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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塑造紫楠幼苗直立主干的

混合种植方法，包括紫薇种子催芽的同月份移植

小乔木紫薇，两年后将育苗圃紫楠幼苗移栽到种

植的小乔木紫薇中，每四株紫薇中央种植一株紫

楠幼苗。本发明的方法有效地避免了紫楠幼苗在

生长过程中因侧枝生长较多、旺盛导致主干不明

显、较矮或者没有主干的现象，通过紫楠与小乔

木紫薇混合种植，成功地抑制了紫楠侧枝的旺盛

生长，获得了主干明显、较高、通直的紫楠幼树，

为紫楠珍贵材用林的推广种植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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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塑造紫楠幼苗直立主干的混合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紫楠种子催芽的同月份移

植小乔木紫薇，两年后将育苗圃紫楠幼苗移栽到种植的小乔木紫薇中，每四株紫薇中央种

植一株紫楠幼苗;

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紫楠种子采集与贮藏：于11月份紫楠种子成熟，采集鲜果放入水中，除去漂在水面的

劣质果实，利用摩擦分离果实和种子，室内阴干，后用含水分50%的沙子储藏；

2）紫楠种子催芽与播种：将紫楠种子于次年2月份进行催芽，选择合适地块，进行条播，

行距30  cm，床面宽1  m，播种量为每亩7.5-10  kg，并覆盖稻草减少土壤蒸发，幼苗破土后，

除去稻草；

3）小乔木紫薇的移植：紫楠种子催芽的同月份，选择平坦向阳地块，种植胸径2-2 .5 

cm，株高1.5-2.0  m的紫薇，行距保持3  m，株距保持2  m；

4）紫楠与紫薇的混合种植：紫楠种子催芽的两年后将育苗圃紫楠幼苗移栽到种植的小

乔木紫薇中，每四株紫薇中央种植一株紫楠幼苗；

5）田间管理：浇水，除草，修剪，施基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述紫楠种子成熟指种子的外种皮

由青绿色变成紫褐色时，说明种子已经成熟，可以采集，并采集15年以上优良母树的饱满种

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紫楠种子催芽处理，具体是种

子在自来水中浸泡24  h，再用0.5%的高锰酸碱浸泡2  h。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选择合适地块指选择排水良

好，微酸性沙壤土作育苗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对所述地块进行深耕施基肥，施用

量为复合肥30-40  kg，有机肥150-180  kg。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种植小乔木紫薇的时间为播种紫楠

种子的2月份。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紫楠起苗带土，尽量少伤根；幼苗

栽植穴内，用细土踏实，浇足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紫楠种植穴深0.5  m，宽0.3  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移栽初期每月浇水一次，连续三个

月，苗木完全成活后，根据干旱情况进行浇水，施肥时，肥料施于紫楠与紫薇之间；所述施基

肥包括有机肥和无机肥,有机肥包括干鸭粪和/或草木灰；无机肥为硫酸钾、磷肥和硝酸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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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塑造紫楠幼苗直立主干的混合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植物培育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紫楠和小乔木紫薇混合种植来

塑造紫楠幼苗直立主干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紫楠(Phoebe  sheareri)又名紫金楠、金心楠、金丝楠，是樟科(Lauraceae)楠属

(Phoebe)常绿阔叶树种，自然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南海拔1000m以下的山地阔叶林中。紫楠树

形美观、四季常绿，可作庭荫树、绿化、风景树；其木材坚硬、耐腐蚀，是世界著名的珍贵用材

树种，也是‘金丝楠木’的主要来源。紫楠为中亚热带耐阴树种，在暴露阳光的地方，虽然能

生长，但不如荫蔽处生长良好，种植需要土壤肥沃，土层深厚疏松，排水良好的微酸性壤质

土壤。

[0003] 紫薇(Lagerstroemia  indica)为千屈菜科(Lythraceae)紫薇属植物，是我国夏季

重要的观花小乔木。其树皮光滑，树姿优美，花期长、花色种类，深受人们的广泛喜爱。紫薇

为亚热带阳性树种，抗旱耐涝，耐酷暑，喜阳光充足、温暖湿润的气候，在我国南北各地均有

栽培，大量用于城市园林绿化。

[0004] 紫楠幼苗在人工栽培繁育过程中，侧枝发达，大多主干不明显、较矮或者没有主

干。本研究通过紫楠与小乔木紫薇混合种植，利用紫楠与紫薇对生态因子空间和阳光的相

互竞争，来塑造紫楠早期生长的主干。夏季紫薇叶子，为紫楠生长提供遮荫条件，避免紫楠

幼苗直接暴露阳光下，影响正常生长；紫薇叶子较小，林地上层郁闭度低，又不影响紫楠的

生长；冬季紫薇落叶，为紫楠生长提供充足的阳光，利于紫楠生长发育。本发明一种塑造紫

楠幼苗直立主干的混合种植方法为紫楠珍贵材用林的推广种植提供技术支持。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紫楠在种植繁育过程中主干不明显、较矮或者没有主干的技术问

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解决紫楠种植繁育过程中主干不明显、较矮或者没有主干的技术方

法(图1，2)，该技术通过紫楠与小乔木紫薇混合种植，为紫楠生长提供遮荫条件，来塑造紫

楠早期生长的直立主干，同时促进紫楠主干的伸长(图3，表1)。为紫楠珍贵木材的人工种植

提供了技术支持。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7] 一种塑造紫楠幼苗直立主干的混合种植方法，紫薇种子催芽的同月份移植小乔木

紫薇，两年后将育苗圃紫楠幼苗移栽到种植的小乔木紫薇中，每四株紫薇中央种植一株紫

楠幼苗。

[0008] 本发明所述的塑造紫楠幼苗直立主干的混合种植方法优先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紫楠种子采集与贮藏：于11月份紫楠种子成熟，采集鲜果放入水中，除去漂在水

面的劣质果实，利用摩擦分离果实和种子，将种子捞出，室内阴干，后用含水分50％的沙子

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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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2)紫楠种子催芽与播种：将紫楠种子于2月份进行催芽，选择合适地块，深耕施基

肥，进行条播，行距30cm，床面宽1m，播种量为每亩7.5-10kg，并覆盖稻草减少土壤水分蒸

发，幼苗破土后，除去稻草；

[0011] 3)小乔木紫薇种植：选择平坦向阳地块，种植胸径2-2.5cm左右，株高1.5-2.0m的

紫薇，行距保持3m，株距保持2m；

[0012] 4)紫楠与紫薇的混合种植：育苗圃紫楠幼苗移栽到种植的小乔木紫薇中，每四棵

紫薇中央移栽一株紫楠幼苗，紫楠起苗时带土，尽量少伤根，将幼苗栽植穴内，用细土踏实，

浇足水。

[0013] 5)田间管理，浇水，除草，施基肥。移栽初期每月浇水一次，连续三个月。苗木完全

成活后，根据干旱情况进行浇水。施肥时，肥料施于紫楠与紫薇之间。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1)紫楠种子成熟指种子的外种皮由青绿色变成紫褐色时，说

明种子已经成熟，可以采集，并采集15年以上优良母树的饱满种子。

[0015]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2)紫楠种子催芽处理，具体是种子在自来水中浸泡24h，再用

0.5％的高锰酸碱浸泡2h。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2)选择合适地块指选择排水良好，微酸性沙壤土作育苗地，最

好是阴坡或半阴坡作育苗圃。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2)对地块进行深耕施基肥，施用量为复合肥30-40kg，有机肥

150-180kg。

[0018]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3)种植小乔木紫薇的时间为播种紫楠种子的2月份。

[0019]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4)的紫楠为生长两年的紫楠幼苗。

[0020]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4)紫楠种植穴深0.5m，宽0.3m。

[0021]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5)苗期管理所施基肥包括有机肥和无机肥。有机肥包括干鸭

粪，草木灰；无机肥为硫酸钾、甲胺磷、磷肥和硝酸钾。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3] 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塑造紫楠幼苗直立主干的混合种植方法”，本发明的方法有

效地避免了紫楠幼苗在生长过程中因侧枝生长较多、旺盛导致主干不明显、较矮或者没有

主干的现象，通过紫楠与小乔木紫薇混合种植，利用紫楠与紫薇对生态因子空间和阳光的

相互竞争成功地抑制了紫楠侧枝的旺盛生长，获得了主干明显、较高、通直的紫楠幼树，为

紫楠珍贵材用林的推广种植提供技术支持。

附图说明

[0024] 图1、生紫楠幼苗照片，由图1可见紫楠幼苗没有主干(A)或者主干不明显(B)。

[0025] 图2、紫楠单独种植照片，由图2可见主干较矮、侧枝较多。

[0026] 图3、紫楠与紫薇混合种植照片，箭头所指紫楠，三角形所指紫薇，由图可见混合种

植的紫楠主干明显、通直。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实施例1：一种塑造紫楠幼苗直立主干的混合种植方法

[0028] 材料种植：紫楠种子采集于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内，播种于常州市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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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基地，紫薇苗木由常州市果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0029] 1)紫楠种子采集与贮藏：

[0030] 于11月下旬到12月初，紫楠种子的外种皮由青绿色变成紫褐色时，说明种子已经

成熟，可以采集，并选择采集15年以上优良母树的饱满种子。采集的种子要去除劣质果实，

具体的做法是放在水中，浮在水面上的即为劣质果实。去除劣质果实后，双手戴上乳胶手

套，对果实进行摩擦，分离果皮和种子，并捞出干净的种子，置于室内阴干。

[0031] 紫楠种子的贮藏采用沙藏法，取干净的沙子进行称量，加入沙子重量一半的水进

行混匀。选择室内通风处，铺一层3-5cm左右的沙子，然后将阴干的紫楠种子分散放于沙面

上，再覆盖沙层4-5cm。沙床的高度30-50cm。贮藏后要保持沙子湿润，初期半月翻一次，以后

每月翻一次。

[0032] 2)紫楠种子催芽与播种：

[0033] 紫楠种子播种前进行催芽，种子先用自来水浸泡24h，种子吸水膨胀后，再用0.5％

的高锰酸钾消毒2h。

[0034] 紫楠种子的播种，选择地块，选择排水良好微酸性沙壤土，最好是阴坡或半阴坡作

育苗圃。对地块进行深耕施基肥，施用量为复合肥35kg，有机肥170kg。做床，床面宽1m，行距

30cm，采用条播方式播种，播种量每亩8.5kg，并覆盖稻草进行保湿，覆盖厚度0.5cm左右。待

种子破土后，揭去稻草。

[0035] 3)小乔木紫薇的种植：

[0036] 选择种植胸径2cm左右，株高1.5-2.0m的紫薇。移栽时间为紫楠播种当年2月份，行

距保持3m，株距保持2m；做好肥水管理。在紫薇生长过程中，随时除去茎干下部的侧芽，落叶

期剪去徒长枝和枯枝、病枝。

[0037] 4)紫楠与紫薇的混合种植：

[0038] 将生长两年的紫楠幼苗移栽到已经种植的紫薇中，每四棵紫薇中央移栽一株紫楠

幼苗。紫楠起苗时带土，尽量少伤根，将幼苗栽植穴内，穴深0.5m，宽0.3m，用细土踏实，浇足

水，培土。

[0039] 5)田间管理：

[0040] 及时去除杂草，移栽后浇足水。移栽初期每月浇水一次，连续三个月。苗木完全成

活后，根据干旱情况进行浇水。施肥包括有机肥和无机肥，有机肥包括干鸭粪，草木灰；无机

肥为硫酸钾、甲胺磷、磷肥和硝酸钾。肥料施于紫楠与紫薇之间。前两次间隔1个月，第三次

间隔3个月。

[0041] 表1六年生紫楠单独种植与混合种植形态比较

[0042] 种植方式 地径(cm) 主干高(cm) 株高(cm)

紫楠单株种植 44.24-75.17 60.56-167.35 109.89-258.78

紫楠混合种植 56.56-71.17 276.15-349.24 306.25-360.56

[0043] 由图1-3和表1可见，紫楠单独种植主干、株高较矮、侧枝较多，而采用本发明方法

紫楠与紫薇混合种植，不仅主干明显、通直，侧枝较少，而且主干高、株高均显著优于单独种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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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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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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