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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阔叶林木、果树嫁接方法，

利用斜切接法对阔叶林木、果树进行嫁接，且斜

切接法包括春季枝接和夏季半嫩枝接两种方式。

本发明提供的嫁接方式，是阔叶林木、果树营养

繁殖的一种技术方案，能够对赤峰地区乃至中国

北方地区的多种阔叶林木、果树实施嫁接扩繁，

且嫁接效果较好，适用范围较广，可广泛应用在

林木、果树嫁接技术领域，具有很高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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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阔叶林木果树嫁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斜切接法对阔叶林林木、果树进行嫁

接，且所述斜切接法包括春季枝接和夏季半嫩枝接两种方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阔叶林木果树嫁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春季枝接包括

以下步骤：

(1)接穗准备

从接穗原株上，选择1年生健壮枝条，选取侧芽饱满的中间段，剪成12～14cm枝段，粗度

0.6～1.5cm，每穗保留2个芽以上，两端用石蜡封严，每袋200个穗，于0℃以下的储苗窖中贮

藏，用冰块或雪覆于袋外，保湿降温；在贮藏的过程中注意排水，保证冰雪融化后至嫁接前

不浸泡接穗；

或：

将接穗穗条去掉细弱顶梢部分，基部对齐后，用细绳捆扎，每捆20株，整捆分层埋入相

对含水率为60％～70％湿沙中，于0℃以下的储苗窖中贮藏；储存量大时，分层混沙贮藏，注

意排水，保证各层接穗内部透气，防止因自然升温、接穗芽眼萌动而导致接穗伤热捂芽；

(2)砧木选择

以嫁接亲和力高的乡土树种苗木为砧木，培育小规格苗木，移植1次苗木作砧木；培育

大规格苗木，移植2～3次，在树干光滑处剪砧定干后，进行嫁接；接口处砧木粗度大于接穗

削面处粗度；

(3)嫁接操作

(3.1)砧木斜剪定干

嫁接前，剪砧定干，根据砧木大小和树形培育需要，确定每株砧木上嫁接数量，按主干、

侧枝，预留枝条；砧木萌动至顶芽扭嘴，砧木接口以下多余枝条和萌蘖全部疏掉；嫁接较晚，

砧木叶片展开或全部展开，在不影响嫁接操作部位的前提下，通过掐尖保留接口下部分枝

条和成熟叶片，疏除不予保留叶片的枝条；

在预留枝条上，保留5～15cm长，在预留切口处向侧下方斜剪去头，将剪下的枝杈清理

出圃地；

在预留切口处，在最上端剪口留2～3mm以保证砧木顶端剪口四周韧皮部完整、与形成

层不剥离，斜向下切开砧木，以不超过髓心为标准；下刀角度和切口长度为，沿树干向髓心

方向呈20°～30°夹角，长度2.0～3.0cm；

(3.2)剪削接穗

对蜡封接穗，直接削接穗，采用“两刀法”削接穗，削成一大一小两个斜面，大面基部过

接穗髓心，小面基部不过接穗髓心，保留接穗顶部3个芽，最下边的芽位于大斜面上方1.5～

2.5cm处；

或：

混沙整枝贮藏的接穗，在嫁接前剪成枝段，随剪随削随嫁接，削接穗采用“两刀法”；

(3.3)砧穗接合绑缚

沿砧木切口斜向下插入接穗，保证接穗大面朝向砧木髓心，砧木和接穗形成层对齐，砧

木接穗粗度接近，通过调整切口角度，保证砧木和接穗半椭圆状的形成层均能对齐；砧木接

穗粗度相差较大，保证砧木和接穗一侧形成层对齐；部分接口愈合慢的树种，需要立支柱绑

缚新梢，以防接口处风折劈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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砧穗接合后，用塑料膜绑缚牢固，防止透风失水和雨水渗入。

或：

混沙整枝贮藏的接穗，完成绑缚后，用油漆将顶端伤口涂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阔叶林木果树嫁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中，当树

种、品种多时，做好标签，防止混淆。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阔叶林木果树嫁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2)中，接口

高度根据苗木类型、培育目标确定。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阔叶林木果树嫁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嫁接

较晚，砧木枝条已经放叶，每个接口下方到分枝处需要保留2～4片成熟叶叶片。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阔叶林木果树嫁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夏季半嫩枝接

包括以下步骤：

(1)接穗处理

对拟采穗枝条，6月下旬掐尖，剪除幼嫩枝条，促进保留枝条成熟和侧芽膨大；

(2)砧木选择

选取当年生健壮枝条，6月下旬掐尖，剪除幼嫩枝条，促进保留枝条成熟；

(3)嫁接

(3.1)保留接口下方砧木成熟叶片3～5片，疏除多余的枝条和新萌发侧枝，砧木斜剪去

头；

(3.2)接穗，随剪随削随嫁接，每穗顶端保留1～2片半片叶片或1片成熟叶片；

(3.3)绑缚完成后，用油漆涂伤口，用牛皮纸袋遮阳到接穗侧芽萌发；

(4)接后管理

(4.1)除萌

接穗侧芽萌发前，控制砧木侧芽、侧枝生长；接穗侧芽基部叶片展开后，疏除砧木新萌

侧芽、侧枝和保留的短枝、成熟叶片，后期及时抹除砧木萌蘖；

(4.2)解绑

嫁接成活40～50d后，解掉绑缚接口处的塑料，防止塑料嵌入组织导致接穗风折；用刀

在砧木接口背面，将绑扎塑料条在系扣处划开即可；

(4.3)浇水

移植1年以上的大规格苗木就地嫁接后50d内不浇水，确保伤口愈合；7-8月，浇水2～3

次；9月上旬后不浇水、9月下旬掐尖，促进枝条成熟，11月上中旬浇冻水；

(4.4)整形

根据冠形培育需要，接穗枝条长到30～40cm进行整形，以调整枝条伸展方向，增加分枝

数量，防止偏冠；

(5)护干

根据砧木干部病害、虫害、鼠兔害发生情况，在砧木主干上涂抹药剂。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阔叶林木果树嫁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砧木

枝接和嫁接过程与春季枝接方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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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阔叶林木果树嫁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林木、果树嫁接技术领域，具体是指一种阔叶林木果树嫁接方法，更具

体地是指一种应用到阔叶林木果树上的斜切接法。

背景技术

[0002] 赤峰地区阔叶林木果树嫁接主要采用春季枝接，其次是秋季芽接，夏季半嫩枝接

很少用到。因此，需要一种针对春季枝接和夏季半嫩枝接的阔叶林木果树嫁接方法，在保证

嫁接体，尤其是接穗部分自然越冬的基础上，实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人工的劳动强度、缩短

苗木培育期、减轻病虫害程度、嫁接效果良好的目标。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为：

[0004] 一种阔叶林木果树嫁接方法，利用斜切接法对阔叶林木、果树进行嫁接，且所述斜

切接法包括春季枝接和夏季半嫩枝接两种方式。

[0005] 进一步地，所述春季枝接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接穗准备

[0007] 从接穗原株上，选择1年生健壮枝条，选取侧芽饱满的中间段，剪成12～14cm枝段，

粗度0.6～1.5cm，每穗保留2个芽以上，两端用石蜡封严，每袋200个穗，于0℃以下的储苗窖

中贮藏，用冰块或雪覆于袋外，保湿降温；在贮藏的过程中注意排水，保证冰雪融化后至嫁

接前不浸泡接穗；

[0008] 或：

[0009] 将接穗穗条去掉细弱顶梢部分，基部对齐后，用细绳捆扎，每捆20株，整捆分层埋

入相对含水率为60％～70％湿沙中，于0℃以下的储苗窖中贮藏；储存量大时，分层混沙贮

藏，注意排水，保证各层接穗内部透气，防止因自然升温、接穗芽眼萌动而导致接穗伤热捂

芽；

[0010] (2)砧木选择

[0011] 以嫁接亲和力高的乡土树种苗木为砧木，培育小规格苗木，移植1次苗木作砧木；

培育大规格苗木，移植2～3次，在树干光滑处剪砧定干后，进行嫁接；接口处砧木粗度大于

接穗削面处粗度；

[0012] (3)嫁接操作

[0013] (3.1)砧木斜剪定干

[0014] 嫁接前，剪砧定干，根据砧木大小和树形培育需要，确定每株砧木上嫁接数量，按

主干、侧枝，预留枝条；砧木萌动至顶芽扭嘴，砧木接口以下多余枝条和萌蘖全部疏掉；嫁接

较晚，砧木叶片展开或全部展开，在不影响嫁接操作部位的前提下，通过掐尖保留接口下部

分枝条和成熟叶片，疏除不予保留叶片的枝条；

[0015] 在预留枝条上，保留5～15cm长，在预留切口处向侧下方斜剪去头，将剪下的枝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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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出圃地；

[0016] 在预留切口处，在最上端剪口留2～3mm以保证砧木顶端剪口四周韧皮部完整、与

形成层不剥离，斜向下切开砧木，以不超过髓心为标准；下刀角度和切口长度为，沿树干向

髓心方向呈20°～30°夹角，长度2.0～3.0cm；

[0017] (3.2)剪削接穗

[0018] 对蜡封接穗，直接削接穗，采用“两刀法”削接穗，削成一大一小两个斜面，大面基

部过接穗髓心，小面基部不过接穗髓心，保留接穗顶部3个芽，最下边的芽位于大斜面上方

1.5～2.5cm处；

[0019] 或：

[0020] 混沙整枝贮藏的接穗，在嫁接前剪成枝段，随剪随削随嫁接，削接穗采用“两刀

法”；

[0021] (3.3)砧穗接合绑缚

[0022] 沿砧木切口斜向下插入接穗，保证接穗大面朝向砧木髓心，砧木和接穗形成层对

齐，砧木接穗粗度接近，通过调整切口角度，保证砧木和接穗半椭圆状的形成层均能对齐；

砧木接穗粗度相差较大，保证砧木和接穗一侧形成层对齐；部分接口愈合慢的树种，需要立

支柱绑缚新梢，以防止接口处风折劈裂；

[0023] 砧穗接合后，用塑料膜绑缚牢固，防止透风失水和雨水渗入。

[0024] 或：

[0025] 混沙整枝贮藏的接穗，完成绑缚后，需用油漆将顶端伤口涂严。

[0026] 进一步地，在步骤(1)中，当树种、品种多时，做好标签，防止混淆。

[0027] 进一步地，在步骤(2)中，接口高度根据苗木类型、培育目标确定。

[0028] 进一步地，在步骤(3)中，嫁接较晚，砧木枝条已经放叶，每个接口下方到分枝处需

要保留2～4片成熟叶叶片。

[0029] 进一步地，所述夏季半嫩枝接包括以下步骤：

[0030] (1)接穗处理

[0031] 对拟采穗枝条，6月下旬掐尖，剪除幼嫩枝条，促进保留枝条成熟和侧芽膨大；

[0032] (2)砧木选择

[0033] 选取当年生健壮枝条，6月下旬掐尖，剪除幼嫩枝条，促进保留枝条成熟；

[0034] (3)嫁接

[0035] (3.1)保留接口下方砧木成熟叶片3～5片，疏除多余的枝条和新萌发侧枝，砧木斜

剪去头；

[0036] (3.2)接穗，随剪随削随嫁接，每穗顶端保留1～2片半片叶片或1片成熟叶片；

[0037] (3.3)绑缚完成后，用油漆涂伤口，用牛皮纸袋遮阳到接穗侧芽萌发；

[0038] (4)接后管理

[0039] (4.1)除萌

[0040] 接穗侧芽萌发前，控制砧木侧芽、侧枝生长；接穗侧芽基部叶片展开后，疏除砧木

新萌侧芽、侧枝和保留的短枝、成熟叶片，后期及时抹除砧木萌蘖；

[0041] (4.2)解绑

[0042] 嫁接成活40～50d后，解掉绑缚接口处的塑料，防止塑料嵌入组织导致接穗风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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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刀在砧木接口背面，将绑扎塑料条在系扣处划开即可；

[0043] (4.3)浇水

[0044] 移植1年以上的大规格苗木就地嫁接后50d内不浇水，确保伤口愈合；7-8月，浇水2

～3次；9月上旬后不浇水、9月下旬掐尖，促进枝条成熟，11月上中旬浇冻水；

[0045] (4.4)整形

[0046] 根据冠形培育需要，接穗枝条长到30～40cm进行整形，以调整枝条伸展方向，增加

分枝数量，防止偏冠；

[0047] (5)护干

[0048] 根据砧木干部病害、虫害、鼠兔害发生情况，在砧木主干上涂抹药剂。

[0049] 进一步地，在步骤(3)中，砧木枝接和嫁接过程与春季枝接方式相同。

[0050] 采用以上方法后，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51] 本发明提供的斜切接法，具体包括春季枝接和夏季半嫩枝接，能够适用于各种阔

叶林木、果树的嫁接，并且嫁接后的效果优良，能够达到扩繁的技术目的，具有很高的推广

价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52] 下面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53] 实施例一

[0054] 针对赤峰地区的林木、果树，采用春季枝接的方式进行操作，通过高接换头更换树

种或品种，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55] (1)接穗准备

[0056] 从接穗原株上，选择1年生健壮枝条，选取侧芽饱满的中间段，剪成12cm枝段，粗度

0.6～1.0cm，每穗保留2个芽，两端用石蜡封严，每袋200个穗，于0℃以下的储苗窖中贮藏，

用冰块或雪覆于袋外，保湿降温；在贮藏的过程中注意排水，保证冰雪融化后至嫁接前不浸

泡接穗；

[0057] (2)砧木选择

[0058] 以嫁接亲和力高的乡土树种苗木为砧木，培育小规格苗木，移植1次苗木作砧木；

培育大规格苗木，移植2次，在树干光滑处剪砧定干后，进行嫁接；接口处砧木粗度大于接穗

削面处粗度，达到1.0cm；

[0059] (3)嫁接操作

[0060] (3.1)砧木斜剪定干

[0061] 嫁接前，剪砧定干，根据砧木大小和树形培育需要，确定每株砧木上嫁接数量，按

主干、侧枝，预留枝条；砧木萌动至顶芽扭嘴，砧木接口以下多余枝条和萌蘖全部疏掉；嫁接

较晚，砧木叶片展开或全部展开，在不影响嫁接操作部位的前提下，通过掐尖保留接口下部

分枝条和成熟叶片，疏除不保留叶片的枝条；

[0062] 在预留枝条上，保留5cm长，在预留切口处向侧下方斜剪去头，将剪下的枝杈清理

出圃地；

[0063] 在预留切口处，在最上端剪口留3mm以保证砧木顶端剪口四周韧皮部完整、形成层

不受损伤，斜向下切开砧木，以不超过髓心为标准；下刀角度和切口长度为，沿树干向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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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呈20°夹角，长度3.0cm；

[0064] (3.2)剪削接穗

[0065] 对蜡封接穗，直接削接穗，采用“两刀法”削接穗，削成一大一小两个斜面，大面基

部过接穗髓心，小面基部过接穗髓心，保留接穗顶部3个芽，最下边的芽位于大斜面上方

2.0cm处；

[0066] (3.3)砧穗接合绑缚

[0067] 沿砧木切口斜向下插入接穗，保证接穗大面朝向砧木髓心，砧木和接穗形成层对

齐，砧木接穗粗度接近，通过调整切口角度，保证砧木和接穗半椭圆状的形成层均能对齐；

砧木接穗相关较大粗度，保证砧木和接穗一侧形成层对齐，部分接口愈合慢的树种，需要立

支柱绑缚新梢，以防接口处风折劈裂；

[0068] 砧穗接合后，用塑料膜绑缚牢固，防止透风失水和雨水渗入。

[0069] 在步骤(1)中，当树种、品种多时，做好标签，防止混淆。

[0070] 在步骤(2)中，接口高度根据苗木类型、培育目标确定。

[0071] 在步骤(3)中，嫁接较晚，砧木已经放叶，每个接口下方到分枝处保留2片成熟叶

片。

[0072] (4)接后管理

[0073] (4.1)除萌

[0074] 接穗侧芽萌发前，控制砧木侧芽、侧枝生长；接穗侧芽基部叶片展开后，疏除砧木

新萌侧芽、侧枝和保留的短枝、成熟叶片，后期及时抹除砧木萌蘖；

[0075] (4.2)解绑

[0076] 嫁接成活40d后，解掉绑缚接口处的塑料，防止塑料嵌入组织导致接穗风折；用刀

在砧木接口背面，将绑扎塑料条在系扣处划开即可；

[0077] (4.3)浇水

[0078] 移植1年以上的大规格苗木就地嫁接后50d内不浇水，确保伤口愈合；7-8月，浇水2

～3次；9月上旬后不浇水、9月下旬掐尖，促进枝条成熟，11月上中旬浇冻水；

[0079] (4.4)整形

[0080] 根据冠形培育需要，接穗枝条长到40cm进行整形，以调整枝条伸展方向，增加分枝

数量，防止偏冠；

[0081] (5)护干

[0082] 根据砧木干部病害、虫害、鼠兔害发生情况，在砧木主干上涂抹药剂。

[0083] 实施例二

[0084] 针对赤峰地区的林木、果树，采用春季枝接的方式进行操作，以繁育林木、果树苗

木或更换树种品种，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85] (1)接穗准备

[0086] 将接穗穗条去掉细弱顶梢部分，基部对齐后，用细绳捆扎，每捆20株，整捆分层埋

入相对含水率为70％湿沙中，于0℃以下的储苗窖中贮藏；储存量大时，分层混沙贮藏，注意

排水，保证各层接穗内部透气，防止因自然升温、接穗芽眼萌动而导致接穗伤热捂芽；

[0087] (2)砧木选择

[0088] 以嫁接亲和力高的乡土树种苗木为砧木，培育小规格苗木，移植1次苗木作砧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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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大规格苗木，移植2次，在树干光滑处剪砧定干后，进行嫁接；接口处砧木粗度大于接穗

削面处粗度，达到1.5cm；

[0089] (3)嫁接操作

[0090] (3.1)砧木斜剪定干

[0091] 嫁接前，剪砧定干，根据砧木大小和树形培育需要，确定每株砧木上嫁接数量，按

主干、侧枝，预留枝条；砧木萌动至顶芽扭嘴，砧木接口以下多余枝条和萌蘖全部疏掉；嫁接

较晚，砧木叶片展开或全部展开，在不影响嫁接操作部位的前提下，通过掐尖保留接口下部

分枝条和成熟叶片，疏除不予保留叶片的枝条；

[0092] 在预留枝条上，保留5cm长，在预留切口处向侧下方斜剪去头，将剪下的枝杈清理

出圃地；

[0093] 在预留切口处，在最上端剪口留2mm以保证砧木顶端剪口四周韧皮部完整、形成层

不受损伤，斜向下切开砧木，以不超过髓心为标准；下刀角度和切口长度为，沿树干向髓心

方向呈30°夹角，长度2.1cm；

[0094] (3.2)剪削接穗

[0095] 对蜡封接穗，直接削接穗，采用“两刀法”削接穗，削成一大一小两个斜面，大面基

部过接穗髓心，小面基部过接穗髓心，保留接穗顶部3个芽，最下边的芽位于大斜面上方

1.8cm处；

[0096] (3.3)砧穗接合绑缚

[0097] 沿砧木切口斜向下插入接穗，保证接穗大面朝向砧木髓心，砧木和接穗形成层对

齐，砧木接穗粗度接近，通过调整切口角度，保证砧木和接穗半椭圆状的形成层均能对齐；

砧木接穗相关较大粗度，保证砧木和接穗一侧形成层对齐，部分接口愈合慢的树种，需要立

支柱绑缚新梢，以防接口处风折劈裂；

[0098] 砧穗接合后，用塑料膜绑缚牢固，防止透风失水和雨水渗入。

[0099] (4)接后管理

[0100] (4.1)除萌

[0101] 接穗侧芽萌发前，控制砧木侧芽、侧枝生长；接穗侧芽基部叶片展开后，疏除砧木

新萌侧芽、侧枝和保留的短枝、成熟叶片，后期及时抹除砧木萌蘖；

[0102] (4.2)解绑

[0103] 嫁接成活50d后，解掉绑缚接口处的塑料，防止塑料嵌入组织导致接穗风折；用刀

在砧木接口背面，将绑扎塑料条在系扣处划开即可；

[0104] (4.3)浇水

[0105] 移植1年以上的大规格苗木就地嫁接后50d内不浇水，确保伤口愈合；7-8月，浇水2

次；9月上旬后不浇水、9月下旬掐尖，促进枝条成熟，11月上中旬浇冻水；

[0106] (4.4)整形

[0107] 根据冠形培育需要，接穗枝条长到30cm进行整形，以调整枝条伸展方向，增加分枝

数量，防止偏冠；

[0108] (5)护干

[0109] 根据砧木干部病害、虫害、鼠兔害发生情况，在砧木主干上涂抹药剂。

[0110] 实施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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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 针对赤峰地区的林木，采用春季枝接的方式进行操作，以繁育速生树种或品种，具

体包括以下步骤：

[0112] (1)接穗准备

[0113] 从接穗原株上，选择1年生健壮枝条，选取侧芽饱满的中间段，剪成14cm枝段，粗度

1.5cm，每穗保留3个芽，两端用石蜡封严，每袋200个穗，于0℃以下的储苗窖中贮藏，用冰块

或雪覆于袋外，保湿降温；在贮藏的过程中注意排水，保证冰雪融化后至嫁接前，不浸泡接

穗；

[0114] (2)砧木选择

[0115] 以嫁接亲和力高的乡土树种苗木为砧木，培育大规格苗木，移植3次，在树干光滑

处剪砧定干后，进行嫁接；接口处砧木粗度大于接穗削面处粗度，达到1.5cm以上；

[0116] (3)嫁接操作

[0117] (3.1)砧木斜剪定干

[0118] 嫁接前，剪砧定干，根据砧木大小和树形培育需要，确定每株砧木上嫁接数量，按

主干、侧枝，预留枝条；砧木萌动至顶芽扭嘴，砧木接口以下多余枝条和萌蘖全部疏掉；嫁接

较晚，砧木叶片展开或全部展开，在不影响嫁接操作部位的前提下，通过掐尖保留接口下部

分枝条和成熟叶片，疏除不保留叶片的枝条；

[0119] 在预留枝条上，保留15cm长，在预留切口处向侧下方斜剪去头，将剪下的枝杈清理

出圃地；

[0120] 在预留切口处，在最上端剪口留3mm以保证砧木顶端剪口四周韧皮部完整、形成层

不受损伤，斜向下切开砧木，以不超过髓心为标准；下刀角度和切口长度为，沿树干向髓心

方向呈30°夹角，长度3.0cm；

[0121] (3.2)剪削接穗

[0122] 对蜡封接穗，直接削接穗，采用“两刀法”削接穗，削成一大一小两个斜面，大面基

部过接穗髓心，小面基部过接穗髓心，保留接穗顶部3个芽，最下边的芽位于大斜面上方

2.5cm处；

[0123] (3.3)砧穗接合绑缚

[0124] 沿砧木切口斜向下插入接穗，保证接穗大面朝向砧木髓心，砧木和接穗形成层对

齐，砧木接穗粗度接近，通过调整切口角度，保证砧木和接穗半椭圆状的形成层均能对齐；

砧木接穗相关较大粗度，保证砧木和接穗一侧形成层对齐，部分接口愈合慢的树种，需要立

支柱绑缚新梢，以防接口处风折劈裂；

[0125] 砧穗接合后，用塑料膜绑缚牢固，防止透风失水和雨水渗入。

[0126] (4)接后管理

[0127] (4.1)除萌

[0128] 接穗侧芽萌发前，控制砧木侧芽、侧枝生长；接穗侧芽基部叶片展开后，疏除砧木

新萌侧芽、侧枝和保留的短枝、成熟叶片，后期及时抹除砧木萌蘖；

[0129] (4.2)解绑

[0130] 嫁接成活50d后，解掉绑缚接口处的塑料，防止塑料嵌入组织导致接穗风折；用刀

在砧木接口背面，将绑扎塑料条在系扣处划开即可；

[0131] (4.3)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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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2] 移植1年以上的大规格苗木就地嫁接后50d内不浇水，确保伤口愈合；7-8月，浇水3

次；9月上旬后不浇水、9月下旬掐尖，促进枝条成熟，11月上中旬浇冻水；

[0133] (4.4)整形

[0134] 根据冠形培育需要，接穗枝条长到40cm进行整形，以调整枝条伸展方向，增加分枝

数量，防止偏冠；

[0135] (5)护干

[0136] 根据砧木干部病害、虫害、鼠兔害发生情况，在砧木主干上涂抹药剂。

[0137] 实施例四

[0138] 针对赤峰地区的林木(花灌木)，采用夏季半嫩枝接的方式进行操作，以培育树状

花木(花灌木)或加快苗木繁育、缩短苗木出圃时间，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139] (1)接穗处理

[0140] 对拟采穗枝条，6月下旬掐尖，剪除幼嫩枝条，促进保留枝条成熟和侧芽膨大；

[0141] (2)砧木选择

[0142] 选取当年生健壮枝条，6月下旬掐尖，剪除幼嫩枝条，促进保留枝条成熟；

[0143] (3)嫁接

[0144] (3.1)保留接口下方砧木成熟叶片3片，疏除多余的枝条和新萌发侧枝，砧木斜剪

去头，砧木枝接方式和春季枝接的方式相同；

[0145] (3.2)接穗，随剪随削随嫁接，每穗顶端保留2个半片叶片，嫁接方式和春季枝接的

相同；

[0146] (3.3)绑缚完成后，用油漆涂伤口，用牛皮纸袋遮阳到接穗侧芽萌发；

[0147] (4)接后管理

[0148] (4.1)除萌

[0149] 接穗侧芽萌发前，控制砧木侧芽、侧枝生长；接穗侧芽基部叶片展开后，疏除砧木

新萌侧芽、侧枝和保留的短枝、成熟叶片，后期及时抹除砧木萌蘖；

[0150] (4.2)解绑

[0151] 嫁接成活40d后，解掉绑缚接口处的塑料，防止接穗风折；用刀在砧木接口背面，将

绑扎塑料条在系扣处划开即可；

[0152] (4.3)浇水

[0153] 小规格苗木嫁接后，7-8月份需定期浇水；9月上旬后不浇水、9月下旬掐尖，促进枝

条成熟，11月上中旬浇冻水；

[0154] (4.4)整形

[0155] 根据冠形培育需要，接穗枝条长到30cm进行整形，以调整枝条伸展方向，增加分枝

数量，防止偏冠；

[0156] (5)护干

[0157] 根据砧木干部病害、虫害、鼠兔害发生情况，在砧木主干上涂抹药剂。

[0158] 实施例五

[0159] 针对赤峰地区的灌木类林木、果树，采用夏季半嫩枝接的方式进行操作，以缩短培

育期、提早结实，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160] (1)接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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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1] 对拟采穗枝条，6月下旬掐尖，剪除幼嫩枝条，促进保留枝条成熟和侧芽膨大；

[0162] (2)砧木选择

[0163] 选取当年生健壮枝条，6月下旬掐尖，剪除幼嫩枝条，促进保留枝条成熟；

[0164] (3)嫁接

[0165] (3.1)保留接口下方砧木成熟叶片5片，疏除多余的枝条和新萌发侧枝，砧木斜剪

去头，砧木枝接和春季枝接过程相同；

[0166] (3.2)接穗，随剪随削随嫁接，每穗顶端保留2片半片叶片，嫁接过程和春季枝接相

同；

[0167] (3.3)绑缚完成后，用油漆涂伤口，用牛皮纸袋遮阳到接穗侧芽萌发；

[0168] (4)接后管理

[0169] (4.1)除萌

[0170] 接穗侧芽萌发前，控制砧木侧芽、侧枝生长；接穗侧芽基部叶片展开后，疏除砧木

新萌侧芽、侧枝和保留的短枝、成熟叶片，后期及时抹除砧木萌蘖；

[0171] (4.2)解绑

[0172] 嫁接成活50d后，解掉绑缚接口处的塑料，防止塑料嵌入组织导致接穗风折；用刀

在砧木接口背面，将绑扎塑料条在系扣处划开即可；

[0173] (4.3)浇水

[0174] 移植1年以上的大规格苗木就地嫁接后50d内不浇水，确保伤口愈合；7-8月，浇水2

次；9月上旬后不浇水、9月下旬掐尖，促进枝条成熟，11月上中旬浇冻水；

[0175] (4.4)整形

[0176] 根据冠形培育需要，接穗枝条长到40cm进行整形，以调整枝条伸展方向，增加分枝

数量，防止偏冠；

[0177] (5)护干

[0178] 根据砧木干部病害、虫害、鼠兔害发生情况，在砧木主干上涂抹药剂。

[0179] 具体实例如下表1所示。

[0180] 表1斜切法嫁接扩繁部分树种及特异性无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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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1]

[0182]

[0183] 因此，本发明提供的嫁接方式，能够适用于赤峰地区乃至中国北方地区的阔叶林

木、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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