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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果树种植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微

芽嫁接方法及其应用,具体涉及一种茎尖微芽嫁

接穿刺法。本发明所述茎尖微芽嫁接穿刺法，包

括了如下步骤：取1-2mm包含3-4个叶原基的接

穗，将接穗在1mg/L 6-BA中浸泡10min进行预处

理；在无菌条件下，砧木去顶留茎长1.5-2cm，距

顶端5-8mm处纵切一刀划通，切口在茎段1/3处木

质部与韧皮部交接处划通，茎段两侧形成“|”型

切口，将接穗保留3-4个叶原基移至切口内。本发

明通过茎尖微芽嫁接穿刺法，改善传统茎尖微芽

嫁接，如倒“T”接法，劈接法，三角形法等操作难，

切口大，接穗固定不稳，且在生长中易失水，难以

与砧木充分结合的问题，从而提高茎尖微芽嫁接

成活率，提高脱毒苗的生产效率，为日后无毒苗

育种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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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茎尖微芽嫁接穿刺法，包括如下步骤：

1)取1-2mm包含3-4个叶原基的接穗，将接穗在1mg/L  6-BA中浸泡10min进行预处理；

2)在无菌条件下，砧木去顶留茎长1.5-2cm，距顶端5-8mm处纵切一刀划通，切口在茎段

1/3处木质部与韧皮部交接处划通，茎段两侧形成“|”型切口，将接穗保留3-4个叶原基切取

茎尖嫁接至切口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茎尖微芽嫁接穿刺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穿刺法茎尖微芽嫁

接方法应用于试管内微芽嫁接和田间微芽嫁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茎尖微芽嫁接穿刺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试管内微芽嫁接的

接穗为嫁接树种成年态一年生半木质化茎段离体诱导的不定芽的茎尖，所述的砧木为砧木

种子进行离体培养后，取刚萌芽30d的实生苗，并在高倍体视显微镜下，将接穗嫁接至砧木

切口内。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茎尖微芽嫁接穿刺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试管内微芽嫁接还

包括如下步骤：在步骤2)后，将嫁接苗放入滤纸桥上，然后放进试管内，用透气封瓶膜包裹

试管口，培养30-45天。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茎尖微芽嫁接穿刺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田间微芽嫁接还包

括如下步骤，在步骤2)后，将嫁接苗在切口处用保鲜膜包裹以减少砧穗失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茎尖微芽嫁接穿刺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砧木取刚萌芽30d

的实生苗。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茎尖微芽嫁接穿刺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砧木种子为当年生

果实。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茎尖微芽嫁接穿刺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砧木种子选自云南

省西双版纳州普文镇的曼赛龙柚当年生果实。

9.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茎尖微芽嫁接穿刺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穿刺法茎尖微

芽嫁接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嫁接后7-10d，砧木萌芽开始出现，及时除萌2-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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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茎尖微芽嫁接穿刺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种植领域，涉及一种茎尖微芽嫁接方法，特别是一种茎尖微芽嫁接穿

刺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当今科技发展，果树在栽培过程中常采用无性繁殖，而无性繁殖虽然能扩大

生产效率，但果树在生产中会因此交叉感染多种病毒病和类似病毒病，很多传染性疾病如

柑橘黄龙病不仅是毁灭性病害，且目前没有一种药物能抑制黄龙病病毒而不伤害植株本

身。因此建立完整的葡萄柚无病毒苗木繁殖体系迫在眉睫。目前，控制果树病毒类病毒的方

法有四种，其中茎尖微芽嫁接就被证实能获得无毒苗。STG(Shoot-tip  Grafting)茎尖嫁接

技术是1972年Murashige首次提出的方法。1975年Navarro在此加以改进将茎尖分生组织嫁

接到经过脱毒培养的试管砧木上得到完整植株，通过检测证明STG可以脱除柑橘衰退病、鳞

皮病和裂皮病。微芽嫁接不仅能有效果树分离复合感染的病毒，同时解决木本植物组培生

长缓慢、生根困难的问题，还能明显缩短果树童期。茎尖微芽嫁接技术在人为控制下不受天

气，季节，温度等因素限制，可应用在果树抗性育种、苗木快繁等方面。

[0003]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对利用茎尖微芽嫁接脱毒技术获得无毒苗展开了大

量的研究，目前已在苹果、梨、柿子、樱桃等果树育种上得到广泛应用。由于柑橘成年态果树

离体组织分化困难，因此很多学者开展了微芽嫁接脱毒试验，Nararro通过茎尖微芽嫁接

STG成功获得脱毒苗柑橘母株，之后以无毒母株为基础大力推广无病毒接穗，极大地提高了

西班shoot-tip  grafting牙柑橘的产量和质量，降低了育种成本。刘建雄、宋瑞琳、姜玲等，

分别选择了碰柑、温州蜜柑、雪柑等几十个品种成年树体上的茎尖用以微芽嫁接，将嫁接苗

通过指示植物鉴定，结合多年田间观察，以及病毒学鉴定后分别证明脱除了衰退病、裂皮

病、黄龙病病原体和传染性杂色花叶病。虽然试验成功获得了无病毒的柑橘苗木，微芽嫁接

操作难度大对环境和技术要求高，因此总是存在嫁接成活率不高的问题。

[0004] 近年来，许多学者将田间嫁接法应用在茎尖微芽嫁接上，常用在微芽嫁接的方法

有“T”接法，劈接法，三角形法。目前除了三角形法效果较好之外，其余嫁接方法皆存在成活

率不高的问题。T”接法微芽嫁接，伤口较大，且暴露在空气中，易失水，另外，存在砧穗结合

不稳，切口易干枯的缺点；劈接法伤口过大，接穗容易脱水死亡，嫁接成活率低；△接法：与

茎段呈45°，在两侧分别切下，然后横切一刀。因此，操作方法程序较为复杂，砧木容易损坏，

嫁接难度大，耗时长。

[0005] 因此，能否提供一种茎尖微芽嫁接方法，解决常规嫁接技术嫁接接穗容易失活以

及砧穗结合不稳，以提高嫁接成活率，从而解决本领域技术人员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茎尖微芽嫁接方

法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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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茎尖微芽嫁接穿刺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1)取1-2mm包含3-4个叶原基的接穗，将接穗在1mg/L  6-BA中浸泡10min进行预处

理；

[0010] 2)在无菌条件下，砧木去顶留茎长1.5-2cm，距顶端5-8mm处纵切一刀划通，切口在

茎段1/3处木质部与韧皮部交接处划通，茎段两侧形成“|”型切口，将接穗保留3-4个叶原基

切取茎尖嫁接至切口内。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穿刺法茎尖微芽嫁接方法应用于试管内微芽嫁接和田间微芽嫁

接。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的试管内微芽嫁接的接穗为嫁接树种成年态一年生半木质化茎段

离体诱导的不定芽的茎尖，所述的砧木为砧木种子进行离体培养后，取刚萌芽30d的实生

苗，并在高倍体视显微镜下，将接穗嫁接至砧木切口内。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的试管内微芽嫁接方法，还包括如下步骤：在步骤2)后，将嫁接苗

放入滤纸桥上，然后放进试管内，用透气封瓶膜包裹试管口，培养30-45天。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的田间微芽嫁接方法，还包括如下步骤，在步骤2)后将嫁接苗在切

口处用保鲜膜包裹，以减少砧穗失水。

[0015] 优选地，所述的砧木取刚萌芽30d的实生苗。

[0016] 优选地，所述的砧木种子为当年生果实。

[0017] 优选地，所述的砧木种子选自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普文镇的曼赛龙柚当年生果实。

[0018] 优选地，所述的穿刺法茎尖微芽嫁接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嫁接后7-10d，砧木萌

芽开始出现，及时除萌2-3次。

[0019] 工作原理：

[0020] 本发明建立的茎尖微芽嫁接穿刺法将砧木茎段两侧形成“|”型切口，接穗放置于

切口内，切口由于横穿韧皮部，韧皮部没有与木质部明显分离，切口更隐秘，对砧木损害更

小，能加大接穗与砧木的接触空间，砧木表皮使接穗紧密贴近木质部，有助于接穗与形成层

的融合，提高嫁接成活率；另外，切口暴露空气中的部位较少，不易失水，接穗牢固，在后期

不易因操作不当而掉落，或者长时间不紧密贴合，砧穗维管组织系统连接不紧密，无法提供

营养，因此在后期随时间增长，萌芽率逐渐下降，成活率有效提高。

[0021] 用这种方法在试管内微芽嫁接时，先将待嫁接树种茎段离体培养后的不定芽的茎

尖作为接穗，能够避免消毒剂对接穗的毒害，提高新芽活力，然后以选用新萌芽砧木苗进行

嫁接，能进一步促进接穗与砧木愈合，试管嫁接后用消毒后的滤纸桥固定嫁接苗位置，放进

试管内；然后用透气封瓶膜包裹试管口，使试管内环境既能通风又免于污染。

[0022] 当应用于田间进行微嫁时，砧木外部裹上一层保鲜膜，以减少砧穗失水，但膜不能

包裹太紧，且一段时间后要松开膜，否则后期接穗萌芽宜与膜内发生畸形或者空气湿度过

高而腐烂。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4] 茎尖微芽嫁接穿刺法通过全新的嫁接方式有助于改善传统嫁接法应用接穗与砧

木嫁接结合不稳，接穗在嫁接以及培养过程中易失水，成活率低的问题，本方法与传统嫁接

法相比，有切口更隐秘，对砧木损害更小，能加大接穗与砧木的接触空间，以及有助于接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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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形成层的融合，提高嫁接成活率，对日后果树生产脱毒苗有较好的指导意义。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四种茎尖嫁接方式切口示意图，其中，A为“T”接法，B为三角形法，C为劈接

法，D为穿刺法；

[0026] 图2为试管微芽嫁接穿刺法的不同时期嫁接苗的对比图片，其中图A为微芽嫁接成

活苗15d后的生长情况，图B为微芽嫁接成活苗30d后的生长情况，图C为微芽嫁接成活苗45d

后的生长情况；

[0027] 图3为田间四种嫁接方法处理30d的嫁接苗的对比图片，其中，图A为T接法，图B为

劈接法；图C为三角形法；图D为穿刺法。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9] 葡萄柚属于芸香科柑橘属植物，种植过程中容易遭受病毒病的侵害，茎尖微芽嫁

接技术作为一种脱毒技术，在果树类应用广泛，柑橘类、柚类果树生产中有所应用，三者嫁

接方法及成活率基本相同，因此，本实验选取葡萄柚为例来说明。

[0030] 实施例1葡萄柚试管内穿刺法茎尖微芽嫁接法

[0031] 1.实验材料

[0032] 取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普文镇试验林场的曼赛龙柚种子作为砧木，接穗为葡萄柚离

体培养诱导的嫩芽，使用树种成年态一年生半木质化茎段进行离体培养，离体诱导出不定

芽的茎尖作为接穗,砧木为砧木种子离体培养后，取刚萌芽30d的实生苗；1mg/L  6-BA、嫁接

刀、高倍体视显微镜、

[0033] 2.实验方法

[0034] 取120个葡萄柚茎段进行离体培养，待葡萄柚茎段诱导出不定芽后取茎尖作为接

穗，取120粒砧木种子进行离体培养后，取刚萌芽30d的实生苗，切去砧木顶端留茎长1.5-

2cm作为砧木，然后分别用“T”接法，劈接法，△接法、穿刺法进行茎尖微芽嫁接，以上试验重

复3次。其中：

[0035] 试管内茎尖微芽嫁接穿刺法嫁接实验步骤如下：

[0036] 1)在高倍体视显微镜下，取1-2mm包含3-4个叶原基的接穗，将准备好的接穗在

1mg/L  6-BA中浸泡10min进行预处理；

[0037] 2)在无菌条件下，砧木去顶留茎长1.5-2cm，距顶端5-8mm处同时纵切，切口在茎段

1/3处木质部与韧皮部交接处划通，茎段两侧形成“|”型切口，高倍体视显微镜下，将接穗保

留1-2mm和叶原基切取茎尖，嫁接至切口内；

[0038] 3)再将嫁接好的苗放入滤纸桥上，然后放进试管内，覆上封瓶膜培养30-45天；

[0039] 4)嫁接后7-10天，砧木萌芽开始出现，及时除萌2-3次。接穗便会抑制砧木萌芽的

生长，萌芽便不会发生。

[0040] 与穿刺法微芽嫁接所不同的是：T”接法微芽嫁接，先用嫁接刀在砧木1/3处横切一

刀，然后竖切，形成“T”型。

[0041] 劈接法：用嫁接刀在砧木1/3处纵切一刀，深3-5mm，将接穗放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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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接法：与茎段呈45°，在两侧分别切下，然后横切一刀。

[0043] 穿刺法：距顶端5-8mm处纵切一刀，切口在茎段1/3处木质部与韧皮部交接处划通，

茎段两侧形成“|”型切口。

[0044] 每种方法嫁接30株，试验重复3次，并于10d，20d，30d观察记录茎尖存活率，微芽嫁

接穿刺法嫁接不同时期的嫁接苗生长情况见图2，结果见表1。

[0045] 表1不同嫁接方法对试管内微芽嫁接成活的影响

[0046]

[0047] 实验结果表明：劈接法顶端容易干枯，接穗直接褐化死亡，萌芽率仅为37.78％，

“T”接法伤口周围有干枯褐化现象，其萌芽率为：58.89％，△接法，伤口过大，接穗与砧木结

合不牢，存在接穗不死亡不萌芽的现象，其萌芽率为75.56％，穿刺法伤口位于砧木两端，切

口由于横穿韧皮部，因此，韧皮部没有与木质部明显分离，故切口周围失水较少，接穗包裹

在砧木内部减少失水率，接穗大多为绿色，萌芽率较高为81.11％。

[0048] 实施例2葡萄柚田间穿刺法茎尖微芽嫁接法

[0049] 田间实验，提前播种120粒砧木，30d后待砧木萌芽到一定程度，取120个葡萄柚成

年态一年生茎尖作为接穗，分别用上述“T”接法，劈接法，△接法、穿刺法四种方法进行茎尖

微芽嫁接。

[0050] 1.实验材料

[0051] 取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普文镇试验林场的曼赛龙柚种子，接穗为葡萄柚嫩芽，砧木

取刚萌芽30d的实生苗、1mg/L  6-BA、嫁接刀。

[0052] 2.实验方法

[0053] 分别用“T”接法，劈接法，△接法、穿刺法进行茎尖微芽嫁接，其中：

[0054] 田间穿刺法微芽嫁接的实验步骤：

[0055] 1)将准备好的接穗在1mg/L  6-BA中浸泡10min进行预处理；

[0056] 2)在无菌条件下，砧木去顶留茎长1.5-2cm，距顶端5-8mm处纵切，切口在茎段1/3

处木质部与韧皮部交接处划通，茎段两侧形成“|”型切口，将接穗保留3个叶原基切取茎尖，

嫁接至切口内；

[0057] 3)用塑料膜轻轻包裹在切口周围，减少砧穗切口失水，嫁接成功后7d内定时喷水，

加大空气湿度，7d后减少加水量，避免因水分过多而根系腐烂，之后注意通风以及病虫害防

治；

[0058] 4)嫁接后7-10天，砧木萌芽开始出现，及时除萌2-3次。

[0059] 与穿刺法微芽嫁接所不同的是：“T”接法微芽嫁接，先用嫁接刀在砧木1/3处横切

一刀，然后竖切，形成“T”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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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劈接法：用嫁接刀在砧木1/3处纵切一刀，深3-5mm。

[0061] △接法：与茎段呈45°，在两侧分别切下，然后横切一刀。

[0062] 每种方法嫁接30株，重复3次，并于10d，20d，30d观察记录茎尖存活和萌芽率，不同

方法田间嫁接后的嫁接苗生长情况如图3所示，实验结果见表2。

[0063] 表2不同嫁接方法对田间微芽嫁接成活的影响

[0064]

[0065]

[0066] 实验结果分析：劈接法茎端干枯严重，萌芽率仅为18.89％，T接法由于伤口过大，

即使缠膜也难以避免接穗失水，萌芽率为38.89％。△接法嫁接成活率为48.89％，田间穿刺

法的成活率最高，可达52.22％，可能也是因为接穗包裹在砧木内部，失水较少的原因。

[0067] 整体来看，田间微芽嫁接的成活率低于试管微芽嫁接成活率，原因是田间外界空

气湿度较低，温度变化较大，空气流通比较快，导致接穗嫁接后容易失水褐化，加上砧木伤

口不易愈合，因此成活率皆低于试管微嫁。但无论是田间微芽嫁接还是试管微芽嫁接，其成

活率最高的皆是穿刺法嫁接。

[0068] 主要原因在于：“T”接法微芽嫁接，存在砧穗结合不稳，切口易干枯的缺点；劈接法

伤口过大，接穗容易脱水死亡，嫁接成活率低；△接法：操作方法程序较为复杂，嫁接速度

慢；而穿刺法“|”型切口，接穗放置于切口内，切口更隐秘，对砧木损害更小，能加大接穗与

砧木的接触空间，砧木表皮使接穗紧密贴近木质部，有助于接穗与形成层的融合，提高嫁接

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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