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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锥栗菌根化育苗的方法，所

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S1、培育锥栗幼苗：将消毒

后锥栗种子播种至河沙中培育，获得锥栗幼苗；

S2、固体菌剂的制备：将外生菌根真菌于MMN培养

基中培养，获得活化菌板；挑取经活化的菌块接

种至MMN液体培养基中培养以得到液体菌剂；将

所述液体菌剂接种至灭菌的固体培养基中培养

得到固体菌剂；S3、接菌处理：对锥栗幼苗的根系

进行部分截除，然后栽种至基质中，将所述固体

菌剂埋于所述锥栗幼苗根系附近，进行接菌处

理。本发明提供一种锥栗菌根化育苗的方法在锥

栗截根之后接种固体菌剂，使得培育的苗木的根

系更好的与根菌共生，解决了锥栗圃地育苗细根

少，根系不发达的问题，大大提高了苗木移植后

的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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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锥栗菌根化育苗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培育锥栗幼苗：将消毒后锥栗种子播种至河沙中培育，获得锥栗幼苗；

S2、固体菌剂的制备：将外生菌根真菌于MMN培养基中培养，获得活化菌板；挑取经活化

的菌块接种至MMN液体培养基中培养以得到液体菌剂；将所述液体菌剂接种至灭菌的固体

培养基中培养得到固体菌剂；

S3、接菌处理：对锥栗幼苗的根系进行部分截除，然后栽种至基质中，将所述固体菌剂

埋于所述锥栗幼苗根系附近，进行接菌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1步骤包括：

将河沙进行消毒处理并保持一定湿度，将挑选的锥栗种子消毒后播种至厚度为5-8cm

的河沙中，在温室中培养3-4个月，获得生长一致的锥栗幼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MMN培养基包含如下成分：

(NH4)2HPO4  0 .25g/L，KH2PO4  0 .5g/L，NaCl  0 .025g/L，MgSO4·7H2O  0 .15g/L，CaCl2 

0.05g/L，Thiamine  HCl  0.1mg/L，FeCl3·6H20  0.02g/L，Malt  Extract  3g/L，Glucose10g/

L；和/或所述MMN培养基的pH为5.5～5.7。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2中，所述固体培养基包括草炭、蛭

石和MMN营养液，其中草炭和蛭石的体积分数比为3～2: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2中，接种至MMN液体培养基中培养

的条件为：温度为24.5-25.5℃，转速为180r/min，暗培养20-30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2中，接种至灭菌的固体培养基中

培养的条件为：温度为24.5-25.5℃，暗培养30-45天。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对锥栗幼苗的根系进行部分截除中，

对锥栗幼苗的主根截去2-3c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3中，所述基质包括黄心土、草炭、

珍珠岩和蛭石，其中黄心土、草炭、珍珠岩和蛭石的体积比为4～2:1:1:1。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生菌根真菌选自如下的至少一种：

美味牛肝菌、彩色豆马勃和土生空团菌。

10.根据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

S4、菌根苗木管理，所述菌根苗木管理包括：

保持移栽基质含水量30％～45％，室温25～28℃，空气相对湿度60％～70％，保持空气

流通；

每周用冷开水或蒸馏水浇灌1～2次；

肥力管理：根据叶色，视情况每月施入200mg/株缓释肥；

病虫害管理：视情况采取相应措施防治病虫害的发生，特别是白粉病，禁用高残农药；

杂草管理：视情况人工除草，防止杂草滋生；

接种后4～6个月，选择生长发育良好的菌根苗进行大田定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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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锥栗菌根化育苗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栽培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锥栗菌根化育苗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锥栗(Castanea  herryi)属壳斗科栗属植物，是我国特有的重要木本粮食树种。坚

果营养丰富，富含淀粉、维生素C、人体易吸收的微量元素等多种成分，被称为“森林食品”。

果实可制成栗粉或罐头，壳斗木材和树皮含大量鞣质，可提制栲胶。锥栗材质坚实，耐水湿，

是枕木、建筑、造船、家具的速生优质用材经济树种。锥栗在我国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南，

现有种植面积达100万hm2，年产值数十亿元。发展锥栗生产对于我国精准扶贫、绿色增长、

建设美丽乡村具有重要的作用。锥栗多为圃地良种育苗，移栽苗木会造成根系损伤、细根

少，造林缓苗期长，对锥栗丘陵山地造林成活率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在土壤肥力贫瘠的

锥栗园，土壤养分含量很低，存在施肥困难的现象。因此，在丘陵山地进行锥栗良种造林，如

何解决苗木栽植成活率低的问题，成为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基于此，本发明针对锥栗苗木栽植成活率低的技术问题，提供了一种锥栗菌根化

育苗的方法，以提高锥栗苗木栽植的成活率。

[0004] 一种锥栗菌根化育苗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5] S1、培育锥栗幼苗：将消毒后锥栗种子播种至河沙中培育，获得锥栗幼苗；

[0006] S2、固体菌剂的制备：将外生菌根真菌接种至MMN培养基中，获得活化菌板；挑取经

活化的菌块接种至MMN液体培养基中培养以得到液体菌剂；将所述液体菌剂接种至灭菌的

固体培养基中培养得到固体菌剂；

[0007] S3、接菌处理：对锥栗幼苗的根系进行部分截除，然后栽种至基质中，将所述固体

菌剂埋于所述锥栗幼苗根系附近，进行接菌处理。

[000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S1步骤包括：

[0009] 将河沙进行消毒处理并保持一定湿度，将挑选的锥栗种子消毒后播种至厚度为5-

8cm的河沙中，在温室中培养3-4个月，获得生长一致的锥栗幼苗。

[001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MMN培养基包含如下成分：

[0011] (NH4)2HPO4  0.25g/L，KH2PO4  0.5g/L，NaCl  0.025g/L，MgSO4·7H2O0.15g/L，CaCl2 

0.05g/L，Thiamine  HCl  0.1mg/L，FeCl3·6H20  0.02g/L，Malt  Extract  3g/L，Glucose10g/

L；和/或所述MMN培养基的pH为5.5～5.7。

[001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步骤S2中，所述固体培养基包括草炭、蛭石和MMN营养液，其

中草炭和蛭石的体积分数比为3～2:1。

[001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步骤S2中，接种至MMN液体培养基中培养的条件为：温度为

24.5-25.5℃，转速为180r/min，暗培养20-30天。

[001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步骤S2中，接种至灭菌的固体培养基中培养的条件为：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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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4.5-25.5℃，暗培养30-45天。

[001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对锥栗幼苗的根系进行部分截除中，对锥栗幼苗的主根

截去2-3cm。

[001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步骤S3中，所述基质包括黄心土、草炭、珍珠岩和蛭石，其中

黄心土、草炭、珍珠岩和蛭石的体积比为4～2:1:1:1。

[001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外生菌根真菌选自如下的至少一种：美味牛肝菌、彩色豆

马勃和土生空团菌。

[001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方法还包括：

[0019] S4、菌根苗木管理，所述菌根苗木管理包括：

[0020] 保持移栽基质含水量30％～45％，室温25～28℃，空气相对湿度60％～70％，保持

空气流通；

[0021] 每周用冷开水或蒸馏水浇灌1～2次；

[0022] 肥力管理：根据叶色，视情况每月施入200mg/株缓释肥；

[0023] 病虫害管理：视情况采取相应措施防治病虫害的发生，特别是白粉病，禁用高残农

药；

[0024] 杂草管理：视情况人工除草，防止杂草滋生；

[0025] 接种后4～6个月，选择生长发育良好的菌根苗进行大田定植。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7] 1)本发明提供一种锥栗菌根化育苗的方法在锥栗截根之后接种固体菌剂，使得培

育的苗木的根系更好的与根菌共生，解决了锥栗圃地育苗细根少，根系不发达的问题，大大

提高了苗木移植后的成活率。

[0028] 2)接种外生菌根可活化土壤难溶性磷，提高苗木养分利用率，可减少肥料的施用

量，缓解因过量施肥而导致的土壤污染和水体富营养化。

[0029] 3)本发明可实现锥栗菌根化苗木的规模化、产业化生产，为南方丘陵山区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打开一扇致富之门，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0030] 4)采用本发明所述的外生菌根菌剂制作方法，能够缩短菌剂制备的时间，提高菌

剂的生物活性。

[0031] 5)采用本发明所述的接种方法，能够减少苗木移栽过程中的劳动量，减少菌根化

育苗成本。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锥栗菌根化育苗的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33] 图2为外生菌根真菌菌板图；

[0034] 图3为液体菌剂图；

[0035] 图4为固体菌剂图；

[0036] 图5为菌根外部形态图，其中，图A为盆栽接种菌根；B为盆栽未接种；C为接种菌根

形态；D为未接种根系形态；

[0037] 图6为菌根内部结构图，其中，图A为未接种根尖，可见根毛；B为接种根尖纵切，形

成了菌套和哈氏网；

说　明　书 2/6 页

4

CN 110150013 A

4



[0038] 图7为接菌苗与未接菌苗根系比较图；

[0039] 图8为接菌苗与未接菌苗植株生长比较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发明。但是本发明能够以

很多不同于在此描述的其它方式来实施，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不违背本发明内涵的情况

下做类似改进，因此本发明不受下面公开的具体实施的限制。

[0041]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

[0042] 正如本文中所使用的术语“MMN”培养基是一种营养培养基，营养培养基是在基础

培养基中添加一些其它营养物质，如葡萄糖、血液、血清、酵母浸膏等，可供营养要求较高的

细菌生长。

[0043] 如本文中所使用的术语“黄心土”是土层以下的心土,为石灰岩发育的红壤,具一

定粘性，pH值4～6。

[0044] 培养基的制备

[0045] MMN培养基：(NH4)2HPO4  0 .25g/L，KH2PO4  0 .5g/L，NaCl  0 .025g/L，MgSO4·7H2O 

0.15g/L，CaCl2  0.05g/L，Thiamine  HCl  0.1mg/L，FeCl3·6H200.02g/L，Malt  Extract  3g/

L，Glucose10g/L，pH为5.5～5.7。

[0046] 实施例1

[0047] 参考图1，一种锥栗菌根化育苗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8] S1、培育锥栗幼苗

[0049] 利用多菌灵对河沙进行杀菌消毒处理，并且河沙保持一定湿度，即捏起成团，松手

后散开为好；水选除去空瘪、病虫害的锥栗种子，用0.5％多菌灵溶液浸泡消毒10～15分钟。

将锥栗种子横向播种，覆河沙厚度为5～8cm左右，一层河沙一层种子，播种完成后，置于人

工气候室中培育3～4个月，得到生长状况基本一致的锥栗幼苗。

[0050] S2、固体菌剂的制备

[0051] 将美味牛肝菌菌种菌丝接种在MMN培养基中，在25℃下培养至菌丝长满平板，参见

图2；挑取所述经活化的菌落边缘的菌块，菌块大小为直径0.40cm圆形，加入装有50ml  MMN

液体培养基的三角瓶中，每瓶接种2块；将三角瓶放置在摇床中振荡培养，温度设置为25℃

±0.5℃下，转速为180r/min，暗培养30天，获得液体菌剂，参见图3；每瓶液体菌剂接种固体

菌剂数量5瓶，接种至高温灭菌的固体培养基，培养基成分为草炭(Klasmann,德国)：蛭石＝

2:1(v/v)，每瓶固体培养基为250g，并添加MMN营养液50ml，置于培养箱内暗培养45天，将培

养温度设置为25℃±0.5℃，获得固体菌剂，参见图4。

[0052] S3、幼苗进行接菌处理及侵染率调查

[0053] 待锥栗幼苗主根系长8～10cm，侧根发达后开始接种，接种前应对其根系进行部分

截除，主根约截去2～3cm，侧根进行修剪；栽种于基质为黄心土、草炭(Klasmann,德国)、珍

珠岩和蛭石按4:1:1:1的体积比混合，基质的pH在5.5～5.7，基质经太阳曝晒杀菌约7天后

装盆；将固体菌剂埋于锥栗幼苗根系附近，每株15g固体菌剂，进行接菌处理。接种6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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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苗木侵染率和生长量等，并采用体式显微镜和石蜡切片方式，观察菌根形态，参见图5

和图6。

[0054] S4、菌根苗木管理

[0055] 保持移栽基质含水量30％～45％，室温25～28℃，空气相对湿度60％～70％，保持

空气流通；菌根苗木视情况，每周定期用冷开水或蒸馏水浇灌1～2次；根据叶色，视情况每

月施入200mg/株缓释肥；视情况采取相应措施，特别是白粉病；禁用高残农药；视情况人工

除草，防止杂草滋生。接种后6个月，选择生长发育良好的菌根苗进行大田定植，以不接菌的

苗木作为对照，参见图7和图8。

[0056] 实施例2

[0057] 一种锥栗菌根化育苗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8] S1、培育锥栗苗木

[0059] 利用多菌灵对河沙进行杀菌消毒处理，并且河沙保持一定湿度，即捏起成团，松手

后散开为好；水选除去空瘪、病虫害的锥栗种子，用0.5％多菌灵溶液浸泡消毒10～15分钟。

将锥栗种子横向播种，覆河沙厚度为5～8cm左右，一层河沙一层种子，播种完成后，置于人

工温室中培育3～4个月，得到生长状况基本一致的锥栗幼苗。

[0060] S2、固体菌剂的制备

[0061] 将彩色豆马勃菌种菌丝接种在MMN培养基中，在25℃下培养至菌丝长满平板，参见

图2；挑取所述经活化的菌落边缘的菌块，菌块大小为直径0.40cm圆形，加入装有50mlMMN液

体培养基的三角瓶中，每瓶接种2块；将三角瓶放置在摇床中振荡培养，温度设置为25℃±

0.5℃下，转速为180r/min，暗培养21天，获得液体菌剂，参见图3；每瓶液体菌剂接种固体菌

剂数量5瓶，接种至高温灭菌的固体培养基，培养基成分为草炭(Klasmann,德国)：蛭石＝3:

1(v/v)，每瓶固体培养基为250g，并添加MMN营养液50ml，放入培养箱内暗培养30天，将培养

温度设置为25℃±0.5℃，获得固体菌剂，参见图4。

[0062] S3、幼苗进行接菌处理及侵染率调查

[0063] 待锥栗幼苗主根系长8～10cm，侧根发达后开始接种，接种前应对其根系进行部分

截除，主根约截去2～3cm，侧根进行修剪；栽种于基质为黄心土、草炭(Klasmann,德国)、珍

珠岩和蛭石按3:1:1:1的体积比混合，基质的pH在5.5～5.7，基质经太阳曝晒杀菌约7天后

装盆；将固体菌剂埋于锥栗幼苗根系附近，每株10g固体菌剂，进行接菌处理。接种5～6个月

后，调查苗木侵染率和生长量等，并采用体式显微镜和石蜡切片等方式，观察菌根形态，参

见图5和6。

[0064] S4、菌根苗木管理

[0065] 保持移栽基质含水量30％～45％，室温25～28℃，空气相对湿度60％～70％，保持

空气流通；菌根苗木视情况，每周定期用冷开水或蒸馏水浇灌1～2次；根据叶色，视情况每

月施入200mg/株缓释肥；视情况采取相应措施防治病虫害的发生，特别是白粉病；禁用高残

农药；视情况人工除草，防止杂草滋生。接种后5～6个月，选择生长发育良好的菌根苗进行

大田定植，以不接菌的苗木作为对照，参见图7和图8。

[0066] 实施例3

[0067] 一种锥栗菌根化育苗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8] S1、培育锥栗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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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利用多菌灵对河沙进行杀菌消毒处理，并且河沙保持一定湿度，即捏起成团，松手

后散开为好；水选除去空瘪、病虫害的锥栗种子，用0.5％多菌灵溶液浸泡消毒10～15分钟。

将锥栗种子横向播种，覆河沙厚度为5～8cm左右，一层河沙一层种子，播种完成后，置于人

工气候室中培育3～4个月，得到生长状况基本一致的锥栗幼苗。

[0070] S2、固体菌剂的制备

[0071] 将土生空团菌种菌丝接种在MMN培养基中，在25℃下培养至菌丝长满平板，参见图

2，获得纯化菌丝；挑取所述经活化的菌落边缘的菌块，菌块大小为直径0.50cm圆形，加入装

有50mlMMN液体培养基的三角瓶中，每瓶接种2块；将三角瓶放置在摇床中振荡培养，温度设

置为25℃±0.5℃下，转速为180r/min，暗培养20天，获得液体菌剂，参见图3；每瓶液体菌剂

接种固体菌剂数量5瓶，接种至高温灭菌的固体培养基，培养基成分为草炭(Klasmann ,德

国)：蛭石＝2:1(v/v)，每瓶固体培养基为250g，并添加MMN营养液50ml，放入培养箱内暗培

养30天，将培养温度设置为25℃±0.5℃，获得固体菌剂，参见图4。

[0072] S3、幼苗进行接菌处理及侵染率调查

[0073] 待锥栗幼苗主根系长8～10cm，侧根发达后开始接种，接种前应对其根系进行部分

截除，主根约截去2～3cm，侧根进行修剪；栽种于基质为黄心土、草炭(Klasmann,德国)、珍

珠岩和蛭石按2:1:1:1的体积比混合，基质的pH在5.5～5.7，基质经太阳曝晒杀菌约7天后

装盆；将固体菌剂埋于锥栗幼苗根系附近，每株12g固体菌剂，进行接菌处理。接种4～6个月

后，调查苗木侵染率和生长量等，并采用体式显微镜、石蜡切片等方式，观察菌根形态，参见

图5和图6。

[0074] S4、菌根苗木管理

[0075] 保持移栽基质含水量30％～45％，室温25～28℃，空气相对湿度60％～70％，保持

空气流通；菌根苗木视情况，每周定期用冷开水或蒸馏水浇灌1～2次；根据叶色，视情况每

月施入200mg/株缓释肥；视情况采取相应措施防治病虫害的发生，特别是白粉病；禁用高残

农药；视情况人工除草，防止杂草滋生。接种后4～6个月，选择生长发育良好的菌根苗进行

大田定植，以不接菌的苗木作为对照，参见图7和图8。

[0076] 结果分析

[0077] 接种锥栗幼苗后，其侵染率达到83％以上，优于中国申请号为2013101725899的一

种板栗菌根菌人工培养方法、中国申请号为2017108086625的一种板栗菌根菌人工培养方

法和中国申请号为2015105888790一种锥栗优势共生菌根菌的人工培养方法，可见本发明

的方法侵染锥栗幼苗的能力强，接种效果好。

[0078] 表1不同接种对侵染率、苗高、植株养分含量以及成活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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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0080] 综上所述可知，本发明的固体菌剂接种锥栗幼苗后，可以显著的提高苗木的苗高、

地径、生物量和矿质元素N、P的含量，与常见的菌根菌(绵毛丝膜菌、红绒盖牛肝菌和正红菇

等)相比较，其侵染效果和上述各指标均超过常见菌种，因此可以认为本发明利用制成的固

体菌剂，应用于锥栗苗木菌根化，实际效果好于其他常见菌剂以及对照，造林成活率达95％

以上，可进一步大规模应用于南方丘陵山地锥栗苗木菌根化培育的生产实践。

[0081]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82]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说　明　书 6/6 页

8

CN 110150013 A

8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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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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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11

CN 110150013 A

11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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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3

CN 110150013 A

13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