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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绿奇楠沉香树扦插繁殖

的培育方法，包括如下步骤：采集已结香优良绿

奇楠沉香母树的种子作为育苗种子，及时将育苗

种子消毒/清洗后及时播种于苗床里，培育成绿

奇楠沉香幼苗，并使绿奇楠沉香幼苗长成绿奇楠

沉香树苗；选取具有一定树龄的绿奇楠沉香树苗

作为母苗，选用成年已结香绿奇楠沉香树的活枝

条截断制成插条，每根插条上至少留有1个芽，然

后将插条扦插于母苗上进行繁殖；对母苗和插条

进行培育管理。采用上述操作的方法，不仅可以

提高绿奇楠沉香树苗的成活率，而且绿奇楠沉香

的树苗长势良好，可快速结香、沉香品质好、产值

稳定。该方法极大推进了沉香产业的发展，具有

明显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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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绿奇楠沉香树扦插繁殖的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一)、采集已经结香的优良绿奇楠沉香母树的种子作为育苗种子；

(二)、及时将育苗种子消毒/清洗；

(三)、将消毒/清洗后的育苗种子及时播种于苗床里，培育成绿奇楠沉香幼苗，并使绿

奇楠沉香幼苗在原培育地长成绿奇楠沉香树苗；或等绿奇楠沉香幼苗长到一定高度后进行

苗木移植培育，使其长成绿奇楠沉香树苗；

(四)、选取具有一定树龄的上述绿奇楠沉香树苗作为母苗，选用成年已结香的绿奇楠

沉香树上的活枝条截断制成插条，每根插条上至少留有1个芽，然后将插条扦插于母苗上进

行繁殖；

(五)、对母苗和插条进行培育管理；

在步骤(一)中，采集育苗种子的方法是：选取生长旺盛、树龄时间长的已经结香的优良

绿奇楠沉香母树，于6-8月期间，待母树果实由绿转为黄白，果实内种子呈棕褐色，连果枝一

并采下，采回的果枝放在通风处阴干，待果壳开裂，种子自行脱出，得绿奇楠沉香育苗种子；

在步骤(二)中，及时将育苗种子消毒/清洗是指育苗种子脱壳后的5天内需进行消毒/

清洗；

在步骤(三)中，消毒/清洗后的育苗种子需在三天内及时播种于苗床里；

在步骤(四)中，所述活枝条在插接前，需进行结香诱导，使其上具有更有利的结香环

境，其结香诱导的方法是：所述活枝条在从成年已结香绿奇楠沉香树上截下来前，先在活枝

条与绿奇楠沉香树主干上用电焊机烫几个小孔或注入诱导剂，使其引导真菌入侵，形成结

香环境；

播种于苗床的绿奇楠沉香育苗种子，在萌芽前，生长环境条件为遮阳率为80％-98％，

相对湿度为70-90％，温度为20～35℃；萌发幼苗后的前期的生长环境条件，遮阳率调为

70％～80％，相对湿度调为70％～80％，温度可不变；幼苗后期的生长环境条件，遮阳率为

30％～70％，温度和湿度在自然条件下进行培育；

上述活枝条截断为长3-20厘米、至少留有1个芽的插条后，将插条的下切端修成便于插

接的斜插头或尖楔形插头，上述母苗是选取超过1年树龄的优良绿奇楠沉香树苗，在其靠近

地面处的树干韧皮部位刮开一个小口，然后将上述插条的下切端扦插于小口上，并通过捆

绑或其它固定方式使插条可靠插接在绿奇楠沉香树苗上进行繁殖；

上述绿奇楠沉香树苗上的小口与地面的高度控制在8cm或8cm以下，上述插条下切端至

少距离芽1-1.5厘米；

上述插条可为不带叶片插条，或者为带有叶片插条，如果有叶片，则去掉部分叶片，只

保留靠近插条上端的1-2片叶，并剪掉叶片的1/2-3/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绿奇楠沉香树扦插繁殖的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三)

中，消毒/清洗后的育苗种子需在24小时内及时播种于苗床里。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绿奇楠沉香树扦插繁殖的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上述苗床

中的土质选用养育过育苗种子母树的泥土或/和上述活枝条选择上述绿奇楠沉香母树上的

健康无病虫害、当年生的嫩枝或者多年生的老枝。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绿奇楠沉香树扦插繁殖的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在上述步骤

(五)中的培育管理的方法是：及时进行浇灌、施肥和修剪枝条，或者是使用水产品肥料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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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施肥，施肥位置需在树冠边缘对应垂直位置，挖深穴10-20cm，施好填土盖肥，及时浇

灌，修剪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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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绿奇楠沉香树扦插繁殖的培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植物栽培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绿奇楠沉香树扦插繁殖的培育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沉香是瑞香科沉香属植物，天然分布于海南、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等海拔在

300-900m、年降水量1200mm左右的丘陵、山地，其中奇楠沉香是一种名贵的沉香木材树种，

是东南亚国家生产高品质沉香木和沉香油的主要树种。其中，绿奇楠最多，外面成绿褐色，

因其所结香其味麻辣，能通心肺，有起死回生的功效，且价格昂贵，受到沉香收藏者的钟爱。

随着对奇楠沉香的需求量增大，无限制的采挖造成野生奇楠沉香树资源破坏严重，该树种

在许多天然林中已濒临灭绝，《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将奇楠沉

香列为及危品种加以保护，禁止其贸易。

[0003] 最近几年，我国引进人工栽培技术，在广东部分地区有香农从越南引种奇楠沉香

进行栽培。虽然这种方法能有效的解决奇楠沉香紧缺的现状，然而在引种栽培过程中发现

种苗价格极高，成活率低，伴随生长气候的差异，奇楠树苗分化较大，有可能成为普通沉香

树木，结香率及结香品质参差不齐的问题，严重影响奇楠沉香的种植收益。而且，奇楠沉香

生长需要6-8年开始开花，而优良的种子必须采自树龄10年以上的母树。另奇楠沉香的种子

寿命很短，如果采取的种子储存时间较长，即使奇楠沉香树苗成活，它在自然条件下自然结

香的比例极低，必须要经过人工诱导结香，才能保证有效的结香率，但如果采用种子苗进行

人工诱导结香，由于个体间遗传差异大，同样的方法所诱导的结香效果不同，导致沉香的产

量极不稳定，严重影响了香农种植的积极性。因此，奇楠沉香人工栽培种植面临很多的困

难。另外一种繁殖方式是组织培养，通过组织培养的方法繁殖奇楠沉香已经取得成功，但由

于操作技术难度大，无菌生产条件苛刻，因此该方法还没有进行生产试用和推广。

[0004] 绿奇楠沉香树作为一种珍贵的树种，种质资源及其匮乏，少量已有的人工栽培不

但成活率和结香率极低，而且稳定性差，种苗真假难辨，得香品质不一。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上述存在问题和不足，提供一种不仅可以提高绿奇楠沉香

树苗的成活率，而且绿奇楠沉香的树苗长势良好，可快速结香，且操作简单，沉香品质好和

产值稳定，容易推广的绿奇楠沉香树扦插繁殖的培育方法。该方法能实现高品质沉香种苗

的大量生产，培育出优质的沉香种苗满足市场的需要，也有利于奇楠沉香野生资源的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7] 本发明所述绿奇楠沉香树扦插繁殖的培育方法，其特点是包括以下步骤：

[0008] （一）、采集已经结香的优良绿奇楠沉香母树的种子作为育苗种子；

说　明　书 1/6 页

4

CN 105941047 B

4



[0009] （二）、及时将育苗种子消毒/清洗；

[0010] （三）、将消毒/清洗后的育苗种子及时播种于苗床里，培育成绿奇楠沉香幼苗，并

使绿奇楠沉香幼苗在原培育地长成绿奇楠沉香树苗；或等绿奇楠沉香幼苗长到一定高度

(一般是高度≥25cm)后进行苗木移植培育，使其长成绿奇楠沉香树苗；

[0011] （四）、选取具有一定树龄的上述绿奇楠沉香树苗作为母苗，选用成年已结香绿奇

楠沉香树的活枝条截断制成插条，每根插条上至少留有1个芽，然后将插条扦插于母苗上进

行繁殖；

[0012] （五）、对母苗和插条进行培育管理。

[0013] 由于从果壳内取出或脱出的绿奇楠沉香的种子的寿命很短，保存时间越长，对种

子的发芽率影响越大，所以本发明为了有效延长种子的寿命和确保育苗种子的高发芽率，

在上述步骤（一）中采集绿奇楠沉香育苗种子的方法是：选取生长旺盛、树龄时间长（一般树

龄10-15年以上）的优良已结香绿奇楠沉香树作为母树，于6-8月期间，待母树果实由绿转为

黄白，果实内种子呈棕褐色，连果枝一并采下，采回的果枝放在通风处阴干，待果壳开裂，种

子自行脱出，得绿奇楠沉香育苗种子。本发明之所以选择在6-8月期间，待母树果实由绿转

为黄白，果实内种子呈棕褐色，再连果枝一并采下，是因为育苗种子的采集时间也非常重

要，如果过早采种，种子未成熟；过迟采种，果实开裂种子掉落后不易采集，同时也缩短了保

存时间，发芽率也不高。

[0014] 为进一步的确保其发芽率和结香率，上述脱壳后的育苗种子最好在5天内进行消

毒/清洗，然后播种。因本申请人经过长期试验得出，脱壳出来的绿奇楠沉香种子的寿命，如

果不经过热处理，只能储存5天左右。即使在最佳温湿条件下保存（湿度为25%，温度8℃）下

保存超过5天，发芽率也大幅度降低，所以要及时进行播种。

[0015] 上述育苗种子的消毒/清洗的方法，可以是将育苗种子先用按一定比例稀释的消

毒液消毒清洗后，再用清水清洗多次。也可以是直接用无菌水清洗多次。

[0016] 在上述步骤（三）中，因为绿奇楠沉香种子易丧失发芽力，所以消毒/清水处理后的

育苗种子需在三天内播种于苗床里。优选方案是24小时内及时播种于苗床里。

[0017] 为使确保播种于苗床的绿奇楠沉香育苗种子能在有利的环境下发芽和生长，以确

保其成活率，在萌芽前，生长环境条件为遮阳率为80%-98%，相对湿度为70-90%，温度为20~
35℃；萌发幼苗后的前期的生长环境条件，遮阳率调为70%~80%，相对湿度调为70%~80%，温

度可不变；幼苗后期的生长环境条件，遮阳率为30%~70%，温度和湿度在自然条件下进行培

育。

[0018] 优选方案是：绿奇楠沉香育苗种子在萌芽前，生长环境条件为遮阳率为90%-95%，

相对湿度为85%，温度为25~33℃；种子播后10~15天可萌发幼苗，萌芽幼苗后13~15天，遮阳

率改为75%~80%，湿度将为75%~80%，温度不变；幼苗后期，遮阳率为40%~60%，温度和湿度在

自然条件进行培育。

[0019] 为进一步的提高本发明培育的成活率，上述苗床中的土质最好选用养育过育苗种

子母树的泥土。在上述步骤（四）中，选用成年绿奇楠沉香树的活枝条（简称枝条）时优选方

案是选择母树上健康无病虫害、当年生的嫩枝或多年生的老枝作为插条。

[0020] 上述母苗是选取超过1年树龄的优良绿奇楠沉香树苗。插接时是在其靠近地面处

的树干韧皮部位刮开一个小口，然后将上述插条的下切端扦插于小口上，并通过捆绑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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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固定方式使插条可靠插接在绿奇楠沉香树苗上进行繁殖。

[0021] 为使插接后的插条能在树苗上得到更好的生长环境，上述绿奇楠沉香树苗上的小

口与地面的高度控制在8cm或8cm以下。为进一步的提高成活率，在上述插条下切端至少距

离芽1-1.5厘米。

[0022] 上述步骤（五）中的培育管理的方法是：及时进行浇灌、采用除无机肥料和家禽类

有机复合肥料外的肥料施肥和修剪枝条；或者是使用水产品肥料及时进行施肥、浇灌，修剪

枝条。施肥位置需在树冠边缘对应垂直位置，挖深穴10-20cm，施好填土盖肥。

[0023] 本发明的优点是：

[0024] 一、因是采用先天已经结香的优良绿奇楠沉香树母种，及时播种和严格控制生产

环境条件及插接已结香的健康枝条，所以有效地提高了其成活率和创造了结香的有利条

件。与现有培育技术同样沉香产值相比较，本发明能大大节约成本和缩短结香时间。

[0025] 二、成活率高：因是采用先天已经结香的优良绿奇楠沉香母树种子育苗成长的树

和采用母树健康枝条作为插条，因是同系衍生，不容易排斥，科学的配置条件非常有利于结

合，因此成活率极高。

[0026] 三、绿奇楠沉香的树苗长势良好，可快速结香，且所结沉香品质好、产值高又稳定、

经济效益高：挑选母种是已经结香的绿奇楠树，带有结香的菌种环境，再加上用电焊或注诱

导剂来诱导健康的枝条形成有利的结香环境，使得枝条在扦插前便已形成结香的因素，扦

插后其因素会快速发挥作用，随着优质树苗成长的枝条的结香菌种会随着主干扩散蔓延到

其他地方，所结的香也会随着时间、树苗成长而增多，因此能快速结香，且沉香品质好、产值

高。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本发明所述绿奇楠沉香树扦插繁殖的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28] （一）、采集已经结香的优良绿奇楠沉香母树的种子作为育苗种子；

[0029] （二）、及时将育苗种子消毒/清洗；

[0030] （三）、将消毒/清洗后的育苗种子及时播种于苗床里，培育成绿奇楠沉香幼苗，并

使绿奇楠沉香幼苗在原培育地长成绿奇楠沉香树苗；或等绿奇楠沉香幼苗长到一定高度后

进行苗木移植培育，使其长成绿奇楠沉香树苗；

[0031] （四）、选取具有一定树龄的上述绿奇楠沉香树苗作为母苗，选用成年已结香绿奇

楠沉香树的活枝条截断制成插条，每根插条上至少留有1个芽，然后将插条扦插于母苗上进

行繁殖；

[0032] （五）、对母苗和插条进行培育管理。

[0033] 为了有效延长种子的寿命和确保育苗种子的高发芽率，在上述步骤（一）中，采集

育苗种子的方法是：选取生长旺盛、树龄时间长的已经结香的优良绿奇楠沉香母树，于6-8

月期间，待母树果实由绿转为黄白，果实内种子呈棕褐色，连果枝一并采下，采回的果枝放

在通风处阴干，待果壳开裂，种子自行脱出，得绿奇楠沉香育苗种子。为进一步的确保其发

芽率和结香率，上述脱壳出来的育苗种子最好在5天内及时进行播种或进行消毒/清洗、播

种。在上述步骤（三）中，消毒或清洗后的育苗种子需在三天内及时播种于苗床里；优选方案

是消毒或清洗后的育苗种子需在24小时内及时播种于苗床里。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105941047 B

6



[0034] 上述育苗种子的消毒/清洗的方法，可以是将育苗种子先用按一定比例稀释的消

毒液消毒清洗后，再用清水清洗多次。也可以是用无菌水清洗多次。

[0035] 上述苗床一般选用平坦、土质疏松、肥沃的地块；优选方案是上述苗床中的土质选

用养育过育苗种子母树的泥土。

[0036] 为使确保播种于苗床的绿奇楠沉香育苗种子能在有利的环境下发芽和生长，以确

保其成活率，播种于苗床的绿奇楠沉香育苗种子，在萌芽前，生长环境条件为遮阳率为80%-

98%，相对湿度为70-90%，温度为20~35℃；萌发幼苗后的前期的生长环境条件，遮阳率调为

70%~80%，相对湿度调为70%~80%，温度可不变；幼苗后期的生长环境条件，遮阳率为30%~
70%，温度和湿度在自然条件下进行培育。优选方案是：绿奇楠沉香育苗种子在萌芽前，生长

环境条件为遮阳率为90%-95%，相对湿度为85%，温度为25~33℃；种子播后10~15天可萌发幼

苗，萌芽幼苗后13~15天，遮阳率改为75%~80%，湿度将为75%~80%，温度不变；幼苗后期，遮阳

率为40%~60%，温度和湿度在自然条件进行培育。

[0037] 在上述步骤（四）中，上述活枝条在插接前，需进行结香诱导，使其上具有更有利的

结香环境，所述结香诱导的方法是：上述活枝条在从成年已结香绿奇楠沉香树上截下来前，

先在活枝条与绿奇楠沉香树主干上用电焊机烫几个小孔或注入诱导剂，使其引导真菌入

侵，形成结香环境。

[0038] 在上述步骤（四）中，上述活枝条选择已结香绿奇楠沉香上的健康无病虫害、当年

生的嫩枝或多年生的老枝。为进一步的提高其成活率和提高沉香品质，优选方案为选择上

述绿奇楠沉香母树上活枝条。另上述活枝条一般是截断为长3-20厘米、至少留有1个芽的插

条后，将插条的下切端修成便于插接的斜插头或尖楔形插头。

[0039] 上述母苗一般是选取超过1年树龄（最好2年以上）的优良绿奇楠沉香树苗。插接时

是在其靠近地面处的树干韧皮部位刮开一个小口，然后将上述插条的下切端扦插于小口

上，并通过捆绑或其它固定方式使插条可靠插接在绿奇楠沉香树苗上进行繁殖。并且上述

插条可为不带叶片插条，或者为带有叶片插条，如果有叶片，则去掉部分叶片，只保留靠近

插条上端的1-2片叶，并剪掉叶片的1/2-3/4，减少叶片对水分的蒸腾。

[0040] 为使插接后的插条能在树苗上得到更好的生长环境，上述绿奇楠沉香树苗上的小

口与地面的高度控制在8cm或8cm以下，上述插条下切端至少距离芽1-1.5厘米。

[0041] 在上述步骤（五）中的培育管理的方法是：及时进行浇灌、施肥和修剪枝条；施肥位

置需在树冠边缘对应垂直位置，挖深穴10-20cm，施好填土盖肥，及时浇灌，修剪枝条。移栽

成活后，施肥时不可使用无机肥料和家禽类有机复合肥料，防止营养过剩，需使用水产品肥

料（包括水产鱼、虾类肥料）。施肥位置需在树冠边缘对应垂直位置，挖深穴10-20cm，施好填

土盖肥，及时浇灌，修剪枝条。并且还可在扦插树苗生长1年后，将其移栽至亚热带沿海地区

海拔300-900m处，以更利于其成长结香。

[0042] 本发明所述培育方法，因为是采用精挑细选的已结香优质绿奇楠沉香母树的种

子，加上及时严格控制播种时间和控制好生长环境条件，还有采用母树枝条，三者有效结合

在一起，使得培育的树苗不仅成活率高、可快速成长，而且稳定性强，可实现绿奇楠沉香树

人工栽培的集约化经营和高效生产，满足市场对奇楠的大量需求，推动高品质沉香行业的

发展。再加上本发明还采用养育过母树的泥土作为苗床土质，更进一步的提高了其成活率。

[0043]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但实施例中引用的具体材料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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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及其他条件不应该认为是对本发明进行了不恰当的限制。

[0044] 实施例1

[0045]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一线香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0046] （1）育苗种子的采集：选取生长旺盛，15年以上树龄，健康且无病虫害的已结香优

良绿奇楠沉香母树，7月期间，待果实由绿转为黄白，种子呈棕褐色，连果枝一并采下，采回

的果枝放在通风处阴干，待果壳开裂，种子自行脱出。

[0047] （2）育苗种子的消毒/清洗：将上述脱壳出来的绿奇楠沉香育苗种子在三天内进行

清洗处理，用无菌水清洗4次，前3次每次5分钟，最后一次10分钟。

[0048] （3）绿奇楠沉香苗的培育：选择平坦、土质疏松、肥沃的地块作为苗床，将清洗后的

种子立即播种（24小时内），萌芽前，遮阳率为95%，相对湿度为85%，温度为33℃，播后15天萌

发幼苗。萌芽后14天，遮阳率75%，湿度为75%，温度为25℃；种苗后期，遮阳率40%，温湿度在

自然条件下进行培育。当幼苗高度达到25cm后，进行苗木移植。

[0049] （4）扦插繁殖：

[0050] 将上述移植后的具有2年树龄的绿奇楠沉香树苗作为母苗，采集上述绿奇楠沉香

母树活枝条扦插：首先选用上述已结香绿奇楠母树作为活枝条提供者，并且在准备采取活

枝条前期需要诱导更有利的结香环境，如在活枝条与主干上用电焊机烫几个小孔，使其引

导真菌入侵，形成结香环境。然后选取健康无病虫害的当年生枝条，将枝条用锋利的刀片截

断为长20厘米的插条，每个插条留有2个芽。插条带有2片叶，靠近枝条上端，剪掉叶片的1/

2，减少叶片对水分的蒸腾，插条下切口离芽1厘米，用锋利的刀片斜切割成尖楔形。优良母

苗在其紧邻地面处进行修剪，用锋利的刀在韧皮部位刮开一个小口，取处理好的上述扦插

枝条，扦插于小口上，并用塑料薄膜将插条和绿奇楠母苗缠绕，塑料薄膜宽度为5cm，缠绕圈

数为3圈；定期浇灌。

[0051] （5）  移栽：扦插树苗生长1年后，移栽至广东茂名市海拔500m处。

[0052] （6） 田间管理：移栽成活后，及时进行施肥，防止营养过剩，使用水产品肥料。施肥

位置需在树冠边缘对应垂直位置，挖深穴10cm，施好填土盖肥，及时浇灌，修剪枝条。

[0053] 本实施例的成活率高达92%以上，而且绿奇楠沉香的树苗长势良好，能快速结香，

结香后其味麻辣，药用价值高于一般沉香，且品质稳定，产值高、经济效益高。

[0054] 实施例2

[0055]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一线香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0056] （1）  育苗种子的采集：选取生长旺盛，15年以上树龄，健康且无病虫害的已结香优

良绿奇楠沉香母树，8月期间，待果实由绿转为黄白，种子呈棕褐色，连果枝一并采下，采回

的果枝放在通风处阴干，待果壳开裂，种子自行脱出。

[0057] （2）  育苗种子的消毒和清洗：将上述脱壳出来的绿奇楠沉香种子在三天内，先用

稀释后的消毒水进行消毒处理，然后再用清水清洗4次。

[0058] （3）  绿奇楠沉香苗的培育：选择培育过上述母树的土质作为苗床，将消毒的种子

在24小时内立即播种，萌芽前，遮阳率为90%，相对湿度为85%，温度为28℃，播后13天萌发幼

苗。萌芽后15天，遮阳率80%，湿度为80%，温度为33℃；种苗后期，遮阳率60%，温湿度在自然

条件下进行培育，高度达到25cm后，进行苗木移植。

[0059] （4）将上述移植后的具有2年树龄的绿奇楠沉香树苗作为母苗，采集上述绿奇楠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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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母树活枝条扦插：首先选用上述已结香绿奇楠母树作为活枝条提供者，并且在准备采取

活枝条前期需要诱导更有利的结香环境，如在活枝条与主干上用电焊机烫几个小孔，使其

引导真菌入侵，形成结香环境。然后选取健康无病虫害的老枝条，将枝条用锋利的刀片截断

为长10厘米的插条，每个插条留有1个芽。插条不带片叶，插条下切口离芽1.5厘米，用锋利

的刀片斜切割成尖楔形。选择优良母苗在其紧邻地面处进行修剪，用锋利的刀在韧皮部位

刮开一个小口（小口与地面的高度控制在8cm以下），取处理好的扦插枝条，扦插于小口上，

并用塑料薄膜将插条和奇楠树苗缠绕，塑料薄膜宽度为3cm，缠绕圈数为2圈，定期浇灌。

[0060] （5）  移栽：扦插树苗生长1年后，移栽至广东茂名市海拔900m地区。

[0061] （6）后期管理：移栽成活后，及时进行施肥，为防止营养过剩，使用水产品肥料（包

括水产鱼、虾类肥料）。施肥位置需在树冠边缘对应垂直位置，挖深穴20cm，施好填土盖肥。

及时浇灌，修剪枝条。

[0062] 本实施例的成活率为95%-98%，而且绿奇楠沉香的树苗长势良好，能快速结香，结

香后其味麻辣，药用价值高于一般沉香，且品质稳定，产值高、经济效益高。

[0063] 实施例3：

[0064]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一线香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0065] （1）育苗种子的采集：选取生长旺盛，15年以上树龄，健康且无病虫害的优良已结

香绿奇楠沉香母树，7月期间，待果实由绿转为黄白，种子呈棕褐色，连果枝一并采下，采回

的果枝放在通风处阴干，待果壳开裂，种子自行脱出。

[0066] （2）育苗种子的清洗：将上述脱壳出来的绿奇楠沉香种子在五天内进行清洗处理，

用无菌水清洗4次，前3次每次5分钟，最后一次10分钟。

[0067] （3）绿奇楠沉香苗的培育：选择平坦、土质疏松、肥沃的地块作为苗床，将清洗后的

种子2天后播种，萌芽前，遮阳率为75%，相对温度为70%，温度为25℃，播后15天萌发幼苗。萌

芽后14天，遮阳率70%，湿度为70%，温度为25℃；种苗后期，遮阳率60%，温湿度在自然条件下

进行培育。当幼苗高度达到25cm后，进行苗木移植。

[0068] （4）扦插繁殖：选取具有2年树龄的绿奇楠沉香树苗作为母苗，采集成年绿奇楠沉

香树上当年生枝条，将枝条用锋利的刀片截断为长20厘米的插条，每个插条留有2个芽。插

条带有2片叶，靠近枝条上端，剪掉叶片的1/2，减少叶片对水分的蒸腾，插条下切口离芽1厘

米，用锋利的刀片斜切割成尖楔形。母苗在其紧邻地面处进行修剪，用锋利的刀在韧皮部位

刮开一个小口，取处理好的上述扦插枝条，扦插于小口上，并用塑料薄膜将插条和绿奇楠母

苗缠绕，塑料薄膜宽度为5cm，缠绕圈数为3圈；定期浇灌。

[0069] （5）移栽：扦插树苗生长1年后，移栽至广东茂名市海拔500m处。

[0070] （6）田间管理：移栽成活后，及时进行浇灌，施肥和修剪枝条。

[0071] 本实施例的成活率高达85%，但比现有技术中绿奇楠沉香树的培育成活率高。只是

因枝条前期未作诱导结香的环境处理，加之不是采用母树的枝条，所以绿奇楠沉香树苗的

结香速度比上面两实施例相对较慢。

[0072] 尽管本发明是参照具体实施例来描述，但这种描述并不意味着对本发明构成限

制。参照本发明的描述，所公开的实施例的其他变化，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都是可以预料

的，这种的变化应属于所属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内。另外本发明所述方法除了可繁殖培

育绿奇楠沉香树外，也还可以繁殖培育其它沉香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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