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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同株多品系风铃木的嫁

接方法，它涉及乔本观赏植物的矮化、嫁接技术

领域。它的步骤为：将3年生黄花风铃木水平截干

作为砧木，选择花期旺盛的黄花风铃木1年生枝

条作为接穗，将接穗与砧木利用腹接法进行嫁

接，每个砧木嫁接4-5个接穗，待嫁接成活后将苗

木移植瓦盆内，嫁接成功后培育苗木1年，第2年

春季以不同接穗为砧木，嫁接不同种类的风铃木

接穗，接穗选择正处花期的黄花风铃木、红花风

铃木、洋红风铃木、金花风铃木、紫花风铃木的1

年生枝条，嫁接成功后培育1年进行修剪和定型，

从而成为具有室内观赏价值的多花色风铃木盆

栽。本发明提高景观树种风铃木的景观观赏性

能，又满足人们室内小空间内欣赏多种风铃木花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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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同株多品系风铃木的嫁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砧木的选择：大田里选择树龄为3年生的生长茂盛、根部粗壮、树干通直、健康无病虫害

的优良黄花风铃木作为母株，提前一年其根部定期进行追肥，春季3-4月份选取直径超过

3cm的母株，在距基部40-50cm处水平截断树干作为砧木，用嫁接刀将断截面去糙削平，并对

其喷洒杀菌剂进行消毒；

接穗的选择：在树龄3年以上花期旺盛、花朵较多、花层丰富的黄花风铃木中选取生长

健壮、半木质化、芽体饱满、无病虫害的1年生枝条作为接穗，接穗采用距树冠基部接近，半

木质化、无病虫害、芽体饱满的当年生健壮枝条接穗，选取的接穗的直径0.3-0.5cm，将剪取

长度为30-40cm的枝条作为候选枝条修剪成嫁接穗条；首先减去部分叶片和嫩梢，留取长度

为10-15cm，每个接穗保证有2-3个饱满芽，为防止水分蒸发去除50％叶片，用解剖刀将接穗

底部削一个3-4cm的长斜面，使削面平滑，在另一侧削一个长为0.5-1cm的短斜面，并将接穗

下部侧面削尖，最后刮掉一些短斜面上面的皮层，漏出鲜皮，为促进砧木和接穗加快愈合，

修剪后的接穗用配置的含有NAA和6-BA的植物激素涂抹；

第一次嫁接：第一次嫁接将接穗与砧木利用腹接法进行嫁接，砧木嫁接部位距基部25-

45cm处，在该嫁接部位用解剖刀从上向下斜切1刀作为嫁接口，嫁接时，将切好的穂条与砧

木切口对准扣合，使一边的形成层对齐，每个砧木不同方向不同高度嫁接4-5个接穗，高度

相差3-5cm，接好后用灭菌后的石蜡涂抹接口，最后用嫁接专用塑料薄膜带绑扎紧密，结合

处尽量不留有空隙；第一次嫁接完成后为了保湿需罩上白色透明塑料袋，将袋口扎紧，并使

用铁丝或竹签每株搭建薄膜小拱棚，浇足水分，将植株密封，保持湿度95％以上，遮荫率

70％左右，待接穗芽体生长至0.5-1cm时将捆绑薄膜撕开一个小口便于新梢露出；

移栽上盆：嫁接成功后将苗木移至装有轻型基质瓦盆，瓦盆内轻基质配比为泥炭土：腐

叶土：珍珠岩＝4：3：3，瓦盆尺寸为直径35-40cm，深40-50cm，移植后的根部要清理干净，喷

洒杀菌剂消毒，并对截断的根部伤口进行杀菌处理，然后将盆栽置于温室中，并淋足水进行

定根，并注意水肥管理，每周淋水，每月淋透1次，预防病虫害；移栽后对嫁接苗管理：一般30

天左右，嫁接伤口已完全愈合，可解除绑扎物，并用愈合剂涂抹嫁接口以加速伤口愈合，嫁

接苗生长阶段，为促进嫁接芽抽生枝条，及时抹去砧木上的萌芽，以减少养分消耗，期间按

绿化苗或花卉常规培养进行管理，相隔一周结合浇水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800-1000倍

液浇施一次，根据苗木的生长状况，用氮、磷、钾复合肥追肥，或使用叶面营养液作根外追

肥，注意观察病虫危害，一旦发生危害，及时加以防治；

砧木的制作：嫁接第2年春季将嫁接成功的接穗继续截干作为砧木，砧木长度15-20cm；

接穗不同品种的正处花期的风铃木1年生半木质化、芽体饱满的健康枝条，接穗在黄花风铃

木、红花风铃木、洋红风铃木、金花风铃木、紫花风铃木不同品种、花色的风铃木品种上选取

1年生半木质化、芽体饱满的健康枝条作为接穗，减去部分叶片和嫩梢，长度为10-15cm，每

段保证有2-3个侧芽，以接穗中心为基准，两边刀削，底端厚度在1mm以内，保留均匀的髓心，

形成V形削面，削面平滑，削面高度2cm左右；

第二次嫁接：将接穗与砧木利用劈接法进行嫁接，在砧木端面侧边劈开1-2cm深的切口

作为嫁接接口；嫁接时，将切好的穂条与砧木切口的长、宽对准扣合，使一边的形成层对齐，

每个砧木嫁接2-3个接穗，接好后用嫁接专用塑料薄膜带绑扎紧密；于来年春季萌芽前进行

修剪，调整新梢生长方向，剪掉生长细弱的枝条，每个接穗选留2-3个带有多个花芽的枝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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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即可开花，修剪和定型后即可成为供人室内欣赏的同株多品系风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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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同株多品系风铃木的嫁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的是乔本观赏植物的矮化、嫁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同株多品系

风铃木的嫁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风铃木属于紫薇科(Bignoniaceae)，风铃木属(Tabebuia)，别名：巴西风铃木、巴

拉圭风铃木、伊蓓树等。风铃木为落叶乔木，树冠宽阔，树干光滑，枝叶疏朗，叶色翠绿；花冠

钟形，开花时花团锦簇，在我国南方多用作行道树、庭院树以及园林树种。风铃木会随四季

变换不同的彩衣，盛花季节满树金黄或粉红，色彩鲜艳，可与日本的樱花媲美，有热带樱花

的雅称。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周围生活环境中的景观、

花卉要求不断提高，大量观赏性园林树种供不应求，在我国市场上常见的风铃木有黄花风

铃木、红花风铃木、洋红风铃木、金花风铃木、紫花风铃木，每种风铃木的花色不同，如将不

同花色的风铃木嫁接到一颗树上，人们可在小空间内欣赏到不同种品系的风铃木，可满足

人们室内欣赏景观树种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上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目的是在于提供一种同株多品系风铃木的嫁

接方法，通过嫁接不同品种的风铃木创造出一种风铃木开出不同花色的花，既提高景观树

种风铃木的景观观赏性能，又满足人们室内小空间内欣赏多种风铃木花的需求，易于推广

使用。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同株多品系风铃

木的嫁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1)砧木的选择：大田里选择树龄为3年生的生长茂盛、根部粗壮、树干通直、健康

无病虫害的优良黄花风铃木作为母株，提前一年其根部定期进行追肥，春季3-4月份选取直

径超过3cm的母株，在距基部40-50cm处水平截断树干作为砧木，用嫁接刀将断截面去糙削

平，并对其喷洒杀菌剂进行消毒；

[0006] (2)接穗的选择：在树龄3年以上花期旺盛、花朵较多、花层丰富的黄花风铃木中选

取生长健壮、半木质化、芽体饱满、无病虫害的1年生枝条作为接穗，选取的接穗的直径0.3-

0.5cm，将剪取长度为30-40cm的枝条作为候选枝条修剪成嫁接穗条；

[0007] (3)第一次嫁接：第一次嫁接将接穗与砧木利用腹接法进行嫁接，砧木嫁接部位距

基部25-45cm处，每个砧木不同方向不同高度嫁螺旋形接4-5个接穗，高度相差3-5cm；

[0008] (4)移栽上盆：嫁接成功后将苗木移至装有轻型基质的瓦盆中，移植后的根部要清

理干净，喷洒杀菌剂消毒，并对截断的根部伤口进行杀菌处理，然后将盆栽置于温室中，并

淋足水进行定根，并注意水肥管理，预防病虫害；移栽后对嫁接苗管理：一般30天左右，嫁接

伤口已完全愈合，可解除绑扎物，并用愈合剂涂抹嫁接口以加速伤口愈合，嫁接苗生长阶

段，为促进嫁接芽抽生枝条，及时抹去砧木上的萌芽，以减少养分消耗，期间按绿化苗或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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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常规培养进行管理，相隔一周结合浇水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800-1000倍液浇施一次，

根据苗木的生长状况，用氮、磷、钾复合肥追肥，或使用叶面营养液作根外追肥；

[0009] (5)砧木的制作：嫁接第2年春季将嫁接成功的接穗继续截干作为砧木，砧木长度

15-20cm；

[0010] (6)接穗的选择和修剪：接穗不同品种的正处花期的风铃木1年生半木质化、芽体

饱满的健康枝条，减去部分叶片和嫩梢，长度为10-15cm，每段保证有2-3个侧芽，以接穗中

心为基准，两边刀削，底端厚度在1mm以内，保留均匀的髓心，形成V形削面，削面平滑，削面

高度2cm左右；

[0011] (7)第二次嫁接：将接穗与砧木利用劈接法进行嫁接，在砧木端面侧边劈开1-2cm

深的切口作为嫁接接口；嫁接时，将切好的穂条与砧木切口的长、宽对准扣合，使一边的形

成层对齐，将砧木切口的皮层包在接穗外面，每个砧木嫁接2个接穗，接好后用嫁接专用塑

料薄膜带绑扎紧密；

[0012] (8)修剪：于来年春季萌芽前进行修剪，重点是调整新梢生长方向，剪掉生长细弱

的枝条，每个接穗选留2-3个带有多个花芽的枝组，当年即可开花，成为多花色的风铃木盆

栽。

[0013]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2)中接穗需在选定的优树上剪取长度为30-40cm的候选枝条

修剪成嫁接穗条，首先减去部分叶片和嫩梢，留取长度为10-15cm，每个接穗保证有2-3个饱

满芽，为防止水分蒸发去除50%叶片，用解剖刀将接穗底部削一个3-4cm的长斜面，削面平

滑，然后在大斜面的背部削一个0.5-1cm的短斜面，并将两个斜面的侧面下部削尖，最后将

短斜面上面的皮层刮掉一些，漏出鲜皮，为促进砧木和接穗加快愈合，修剪后的接穗用配置

的含有NAA和6-BA的植物激素涂抹。

[0014]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3)中第一次嫁接在砧木侧面嫁接部位用解剖刀从上向下斜

切1刀作为嫁接口，嫁接时，将切好的穂条与砧木切口对准扣合，使一边的形成层对齐，将砧

木切口的皮层包在接穗外面，每个砧木不同方向不同高度嫁接4-5个接穗，接好后用灭菌后

的石蜡涂抹接口，最后用嫁接专用塑料薄膜带绑扎紧密。第一次嫁接完成后需罩上白色透

明塑料罩袋，便于保湿，将袋口扎好，并使用铁丝或竹签每株搭建薄膜小拱棚，浇足水分，将

植株密封，保持湿度95%以上，遮荫率70%左右，待接穗芽体生长至0.5-1cm时将捆绑薄膜撕

开一个小口便于新梢露出。

[0015]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4)移栽上盆的瓦盆尺寸为直径35-40cm，深40-50cm，瓦盆内

轻基质配比为泥炭土：腐叶土：珍珠岩=4：3：3。

[0016]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6)接穗在黄花风铃木、红花风铃木、洋红风铃木、金花风铃

木、紫花风铃木等不同品种、花色的风铃木品种上选取1年生半木质化、芽体饱满的健康枝

条作为接穗。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该方法通过嫁接不同品种的风铃木创造出一种风铃木开出不

同花色的花，不仅能将乔本景观树种风铃木矮化作为室内盆景供人观赏，提高景观树种风

铃木的景观观赏性能，而且还可不受季节影响提早开花并延长花期，满足人们室内小空间

欣赏景观树种的要求，经济效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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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19] 本具体实施方式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同株多品系风铃木的嫁接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20] 砧木的选择：大田里选择树龄为3年生的生长茂盛、根部粗壮、树干通直、健康无病

虫害的优良黄花风铃木作为母株，提前一年其根部定期进行追肥，春季3-4月份选取直径超

过3cm的母株，在距基部40-50cm处水平截断树干作为砧木，用嫁接刀将断截面去糙削平，并

对其喷洒杀菌剂进行消毒。

[0021] 接穗的选择：在树龄3年以上花期旺盛、花朵较多、花层丰富的黄花风铃木中选取

生长健壮、半木质化、芽体饱满、无病虫害的1年生枝条作为接穗，接穗采用距树冠基部接

近，半木质化、无病虫害、芽体饱满的当年生健壮枝条接穗，选取的接穗的直径0.3-0.5cm，

将剪取长度为30-40cm的枝条作为候选枝条修剪成嫁接穗条；接穗需在选定的优树上剪取

长度为30-40cm的候选枝条修剪成嫁接穗条，首先减去部分叶片和嫩梢，留取长度为10-

15cm，每个接穗保证有2-3个饱满芽，为防止水分蒸发去除50%叶片，用解剖刀将接穗底部削

一个3-4cm的长斜面，削面平滑，然后在大斜面的背部削一个0.5-1cm的短斜面，并将两个斜

面的侧面下部削尖，最后将短斜面上面的皮层刮掉一些，漏出鲜皮，为促进砧木和接穗加快

愈合，修剪后的接穗用配置的含有NAA和6-BA的植物激素涂抹。

[0022] 第一次嫁接：第一次嫁接将接穗与砧木利用腹接法进行嫁接，砧木嫁接部位距基

部25-45cm处，在该嫁接部位用解剖刀从上向下斜切1刀作为嫁接口，嫁接时，将切好的穂条

与砧木切口对准扣合，使一边的形成层对齐，将砧木切口的皮层包在接穗外面，每个砧木不

同方向不同高度嫁接4-5个接穗，高度相差3-5cm，接好后用灭菌后的石蜡涂抹接口，最后用

嫁接专用塑料薄膜带绑扎紧密，结合处尽量不留有空隙。第一次嫁接完成后需罩上白色透

明塑料罩袋，便于保湿，将袋口扎好，并使用铁丝或竹签每株搭建薄膜小拱棚，浇足水分，将

植株密封，保持湿度95%以上，遮荫率70%左右，待接穗芽体生长至0.5-1cm时将捆绑薄膜撕

开一个小口便于新梢露出。

[0023] 移栽上盆：嫁接成功后将苗木移至装有轻型基质(泥炭土：腐叶土：珍珠岩=4：3：3)

的瓦盆，瓦盆尺寸为直径35-40cm，深40-50cm，移植后的根部要清理干净，喷洒杀菌剂消毒，

并对截断的根部伤口进行杀菌处理，然后将盆栽置于温室中，并淋足水进行定根，并注意水

肥管理，，每周淋水，每月淋透1次，预防病虫害；移栽后对嫁接苗管理：一般30天左右，嫁接

伤口已完全愈合，可解除绑扎物，并用愈合剂涂抹嫁接口以加速伤口愈合，嫁接苗生长阶

段，为促进嫁接芽抽生枝条，及时抹去砧木上的萌芽，以减少养分消耗，期间按绿化苗或花

卉常规培养进行管理，相隔一周结合浇水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800-1000倍液浇施一次，

根据苗木的生长状况，用氮、磷、钾复合肥追肥，或使用叶面营养液作根外追肥，注意观察病

虫危害，一旦发生危害，及时加以防治。

[0024] 砧木的制作：嫁接第2年春季将嫁接成功的接穗继续截干作为砧木，砧木长度15-

20cm；接穗不同品种的正处花期的风铃木1年生半木质化、芽体饱满的健康枝条，接穗在黄

花风铃木、红花风铃木、洋红风铃木、金花风铃木、紫花风铃木等不同品种、花色的风铃木品

种上选取1年生半木质化、芽体饱满的健康枝条作为接穗，减去部分叶片和嫩梢，长度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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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cm，每段保证有2-3个侧芽，以接穗中心为基准，两边刀削，底端厚度在1mm以内，保留均匀

的髓心，形成V形削面，削面平滑，削面高度2cm左右。

[0025] 第二次嫁接：将接穗与砧木利用劈接法进行嫁接，在砧木端面侧边劈开1-2cm深的

切口作为嫁接接口；嫁接时，将切好的穂条与砧木切口的长、宽对准扣合，使一边的形成层

对齐，将砧木切口的皮层包在接穗外面，每个砧木嫁接2-3个接穗，接好后用嫁接专用塑料

薄膜带绑扎紧密；于来年春季萌芽前进行修剪，调整新梢生长方向，剪掉生长细弱的枝条，

每个接穗选留2-3个带有多个花芽的枝组，当年即可开花，修剪和定型后即可成为供人室内

欣赏的同株多品系等风铃木。

[0026] 本具体实施方式不仅能将乔本景观树种风铃木矮化作为室内盆景公认观赏，而且

通过嫁接不同品种的风铃木创造出一种风铃木开出不同花色的花，嫁接苗成活率在90%以

上，苗木出圃率在85%以上，可在小空间内在同一株上欣赏不同风铃木花色，不受季节影响

提早开花并延长花期，满足人们室内欣赏多花色景观树种的要求，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具

备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0027]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107173074 B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