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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提高牵牛花的制种产量

和质量的方法，该方法为：1）播种育苗；2）制种田

内施足基肥，深翻土壤，做成深沟宽栽培畦后，覆

黑色地膜；待植株活棵后将四周用湿稻壳或基质

覆好；3）定植15-20天，在5-6节位摘心打顶；4）牵

牛花植株生长期间正常水肥管理，同时要抹去主

枝底部的叶芽，或者主枝摘心部位一下的所有叶

芽，每7-10天抹去植株其他部位新生叶芽3-4个；

5）选取即将开花的花蕾，撕掉花瓣顶端，使其开

花后，雄蕊可伸出露在花冠外侧；6）分批采收牵

牛花种子。本发明的方法有效提高了种子产量，

解决了夏季高温高湿，牵牛花营养生长旺，植株

易倒伏，且结实情况不好的问题，大大提高了种

子产量和质量，增加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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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牵牛花的制种产量和质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播种育苗：播种育苗的方法为：6月初穴盘育苗，采用50孔穴盘育苗，12—15天幼苗长

到6片～8片叶时可直接定植；

2）定植：制种田内施足基肥，深翻土壤，做成宽1.1-1 .3m，高35-40cm的深沟栽培畦后，

覆黑色地膜；栽培株行距  50  -60cm×50-60  cm；栽后2—3天每天傍晚浇水，然后根据幼苗

萎蔫情况适当浇水；直到植株活颗，待植株活棵后将幼苗根部四周用湿稻壳或基质覆盖好，

有缺苗、死苗及时移栽补植；每667㎡施的基肥包括：腐熟有机肥2000－2500kg，三元复合肥

50—80kg  ，氯化钾或硫酸钾10—15kg；其中三元复合肥中N:P:K 的质量比为15:15:15；所

述腐熟有机肥由以下组分发酵而成：干家禽牲畜粪便1000kg，炭化稻壳200kg，粉碎的稻麦

秸秆或花生壳100kg，过磷酸钙30kg，  1kg有机肥发酵剂；

3）植株定植成活后正常的水肥管理，定植15-20天，在牵牛花开始爬藤，在5-6节位摘心

打顶，促进分枝；同时在栽培畦上搭建攀爬支架；在栽培畦上每隔10-15m打地桩两端固定攀

爬支架；所述攀爬支架包括：长度2.3-2.5m的竹竿，并搭成“人”形支架；

4）牵牛花植株生长期间，正常水肥管理，同时要抹去主枝底部的全部叶芽，或者主枝摘

心部位以下的所有叶芽；以后每隔7-10天，抹去植株一部分新生叶芽，同时清理植株老叶枯

叶；主枝底部是指距离地面30-35cm；

5）8月初牵牛花植株开始陆续开花，在进入盛花期后，在晴朗的天气下午的时候，选取

即将开花的花蕾，撕掉花瓣顶端，使其开花后，雄蕊可以伸出露在花冠外侧；以后每隔3—5

天可以重复以上处理一次，直至9月底10月初，盛花期即将结束，单株开花数小于10朵，可以

结束处理；所述盛花期是开花植株≧75%，单株平均开花数≧15朵；所述即将开花的花蕾是

花萼片长度是花蕾总长度的1/3-1/2，且花蕾顶端微微松开；所述花蕾顶端是指位置是花蕾

顶端总长度的1/5-1/4处；

6）9月中旬开始分批采收牵牛花种子，采收的标准是在花后35—40天，蒴果开始变黄

时，每5-7天可以采收一次，11月初，最后一次性采收剩下的牵牛花种子；最后一次性采收，

从根部剪断牵牛花植株，5-7天后植株发黄萎蔫以后，从攀爬支架上拖下牵牛花植株，牵牛

花植株避雨通风悬挂后熟，下方铺上细沙网，后熟15-20天，随后及时晾晒脱粒，精选干净

后，晒干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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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牵牛花的制种产量和质量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花卉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提高牵牛花的制种产量和质量的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牵牛花(Pharhiris  nil  qianniuhua)别名喇叭花、朝颜花。为旋花科牵牛属一年

生蔓性缠绕草本花卉，是国内普遍栽培的垂直绿化的优良花卉，牵牛花又称喇叭花，喇叭管

晶莹娇嫩，喇叭口随品种不同五光十色，有淡蓝、蓝紫、紫红、玉白等色，更有口大如杯、边缘

呈正五边形的玫瑰红色品种，十分娇艳照人。牵牛花花冠质薄如纱，每当清晨太阳始出开

放，轻盈动人，由于它迎朝阳而开，所以又称朝颜花。随着园林绿化美化在城市建设中重要

性的增强，牵牛花因为在绿化过程中生长周期短、见效快、色彩丰富、生长速度快，花色鲜

艳、装饰效果好，所以园林应用广泛，是家庭和园林中的重点美化材料。牵牛可用于棚架绿

化，也可盆栽，花期长，花期一般为6～11月，适应性强，能耐干旱湿热，适宜庭院种植，也可

做绿化的材料，布置花墙、花篱、小型棚架，适于公园，庭院的篱笆花架布置及家庭阳台美

化。

[0003] 牵牛花具有易栽培、适应广及抗逆性强的特性，而国内城市景观对于夏季耐热耐

湿、抗病抗旱、地区适应性广、花色变化丰富多彩、花形多变极具观赏价值的牵牛花的需求

连年高涨，牵牛花具有花大色艳、花期较长、酷暑季节开花不断、开花数量较多的优点。使其

成为适于夏季绿化美化及景观布置的首选种类，而且其生长健壮、容易栽培、容易养护和管

理，目前在园林绿化上广泛应用，种子需求量较大，但是很多优良品种由于夏季高温、高湿

和栽培技术的原因，植株易感染白粉病，开花后结实率较低或者不结实，影响了品种的大面

积推广应用。因此发明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改善这种状况，提高牵牛花制种产量，为牵牛

花优良品种的推广提供可能。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简便易行的用于提高牵牛

花种子产量和质量的方法。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步骤为：

[0006] 一种提高牵牛花的制种产量和质量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播种育苗；

[0008] 2)定植：制种田内施足基肥，深翻土壤，做成宽1.1-1.3m，高35-40cm的深沟栽培畦

后，覆黑色地膜；栽培株行距50-60cm×50-60cm；栽后2—3天每天傍晚浇水，然后根据幼苗

萎蔫情况适当浇水。直到植株活颗，待植株活棵后将幼苗根部四周用湿稻壳或基质覆盖好，

有缺苗、死苗及时移栽补植；

[0009] 3)植株定植成活后正常的水肥管理，定植15-20天，在牵牛花开始爬藤，在5-6节位

摘心打顶，促进分枝；同时在栽培畦上搭建攀爬支架；在栽培畦上每隔10-15m打打地桩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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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攀爬支架；

[0010] 4)牵牛花植株生长期间，正常水肥管理，同时要抹去主枝底部的叶芽，或者主枝摘

心部位一下的所有叶芽；以后每隔7-10天，抹去植株一部分新生叶芽，每次每株均匀抹去3-

4个叶芽，同时清理植株老叶枯叶，高温高湿季节利于植株通风，减少白粉病的感染；

[0011] 5)8月初牵牛花植株开始陆续开花，在进入盛花期后，在晴朗的天气下午的时候，

选取即将开花的花蕾，撕掉花瓣顶端，使其开花后，雄蕊可以伸出露在花冠外侧；以后每隔

3—5天可以重复以上处理一次，直至到9月底10月初，盛花期即将束，可以结束处理；

[0012] 6)9月中旬开始分批采收牵牛花种子，采收的标准是在花后35—40天，蒴果开始变

黄时，每5-7天可以采收一次，11月初，最后一次性采收剩下的牵牛花种子。

[0013] 进一步地，步骤1)中，播种育苗的方法为：6月初穴盘育苗，采用50孔穴盘育苗，

12—15天幼苗长到6片～8片叶时可直接定植。

[0014] 进一步地，步骤2)中，每667㎡施的基肥包括：腐熟有机肥2000－2500kg，三元复合

肥50—80kg，氯化钾或硫酸钾10—15kg。其中三元复合肥中N:P:K的质量比为15:15:15。

[0015] 进一步地，步骤3)中，所述攀爬装置包括：长度2.3-2.5m的竹竿，并搭成“人”形支

架。竹竿高度过长，一方面大雨刮风容易倒伏，另外牵牛花如果攀爬过高不易花期处理，且

种子采收也困难。

[0016] 进一步地，步骤4)中，主枝底部是指距离地面30-35cm。

[0017] 进一步地，步骤5)中，所述盛花期是开花植株≧75％，单株平均开花数≧15朵。

[0018] 进一步地，步骤5)中，所述即将开花的花蕾是花萼片长度是花蕾总长度的1/3-1/

2，且花蕾顶端微微松开。

[0019] 进一步地，步骤5)中，所述花瓣顶端是指位置是花蕾顶端总长度的1/5-1/4处。

[0020] 进一步地，步骤6)中，最后一次性采收，从根部剪断牵牛花植株，5-7天后植株发黄

萎蔫以后，从攀爬支架上拖下牵牛花植株，牵牛花植株避雨通风悬挂后熟，下方铺上细沙

网，后熟15-20天，随后及时晾晒脱粒，精选干净后，晒干储存。其中，牵牛花植株避雨通风悬

挂后熟，悬挂高度1.5-1.8m，下方铺上细沙网可以收集后熟过程中蒴果开裂掉落的种子。

[0021]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方法有效的提高了种子的产量，解决了夏季高温高湿，牵牛花

营养生长旺，植株易倒伏，且结实情况不好的问题，大大提高了种子产量和质量，增加了效

益，有以下优点：

[0022] 1、深沟、宽畦，且覆膜栽培，能有效解决夏季多雨的问题，可以及时排水防止牵牛

花受涝，并且可以深插竹竿，同时间断打地桩，可以牢固固定，防止大雨大风牵牛花大面积

倒伏，严重影响产量。

[0023] 2、牵牛花定植时适当稀植，抹去部分叶芽，利于通风，减少少生病，而5-6节位摘心

打顶可以促进牵牛花中上部位分枝。

[0024] 3、开花前剪去花蕾顶端，能使雄蕊露在花冠外侧，利于花粉有效传播，且更容易使

雌蕊授粉，提高座果率，且减少瘪种子数量从而提高产量和质量。

[0025] 4、蒴果分批采收，可以减少种子成熟开裂脱落，且最后整株通风悬挂后熟能有效

保证后熟时需要的养分，且降低了后熟时的湿度，防止蒴果霉变，提高了种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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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来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本实施例中所使用的为淡紫色大花裂叶攀援牵牛花，常规品种，来源于镇江瑞繁

农艺有限公司。

[0029] 在本实施例中采用了以下处理方式进行分小区栽培，两个小区栽培面积均为50

㎡。A：常规栽培制种；B:本发明栽培制种；

[0030] 1、播种育苗：6月初穴盘育苗，采用50孔穴盘育苗，12—15天幼苗长到6片～8片叶

时可直接定植。

[0031] 2、定植：制种田内施足基肥，每667㎡放腐熟有机肥2500kg，另加三元复合肥80kg，

氯化钾10kg作基肥，深翻土壤，混合均匀，A小区内做成宽1.2m，高25-30cm的栽培畦，栽培株

行距为30cm×60cm，栽植250株；B小区做成宽1.2m，高35-40cm的深沟栽培畦，栽培株行距为

50cm×60cm，栽植150株，两小区都覆黑色地膜。栽后2—3天每天傍晚浇水，然后根据幼苗萎

蔫情况适当浇水(当牵牛花嫩叶在一天当中气温最高时表现萎蔫，则表示需要灌水)。直到

植株活颗，待植株活棵后将幼苗根部四周用湿稻壳或基质覆盖好(即可保湿又可防止板结，

利于幼苗生长)，有缺苗、死苗及时移栽补植；其中，基质组成为：蛭石:珍珠岩:细沙体积比

1:1:1；三元复合肥中N:P:K的质量比为15:15:15。

[0032] 腐熟有机肥主要由以下组分发酵而成：发酵组分比例：干鸡粪1000kg，炭化稻壳

200kg，粉碎的稻麦秸秆或花生壳100kg，过磷酸钙30kg，1kg有机肥发酵剂(山东绿陇生物有

限公司生产，市场上有售，发酵剂最好提前预活化处理，预处理：发酵剂、红糖，水按照1：1：

20的比例室温活化12小时，活化液和10倍量的玉米面均匀混合)，最后再加入500kg左右的

井水或河水(自来水中的氯气会影响发酵菌的活性)，以上材料混合搅拌均匀，根据原料干

湿情况调节水分使发酵原料的含水量在40％左右(拌成以手握成团，指缝见水但不滴水珠，

松手即散为好)。发酵过程为：将以上混合后的发酵原料放入发酵槽，或者垛状堆置，高1.0-

1.5m，宽1.5-2米、长度3-4m，并用棍在堆内打通气孔，盖上塑料布保温；堆腐2-3天进行一次

翻堆，当物料内部温度可以达到60～70℃时，维持1-2天在进行一次翻堆，翻堆后发酵原料

内部再次升温至60～70℃时，维持1-2天；当原料内部温度降低，保持相对稳定后发酵就完

成了(发酵成功的标志是：物料疏松，无物料原臭味，稍有氨味或酒味，堆内产生大量白色菌

丝)。发酵时间一般需要10-20天，环境温度在15℃以上为好。适宜温度为25-35℃。

[0033] 3、植株定植成活后正常的水肥管理，定植15-20天，在牵牛花开始爬藤后，A小区正

常用竹竿搭“人”形攀爬支架给牵牛花攀爬；B小区植株在5-6节位摘心打顶，促进分枝。同时

在栽培畦上深插竹竿(即竹竿入地25-30cm)，竹竿长度2.3-2.5m，搭“人”形攀爬支架给牵牛

花攀爬，栽培畦上每隔10米打打地桩两端固定攀爬支架。

[0034] 4、牵牛花植株生长期间，正常水肥管理，A小区不做任何处理，8月初牵牛花植株开

始陆续开花，自然开花结实。

[0035] 5、B小区牵牛花植株生长期间，正常水肥管理，同时要抹去主枝底部(距离地面30-

35cm)的叶芽，或者主枝摘心部位一下的所有叶芽，以后每隔7-10天，抹去植株一部分新生

叶芽(每株每次均匀抹去3-4个)，同时清理植株老叶枯叶，高温高湿季节利于底部通风，减

少白粉病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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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6、B小区牵牛花植株8月初开始陆续开花，在进入盛花期(盛花期是指开花植株≧

75％，单株平均开花数≧15朵)后，在晴朗的天气下午的时候，选取即将开花的花蕾(即将开

花的花蕾是指花萼片长度是花蕾总长度的1/3-1/2，且花瓣微微张开)，可用剪刀或者手撕

掉花瓣顶端(此顶端位置是花蕾顶端总长度的1/5-1/4处)，使其开花后，雄蕊可以伸出露在

花冠外侧。以后每隔4天可以重复以上处理一次，直至到9月底10月初，盛花期即将束(单株

开花数小于10朵)，可以结束处理。

[0037] 7、9月初两小区都进入开花旺季，气温最适宜结实的时期。A小区在当天开花的20

朵花朵上挂牌，B小区在处理后当天开花的20朵花朵上挂牌，两小区每次都在同一天挂牌，

各挂牌5次，每次记录挂牌时间，每个小区共挂牌100朵牵牛花，花后40天采收脱粒，称量统

计结果。

[0038] 8、两个小区9月中下旬开始分批采收牵牛花种子，采收的标准是在花后35—40天，

蒴果开始变黄时，每5-7天可以采收一次，11月初一次性采收剩下的牵牛花种子，从根部剪

断牵牛花植株，5-7天后植株发黄萎蔫以后，从竹竿上拖下牵牛花植株，A小区牵牛花植株直

接晾晒脱粒，B小区牵牛花植株避雨通风阴凉处悬挂后熟，下方铺上细沙网，后熟15-20天，

随后及时晾晒脱粒，精选干净后，晒干储存。

[0039] 9、牵牛花植株生长过程中观察两小区植株白粉病感染情况，A小区病株感染率为

36.4％，B小区病株感染率仅为17.1％，统计计算两小区种子产量和质量。结果如下：

[0040] 表1不同栽培方式对结实和种子产量及质量的影响

[0041]

[0042] 通过以上2种栽培方式结果的对比可以看出，B小区由于采用了稀植和底部抹去叶

芽，没有分支，同时又抹去植株部分叶芽，增加了植株底部和整体植株的通风，有效的减少

了植株的白粉病的染病率。B小区剪去花冠上部，能使雄蕊露在花冠外侧，利于花粉有效传

播，且更容易使雌蕊授粉，提高座果率，且减少瘪种子数量，和处理A相比较坐果结实率提高

了75％，且增加了单果种子数量，从而提高产量和质量。相同面积内A小区栽植了250株，B小

区仅仅栽植了150株，由于单株产量和种子品质的提高，B小区相同面积内产量比A小区增加

了37.8％，且种子瘪破子远远低于A小区。

[0043] 本发明采用的方法和其他栽培方法相比较，减少了植株制种过程中的倒伏情况，

降低了植株染病情况，倒伏和植株生病死亡是种子产量和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本发

明克服了以上问题，结合花期处理和悬挂后熟晾干技术增加了产量，提高了种子质量。

[0044] 实施例2：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

[0045] 步骤2)中，每667㎡施的基肥包括：腐熟有机肥2000kg，三元复合肥50kg，硫酸钾

1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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