃。出圃前苗床浇一次透水，出圃前

苗床浇一次透水，用手轻轻拔出小苗，根系稍微带土直接移栽到可克达拉市金山实验学校

绿化区，移栽时注意对苗进行遮阴，移栽后浇一次透水。移栽出圃后苗床及时平整可进行再

次扦插。

[0068] 经技术人员调查：实施例1中插穗扦插后生根成活率98％以上，移栽到绿化区以后

幼苗成活率99％以上。

[0069] 对比例：

[0070] 以育苗基质全部为蛭石+人工喷洒灌溉作为对照，除育苗基质与灌溉方式外，其他

扦插及管理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效果见表1：

[0071] 表1为与对比例相比实施例1-2地被菊的扦插效果

[0072]

[007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此，任何熟

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披露的技术范围内，可显而易见地得到的技术方案的简

单变化或等效替换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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