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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引种美国竹柳进行盐碱地

原土绿化的方法，包括盐碱地原土整理、准备竹

柳插穗、扦插前预处理、扦插、灌溉、追肥、病虫害

防治步骤。所述的盐碱地原土整理：采用机械深

翻土地，深翻过程中使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400～500倍液对土壤进行消毒，喷施量为80～

120g/㎡；并均匀施足基肥；基肥为腐熟的农家肥

2～3t/亩。在种植区起垄，垄面宽0.8m，垄与垄之

间有宽0.6m深0.5m的排水沟，排水沟内埋有排盐

暗管。采用本发明引种美国竹柳进行盐碱地原土

绿化的方法，与常规方法相比，幼林保存率提高

13.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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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引种美国竹柳进行盐碱地原土绿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盐碱地原土整理、

准备竹柳插穗、扦插前预处理、扦插、灌溉、追肥、病虫害防治步骤；

所述的准备竹柳插穗：5月份，选择健壮、侧芽饱满、无病虫害的美国竹柳枝条作为插

穗，插穗茎粗为1.4～2.0cm，剪成18～25cm的小段，插穗上带有2～4个新生侧芽；将插穗下

端斜切一刀，切口距离最下端侧芽10～12cm；

所述的扦插前预处理：将插穗下端浸泡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中10min，取出

后，再放入吲哚丁酸、盐酸吡哆醇和苦楝素以质量比3：0.2：1配制成浓度400  mg/L的溶液中

浸泡5～10分钟；

所述的扦插：在垄面上打窝，打窝深度为10～12cm，口径为5～6cm，每个窝内撒入20～

25g防腐生根粉；所述防腐生根粉为萘乙酸、烟酸、盐酸硫胺素、轻质碳酸钙按照4:1:0.4:60

的质量比混合而成的粉末；

将插穗下端放入窝内，用基质填埋好，使最下端的侧芽刚好露出地面，填埋使用的基质

由草炭土、牡蛎壳粉、锯末、松针、茶花粉、枣核粉按照7：3：3：2：0.5：4的质量比混合制得，用

淡水喷湿，使含水量为45～50%；

所述的灌溉：扦插后1个月内，每7～8天灌溉一次淡水；一个月后，用原土给插条覆土一

次；春秋季每15～16天灌溉一次淡水，夏季每10～12天灌溉一次淡水；

所述的追肥：每年4～8月期间，每月追肥一次，施肥量为50～55kg/亩，其中包括复合肥

20～25  kg/亩和中量肥30  kg/亩；所述的复合肥氮磷钾质量含量为30%、15%、15%，所述的中

量肥包括硝酸钙12%、仲钼酸铵5%、胺鲜酯1%、茉莉酸3%、硫酸亚铁15%、硝酸镧1%、亚硒酸钾

6%、柠檬酸10%、生化黄腐殖酸46%，上述百分数均为质量百分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引种美国竹柳进行盐碱地原土绿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盐碱地原土整理：在种植区起垄，垄面宽0.8m，垄与垄之间有宽0.6m深0.5m的排水

沟，排水沟内埋有排盐暗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引种美国竹柳进行盐碱地原土绿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盐碱地原土整理：采用机械深翻土地，深翻过程中使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400～

500倍液对土壤进行消毒，喷施量为80～120g/ ㎡；并均匀施足基肥；基肥为腐熟的农家肥2

～3t/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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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引种美国竹柳进行盐碱地原土绿化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盐碱地绿化方法，具体涉及一种引种美国竹柳进行盐碱地原土绿

化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东部沿海地区如环渤海的黄

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天津滨海新区、河北曹妃甸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和长三角的上

海浦东新区、江苏沿海经济带等开始向沿海滩涂发展。昔日冷落的滨海地区，正在如火如荼

地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上述地区的开发，势必带来大量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建设。然而不论

是环渤海地区的潮间带滩涂、海退地、海积平原、围海吹填新陆地，还是江苏、浙江地区的新

围涂地，皆为滨海重盐碱地，存在着高地下水位、高地下水矿化度和高蒸降比（蒸发量:降雨

量＝3.13:1）从而形成了典型的滨海泥质重盐碱土。多数土地土壤含盐量在1%以上，植被稀

少，生态脆弱，制约了农业生产和园林绿化。

[0003] 目前，国内许多相关城市如天津滨海新区、黄河三角洲地区、杭州湾新区等地的绿

化多采用“隔离层+客土”的工程避盐措施，来降低地下水位，减少土壤盐分含量，使土壤含

盐量控制在0.4%以下之后，再进行园林绿地建设。上述措施虽然取得一些成效，但是也存在

严重问题。一是成本极高、维持费用大，为后期的养护管理埋下了种种隐患，而且由于客土

种植，每年都要毁掉大量的良田（通常在盐碱滩上每绿化1平方米，就需要从现有耕地上挖

取1立方米优良种植土作为客土）。由于土地资源不可再生，目前普遍采用的换土绿化方法

对现有耕地和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破坏；二是栽种的一些传统的耐盐树种其耐盐能力较低，

景观效果也难以持久，出现“一年绿、二年黄、三年进灶膛”、甚至出现“春天绿化、夏天黄化、

秋天白化”的现象。采用成本低廉且符合可持续园林绿化事业发展原则的“原土绿化”技术

已逐渐被人们所重视。

[0004] 美国竹柳从美国引进，并通过全国8个区域1—4级试验证明成功，抗寒，抗旱，抗淹

等各方面表现远远超过目前国内大多数速生树种。

[0005] 目前的美国竹柳一般用于pH低于8的盐碱地绿化；在pH高于8的重度盐碱地原土绿

化中应用，成活率较低，成活的美国竹柳存在幼林保存率低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引种美国竹柳进行盐碱地原土绿

化的方法，提高美国竹柳在pH高于8的重度盐碱地原土绿化中的成活率和幼林保存率。

[0007] 为解决现有的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引种美国竹柳进行盐碱地原土绿化的方法，包括盐碱地原土整理、准备竹柳

插穗、扦插前预处理、扦插、灌溉、追肥、病虫害防治步骤。

[0009] 以下是对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10] 所述的盐碱地原土整理：采用机械深翻土地，深翻过程中使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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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400～500倍液对土壤进行消毒，喷施量为80～120g/ ㎡；并均匀施足基肥；基肥为腐熟的

农家肥2～3t  /亩。

[0011] 所述的盐碱地原土整理：在种植区起垄，垄面宽0.8m，垄与垄之间有宽0.6m深0.5m

的排水沟，排水沟内埋有排盐暗管。

[0012] 所述的准备竹柳插穗：

[0013] 5月份，选择健壮、侧芽饱满、无病虫害的美国竹柳枝条作为插穗，插穗茎粗为1.4

～2.0cm，剪成18～25cm的小段，插穗上带有2～4个新生侧芽；

[0014] 将插穗下端斜切一刀，切口距离最下端侧芽10～12cm。

[0015] 所述的扦插前预处理：

[0016] 将插穗下端浸泡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中10min，取出后，再放入吲哚丁

酸、盐酸吡哆醇和苦楝素以质量比3：0.2：1配制成浓度400  mg/L的溶液中浸泡5～10分钟。

[0017] 所述的扦插：

[0018] 在垄面上打窝，打窝深度为10～12cm，口径为5～6cm，每个窝内撒入20～25g防腐

生根粉；所述防腐生根粉为萘乙酸、烟酸、盐酸硫胺素、轻质碳酸钙按照4:1:0.4:60的质量

比混合而成的粉末。

[0019] 所述的扦插：

[0020] 将插穗下端放入窝内，用基质填埋好，使最下端的侧芽刚好露出地面，填埋使用的

基质由草炭土、牡蛎壳粉、锯末、松针、茶花粉、枣核粉按照7：3：3：2：0.5：4的质量比混合制

得，用淡水喷湿，使含水量为45～50%。

[0021] 所述的灌溉：

[0022] 扦插后1个月内，每7～8天灌溉一次淡水；一个月后，用原土给插条覆土一次；春秋

季每15～16天灌溉一次淡水，夏季每10～12天灌溉一次淡水。

[0023] 所述的追肥：

[0024] 每年4～8月期间，每月追肥一次，施肥量为50～55kg/亩，其中包括复合肥20～25 

kg/亩和中量肥30  kg/亩；所述的复合肥氮磷钾质量含量为30%、15%、15%，所述的中量肥包

括硝酸钙12%、仲钼酸铵5%、胺鲜酯1%、茉莉酸3%、硫酸亚铁15%、硝酸镧1%、亚硒酸钾6%、柠檬

酸10%、生化黄腐殖酸46%，上述百分数均为质量百分数。

[0025]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达到的技术效果是：

[0026] 1、采用本发明引种美国竹柳进行盐碱地原土绿化的方法，与常规方法相比，美国

竹柳在pH高于8的重度盐碱地原土绿化中的成活率提高12.7～21.4%；

[0027] 2、采用本发明引种美国竹柳进行盐碱地原土绿化的方法，与常规方法相比，引种

第二年美国竹柳的幼林保存率提高13.1～22.6%；平均株高高出12.9～19.9cm，平均地径明

显较粗。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实施例1一种引种美国竹柳进行盐碱地原土绿化的方法

[0029] 步骤1 盐碱地原土整理

[0030] 试验地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北部滨海重盐碱地内，该地表土层pH为8.5，经测定含盐

量在18000～20000ppm之间。除生长有碱蓬、芦苇、柽柳等耐盐碱植物外，无其他植被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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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在种植之前对造林地进行清除杂草，  采用机械深翻土地，深翻过程中使用50%多

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对土壤进行消毒，喷施量为100g/  ㎡；并均匀施足基肥；基肥为腐

熟的农家肥3t  /亩。

[0032] 在种植区起垄，垄面宽0.8m，垄与垄之间有宽0.6m深0.5m的排水沟，排水沟内埋有

排盐暗管。

[0033] 步骤2 准备竹柳插穗

[0034] 5月份，选择健壮、侧芽饱满、无病虫害的美国竹柳枝条作为插穗，插穗茎粗为

1.5cm，剪成20cm的小段，插穗上带有2个新生侧芽；

[0035] 将插穗下端斜切一刀，切口距离最下端侧芽10～12cm。

[0036] 步骤3 扦插前预处理

[0037] 将插穗下端浸泡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中10min，取出后，再放入吲哚丁

酸、盐酸吡哆醇和苦楝素以质量比3：0.2：1配制成浓度400  mg/L的溶液中浸泡5～10分钟，

备用。

[0038] 步骤4 扦插

[0039] 在垄面上用圆柱形木棒打窝，打窝深度为12cm，口径为5cm，每个窝内撒入20g防腐

生根粉；所述防腐生根粉为萘乙酸、烟酸、盐酸硫胺素、轻质碳酸钙按照4:1:0.4:60的质量

比混合而成的粉末。

[0040] 将插穗下端轻轻放入窝内，用基质填埋好，使最下端的侧芽刚好露出地面，轻轻压

实；种植密度为800株/亩；扦插后，浇一次淡水；

[0041] 填埋使用的基质由草炭土、牡蛎壳粉、锯末、松针、茶花粉、枣核粉按照7：1：1：2：

0.5：3的质量比混合制得，用淡水喷湿，使含水量为45～50%。

[0042] 步骤5  灌溉

[0043] 扦插后1个月内，每7天灌溉一次淡水；一个月后，用原土给插条覆土一次；

[0044] 以后，春秋季每15天灌溉一次淡水，夏季每10天灌溉一次淡水，冬季不需要灌溉。

[0045] 步骤6  追肥

[0046] 每年4～8月期间，每月追肥一次，施肥量为50kg/亩，其中包括复合肥20  kg/亩和

中量肥30  kg/亩；所述的复合肥氮磷钾质量含量为30%、15%、15%，所述的中量肥包括硝酸钙

12%、仲钼酸铵5%、胺鲜酯1%、茉莉酸3%、硫酸亚铁15%、硝酸镧1%、亚硒酸钾6%、柠檬酸10%、生

化黄腐殖酸46%，上述百分数均为质量百分数。

[0047] 步骤7病虫害防治

[0048] 每年冬季在美国竹柳植株1米以下主干涂刷50%辛硫磷乳剂1500倍液；每年春季喷

洒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每20天喷洒一次；

[0049] 每年夏季用75%百菌清和20%粉镑宁可湿性粉剂分别对水稀释1000倍液，轮换喷

施，间隔1周，共喷施6～8次。

[0050] 实施例2  插穗规格对竹柳扦插成活率的影响

[0051]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引种美国竹柳，改变步骤2准备竹柳插穗中选择的插穗规

格，进行实施例2～5；具体见表1；

[0052] 表1插穗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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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0054] 在扦插后30天和60天统计插条成活率，具体见表2；

[0055] 表2竹柳插条成活率

[0056]

[0057] 由上表可见，实施例4的扦插成活率明显较高，即步骤2准备竹柳插穗中选择的插

穗规格优选为插穗茎粗1.6cm，插穗长度22cm，带有4个侧芽。

[0058] 实施例6 填埋基质插穗生根速度的影响

[0059]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引种美国竹柳，改变步骤4扦插中使用的填埋基质，进行

实施例6～10，具体见表3；

[0060] 表3 填埋基质各组分配比

[0061]

[0062] 在扦插后30天和40天统计插条的生根率，具体见表4；

[0063] 表4竹柳插条的生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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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0065] 由上表可见，实施例9的竹柳插条的生根率明显较高，即步骤4扦插中使用的填埋

基质优选为草炭土：牡蛎壳粉：锯末：松针：茶花粉：枣核粉以7：3：3：2：0.5：4的质量比混合

制备。

[0066] 实施例11 一种引种美国竹柳进行盐碱地原土绿化的方法

[0067] 步骤1 盐碱地原土整理

[0068] 试验地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北部滨海重盐碱地内，该地表土层pH为8.5，经测定含盐

量在18000～20000ppm之间。除生长有碱蓬、芦苇等耐盐碱植物外，无其他植被生长。

[0069] 在种植之前对实验地进行清除杂草，  采用机械深翻土地，深翻过程中使用50%多

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对土壤进行消毒，喷施量为100g/  ㎡；并均匀施足基肥；基肥为腐

熟的农家肥3t  /亩。

[0070] 在种植区起垄，垄面宽0.8m，垄与垄之间有宽0.6m深0.5m的排水沟，排水沟内埋有

排盐暗管。

[0071] 步骤2 准备竹柳插穗

[0072] 5月份，选择健壮、侧芽饱满、无病虫害的美国竹柳枝条作为插穗，插穗茎粗为

1.6cm，剪成22cm的小段，插穗上带有4个新生侧芽；

[0073] 将插穗下端斜切一刀，切口距离最下端侧芽10～12cm。

[0074] 步骤3 扦插前预处理

[0075] 将插穗下端浸泡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中10min，取出后，再放入吲哚丁

酸、盐酸吡哆醇和苦楝素以质量比3：0.2：1配制成浓度400  mg/L的溶液中浸泡5～10分钟，

备用。

[0076] 步骤4 扦插

[0077] 在垄面上用圆柱形木棒打窝，打窝深度为12cm，口径为5cm，每个窝内撒入20g防腐

生根粉；所述防腐生根粉为萘乙酸、烟酸、盐酸硫胺素、轻质碳酸钙按照4:1:0.4:60的质量

比混合而成的粉末。

[0078] 将插穗下端轻轻放入窝内，用基质填埋好，使最下端的侧芽刚好露出地面，轻轻压

实；种植密度为800株/亩；扦插后，浇一次淡水；

[0079] 填埋使用的基质由草炭土、牡蛎壳粉、锯末、松针、茶花粉、枣核粉按照7：3：3：2：

0.5：4的质量比混合制得，用淡水喷湿，使含水量为45～50%。

[0080] 步骤5  灌溉

[0081] 扦插后1个月内，每7天灌溉一次淡水；一个月后，用原土给插条覆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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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以后，春秋季每15天灌溉一次淡水，夏季每10天灌溉一次淡水，冬季不需要灌溉。

[0083] 步骤6  追肥

[0084] 每年4～8月期间，每月追肥一次，施肥量为50kg/亩，其中包括复合肥20  kg/亩和

中量肥30  kg/亩；所述的复合肥氮磷钾质量含量为30%、15%、15%，所述的中量肥包括硝酸钙

12%、仲钼酸铵5%、胺鲜酯1%、茉莉酸3%、硫酸亚铁15%、硝酸镧1%、亚硒酸钾6%、柠檬酸10%、生

化黄腐殖酸46%，上述百分数均为质量百分数。

[0085] 步骤7病虫害防治

[0086] 每年冬季在美国竹柳植株1米以下主干涂刷50%辛硫磷乳剂1500倍液；每年春季喷

洒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每20天喷洒一次；

[0087] 每年夏季用75%百菌清和20%粉锈宁可湿性粉剂分别对水稀释1000倍液，轮换喷

施，间隔1周，共喷施8次。

[0088] 对比例1

[0089] 按照实施例11的方法引种美国竹柳，只改变步骤3 扦插前预处理步骤为：

[0090] 将插穗下端浸泡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中20min备用。

[0091] 对比例2

[0092] 按照实施例11的方法引种美国竹柳，只改变步骤4扦插步骤为：

[0093] 在垄面上用圆柱形木棒打窝，打窝深度为12cm，口径为5cm，每个窝内撒入20g防腐

生根粉；所述防腐生根粉为ABT生根粉、滑石粉、多菌灵按照100：0.1：5的比例混合而成。

[0094] 将插穗下端轻轻放入窝内，用原土填埋好，使最下端的侧芽刚好露出地面，轻轻压

实；种植密度为800株/亩；扦插后，浇一次淡水。

[0095] 对比例3

[0096] 按照实施例11的方法引种美国竹柳，只改变步骤6扦插步骤为：

[0097] 每年4～8月期间，每月追肥一次，施复合肥50kg/亩，所述的复合肥氮磷钾质量含

量为30%、15%、15%。

[0098] 经试验，引种美国竹柳进行盐碱地原土绿化第2年5月统计成林情况，具体结果见

表5；引种美国竹柳进行盐碱地原土绿化第4年5月统计成林情况见表6；

[0099] 表5  美国竹柳成林情况

[0100]

[0101] 由上表可见，本发明引种美国竹柳进行盐碱地原土绿化的方法，与常规方法相比，

成活率提高12.7～21.4%；引种第二年美国竹柳的幼林保存率提高13.1～22.6%；平均株高

高出12.9～19.9cm，平均地径明显较粗。

[0102] 表6  第4年5月的成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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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0104] 上表可见，本发明引种美国竹柳进行盐碱地原土绿化的第4年，幼林保存率仍然较

高。

[0105] 除非特殊说明和本领域常用单位，本发明所述比例，均为质量比例，所述百分比，

均为质量百分比。

[0106]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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