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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彩果树品种树形栽培

模式的培育方法，选择一种果树砧木进行多主干

或主枝植株树形的培育，在主干或者主枝上嫁接

3种以上的不同果实成熟期、果实形状、果实颜色

的果实品种，形成一种多彩果树树形。本发明通

过在一棵果树上嫁接不同实成熟期、果实形状、

果实颜色的果实品种，使得一颗果树上可以在不

同时间段呈现出不同形状以及不同颜色的景象，

形成多彩的果树品种，特别适用于观光园林，具

备较高的观赏性质，使人心旷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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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彩果树品种树形栽培模式的培育方法，选择一种果树砧木或以一种果树为中

间砧木进行多主干或主枝植株树形的培育，其特征在于，在主干或者主枝上嫁接3种以上的

不同果实成熟期、果实形状、果实颜色的果实品种，形成一种多彩果树树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彩果树品种树形栽培模式的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步骤1、枝条接穗的采集：

根据选择的果树砧木采集相对应品种枝条接穗备用；

步骤2、嫁接：

步骤2.1嫁接时间选择：

根据果树砧木、品种特性选择适宜的嫁接时间；

步骤2.2嫁接方式：

根据果树砧木、品种特性选择适宜的嫁接方式；

步骤2.3嫁接工具的准备：

准备嫁接所需要的嫁接刀、修枝剪、修枝手锯、嫁接膜；

步骤2.4嫁接：

根据砧木主干或主枝的粗度和嫁接方式在选定的主干或主枝位置用修枝剪或手锯将

主干或主枝剪除备用；

步骤3、嫁接后期管护：

步骤3.1嫁接成活后，首先逐步对嫁接膜进行松绑，用适合粗度的干枝条或竹干或竹片

将砧木和接穗抽发的枝条进行固定处理，防止受到外力冲击折断新梢或接穗与砧木从嫁接

口分离，当新梢抽发到30-40厘米长，剪除顶端促发新梢；

步骤4、整形修剪：

根据不同果树品种特性进行相应的整形修剪，快速促发枝梢扩大树冠；

步骤5、肥水管理：

根据不同果树品种特性行进行肥水管理，提供不同果树种类树体和果实生长发育所需

养分；

步骤6、病虫害防治：

根据不同果树品种和时间对嫁接成活树体进行日常的病虫害的防治。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彩果树品种树形栽培模式的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1中，在嫁接前3-5天采集枝条接穗备用，对采集的枝条接穗进行保湿处理，防止枝条

接穗失水影响成活率。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彩果树品种树形栽培模式的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2.4嫁接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2.4.1.1：削砧木，用锋利的嫁接刀在砧木需要嫁接的部位削一刀，深达木质部，长

度2.5-3.0厘米，在削片下方1.0-1.5厘米处再斜削一刀去除上部削片备用；

步骤2.4.1.2：削接穗，选取接穗枝条，选择饱满的嫁接芽，用锋利的嫁接刀削取与砧木

嫁接口长宽深度相近的略微带木质部的单芽，并插入砧木嫁接口，确保单芽切面的形成层

全部或大部分与砧木嫁接口切面形成层相重叠吻合；

步骤2.4.1.3：包扎，用专用嫁接膜或剪切成条状地膜对砧木与单芽家接处进行全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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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扎、包裹让接穗切面与砧木切面部位紧密贴合，没有空隙，防止雨水或空气在接穗与砧木

嫁接口之间形成隔离层，影响成活率，用嫁接刀将接穗芽体剥至露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彩果树品种树形栽培模式的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2.4嫁接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2.4 .2 .1：切砧木，用锋利的嫁接刀在砧木断面1/3～1/4处切一刀，在切片下方

1.0-1.5厘米处再斜切一刀去除上部削片备用；

步骤2.4.2.2：削接穗，选取接穗枝条，选择有2-3个饱满芽的枝条，在第一个芽体背面

下方，用锋利的嫁接刀切一刀，深达木质部，切面2.5-3.0厘米长，再在基部反面斜30-45度

角切一刀，在第二或三个芽体上方0.3-0.5厘米处剪断备用；

步骤2.4.2.3：插接穗，确保接穗两边或一边对准砧木切面的形成层；

步骤2.4.2.4：包扎，用专用嫁接膜或剪切成条状地膜对嫁接口部位进行全密封包扎、

包裹让接穗切面与砧木切面紧密贴合，没有空隙，防止雨水或空气在接穗与砧木嫁接口之

间形成隔离层，影响成活率，接穗顶端断面用嫁接膜或地膜进行包扎、包裹，防止接穗断面

水分蒸发影响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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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彩果树品种树形栽培模式的培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观光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多彩果树品种树形栽培模式的培

育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伴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逐渐由物质需求过渡到精神享受与休闲娱

乐等方面，为旅游活动创造了契机。基于这种形势下，观光农业型园林孕育而生。此外，随着

交通工具的不断完善，观光农业型园林的发展大大缩短了都市与田园的距离，进一步加快

了其发展速度。自20实际80年代末，我国观光农业型园林迅速发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主

要包括5种：高新技术示范园、农业公园、观光果园、休闲农场、观光茶园。

[0003] 在现阶段，随着人们生活生产方式的不断改变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

业逐渐由传统单一形式过渡到生态、观光、景观、休闲、度假等形式，拓宽了人们的生存空

间。

[0004] 目前在果树品种的培育技术领域当中，大多是从提高产量或品质的角度进行考

虑，忽略了果树可以作为观光、景观、休闲、度假等形式的运用，而传统的果树上所结的果实

通常是在统一时间段进行结果且颜色统一，观光效果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多彩果树品种树

形栽培模式的培育方法。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多彩果树品种树形栽培模式的培育方法，选择一种果树砧木或一种果树作为

中间砧木进行多主干或主枝植株树形的培育，在主干或者主枝上嫁接3种以上的不同果实

成熟期、果实形状、果实颜色的果实品种，形成一种多彩果树树形。

[0008]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包括以下步骤：

[0009] 步骤1、枝条接穗的采集：

[0010] 根据选择的果树砧木采集相对应品种枝条接穗备用；

[0011] 步骤2、嫁接：

[0012] 步骤2.1嫁接时间选择：

[0013] 根据果树砧木、品种特性选择适宜的嫁接时间；

[0014] 步骤2.2嫁接方式：

[0015] 根据果树砧木、品种特性选择适宜的嫁接方式；

[0016] 步骤2.3嫁接工具的准备：

[0017] 准备嫁接所需要的嫁接刀、修枝剪、修枝手锯、嫁接膜；

[0018] 步骤2.4嫁接：

[0019] 根据砧木主干或主枝的粗度和嫁接方式在选定的主干或主枝位置用修枝剪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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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将主干或主枝剪除备用；

[0020] 步骤3、嫁接后期管护：

[0021] 步骤3.1嫁接成活后，首先逐步对嫁接膜进行松绑，用适合粗度的干枝条或竹干或

竹片将砧木和接穗抽发的枝条进行固定处理，防止受到外力冲击折断新梢或接穗与砧木从

嫁接口分离，当新梢抽发到30-40厘米长，剪除顶端促发新梢；

[0022] 步骤4、整形修剪：

[0023] 根据不同果树品种特性进行相应的整形修剪，快速促发枝梢扩大树冠；

[0024] 步骤5、肥水管理：

[0025] 根据不同果树品种特性行进行肥水管理，提供不同果树种类树体和果实生长发育

所需养分；

[0026] 步骤6、病虫害防治：

[0027] 根据不同果树品种和时间对嫁接成活树体进行日常的病虫害的防治。

[0028]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步骤1中，在嫁接前3-5天采集枝条接穗备用，对采集的

枝条接穗进行保湿处理，防止枝条接穗失水影响成活率。

[0029]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步骤2.4嫁接包括以下步骤：

[0030] 步骤2.4.1.1：削砧木，用锋利的嫁接刀在砧木需要嫁接的部位削一刀，深达木质

部，长度2.5-3.0厘米，在削片下方1.0-1.5厘米处再斜削一刀去除上部削片备用；

[0031] 步骤2.4.1.2：削接穗，选取接穗枝条，选择饱满的嫁接芽，用锋利的嫁接刀削取与

砧木嫁接口长宽深度相近的略微带木质部的单芽，并插入砧木嫁接口，确保单芽切面的形

成层全部或大部分与砧木嫁接口切面形成层相重叠吻合；

[0032] 步骤2.4.1.3：包扎，用专用嫁接膜或剪切成条状地膜对砧木与单芽家接处进行全

密封包扎、包裹让接穗切面与砧木切面部位紧密贴合，没有空隙，防止雨水或空气在接穗与

砧木嫁接口之间形成隔离层，影响成活率，用嫁接刀将接穗芽体剥至露出。

[0033]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步骤2.4嫁接包括以下步骤：

[0034] 步骤2.4.2.1：切砧木，用锋利的嫁接刀在砧木断面1/3～1/4处切一刀，在切片下

方1.0-1.5厘米处再斜切一刀去除上部削片备用；

[0035] 步骤2.4.2.2：削接穗，选取接穗枝条，选择有2-3个饱满芽的枝条，在第一个芽体

背面下方，用锋利的嫁接刀切一刀，深达木质部，切面2.5-3.0厘米长，再在基部反面斜30-

45度角切一刀，在第二或三个芽体上方0.3-0.5厘米处剪断备用；

[0036] 步骤2.4.2.3：插接穗，确保接穗两边或一边对准砧木切面的形成层；

[0037] 步骤2.4.2.4：包扎，用专用嫁接膜或剪切成条状地膜对嫁接口部位进行全密封包

扎、包裹让接穗切面与砧木切面紧密贴合，没有空隙，防止雨水或空气在接穗与砧木嫁接口

之间形成隔离层，影响成活率，接穗顶端断面用嫁接膜或地膜进行包扎、包裹，防止接穗断

面水分蒸发影响成活率。

[0038] 有益效果在于：

[0039] 本发明通过在一棵果树上嫁接不同实成熟期、果实形状、果实颜色的果实品种，使

得一颗果树上可以在不同时间段呈现出不同形状以及不同颜色的景象，形成多彩的果树品

种，特别适用于观光园林，具备较高的观赏性质，使人心旷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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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4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具体

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在所有附图中，类似的元件

或部分一般由类似的附图标记标识。附图中，各元件或部分并不一定按照实际的比例绘制。

[0041] 图1所示的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种多彩果树品种树形栽培模式的培育方法的流程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

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

范围。

[0043]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所有方向性指示(诸如上、下、左、右、前、后……)

仅用于解释在某一特定姿态(如附图所示)下各部件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运动情况等，如

果该特定姿态发生改变时，则该方向性指示也相应地随之改变。

[0044] 另外，在本发明中如涉及“第一”、“第二”等的描述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

指示或暗示其相对重要性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

“第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隐含地包括至少一个该特征。在本发明的描述中，“多个”的含

义是至少两个，例如两个，三个等，除非另有明确具体的限定。

[0045] 实施例：

[0046] 一、本发明目的：

[0047] 参考图1所示，本发明通过对一种砧木/品种植株进行若干个主干或主枝的培养，

在每个主干或主枝上嫁接一个具有明显特征或特性的果树品种，可以让一株果树植株具有

不同果树品种，表现出同一株果树植株上果实成熟期、果实形状、果实颜色、果实品种等明

显差异，实现一种多彩果树品种树形栽培模式。

[0048] 二、具体步骤

[0049] 1、几类果树品种特性

[0050] 表1几类果树品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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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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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0053] 2、多彩果树品种树形组合设计

[0054] 2.1根据果树品种、砧木的生物学特性和植物学特性、栽培模式进行科学、合理的

砧木-品种、品种-品种组合设计方案。

[0055] 2.2亲缘关系越近，亲合力越强，嫁接的成活率也就越高。注意砧木、品种之间的亲

和性，避免不同多彩果树品种树形培育过程中因亲和性而表现出树势衰弱或死亡。

[0056] 3、多主杆或主枝树形的培育

[0057] 3.1砧木树体的培育

[0058] 选择适宜培养一种砧木或品种进行多主干或主枝植株树形的培育。培育一种砧木

或品种植株的主干或主枝到适合嫁接要求的粗度备用。

[0059] 4、枝条接穗的采集

[0060] 根据多彩果树品种组合设计方案采集相对应品种枝条接穗备用。一般嫁接前3-5

天采集枝条接穗备用，对采集的枝条接穗进行保湿处理，防止枝条接穗失水影响成活率。

[0061] 5、嫁接

[0062] 5.1嫁接时间选择

[0063] 根据果树砧木、品种特性选择适宜的嫁接时间，嫁接时间分为春季、夏季、秋季。

[0064] 5.2嫁接方式

[0065] 根据果树砧木、品种特性选择适宜的嫁接方式，按接穗大小可分为芽接、枝接等。

芽接又可以分为“T”字形芽接、方块形芽接、套芽接、带木质部芽接、嵌芽接等。枝接可以分

为劈接、切接、腹接、插皮接、舌接等。

[0066] 5.3嫁接工具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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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准备嫁接所需要的嫁接刀、修枝剪、修枝手锯、嫁接膜(专业嫁接膜、地膜)等。

[0068] 5.4嫁接

[0069] 根据砧木主干或主枝的粗度和嫁接方式在选定的主干或主枝位置用修枝剪或手

锯将主干或主枝剪除备用。本发明采用了嵌芽接、切接嫁接的方法。

[0070] 5.4.1嵌芽接

[0071] 5.4.1.1削砧木，用锋利的嫁接刀在砧木需要嫁接的部位削1刀，深达木质部，长度

2.5-3.0厘米左右，在削片下方1.0-1.5厘米处再斜削一刀去除上部削片备用。

[0072] 5.4.1 .2削接穗，选取接穗枝条，选择饱满的嫁接芽，用锋利的嫁接刀削取与砧木

嫁接口长宽深度相近的略微带木质部的单芽，并插入砧木嫁接口，确保单芽切面的形成层

全部或大部分与砧木嫁接口切面形成层相重叠吻合。

[0073] 5.4.1 .3包扎，用专用嫁接膜或剪切成条状地膜对砧木与单芽家接处进行全密封

包扎、包裹让接穗切面与砧木切面部位紧密贴合，没有空隙，防止雨水或空气在接穗与砧木

嫁接口之间形成隔离层，影响成活率。用嫁接刀将接穗芽体剥露出来。

[0074] 5.4.2切接

[0075] 5.4.2.1切砧木，用锋利的嫁接刀在砧木断面1/3～1/4处切一刀，在切片下方1.0-

1.5厘米处再斜切一刀去除上部削片备用。

[0076] 5.4.2.2削接穗，选取接穗枝条，选择有2-3个饱满芽的枝条，在第一个芽体背面下

方，用锋利的嫁接刀切一刀，深达木质部，切面2.5-3.0厘米长(切掉接穗断面的1/3～1/4)

再在基部反面斜30-45度角切一刀。在第二或三个芽体上方0.3-0.5厘米处剪断备用。

[0077] 5.4.2.3插接穗，确保接穗两边或一边对准砧木切面的形成层。

[0078] 5.4.2.4包扎，用专用嫁接膜或剪切成条状地膜对嫁接口部位进行全密封包扎、包

裹让接穗切面与砧木切面紧密贴合，没有空隙，防止雨水或空气在接穗与砧木嫁接口之间

形成隔离层，影响成活率。接穗顶端断面用嫁接膜或地膜进行包扎、包裹，防止接穗断面水

分蒸发影响成活率。

[0079] 6、嫁接后期管护

[0080] 6.1嫁接成活后，首先逐步对嫁接膜进行松绑，用适合粗度的干枝条或竹干(片)将

砧木和接穗抽发的枝条进行固定处理，防止受到外力冲击折断新梢或接穗与砧木从嫁接口

分离。当新梢抽发到30-40厘米长，剪除顶端促发新梢。

[0081] 7、整形修剪

[0082] 根据不同果树品种特性进行相应的整形修剪，快速促发枝梢扩大树冠。修枝整形

可以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可以采用短截、疏删、拉枝(吊)、缓放、、回缩(多年生枝组结果

树)、抹芽、除萌、摘心、扭梢等技术措施。

[0083] 8、肥水管理

[0084] 根据不同果树品种特性行进行肥水管理，提供不同果树种类树体和果实生长发育

所需养分。

[0085] 9、病虫害防治

[0086] 根据不同果树品种和时间对嫁接成活树体进行日常的病虫害的防治。

[0087] 现在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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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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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

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和说明书的范

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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