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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

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通过在营建好的采

穗圃大棚内培育毛红椿扦插枝条，使得采穗圃内

萌发生长的毛红椿枝条髓心比例大大降低，一年

生木质化毛红椿枝条的扦插成活率可达75.2％，

半木质化毛红椿枝条的扦插成活率可达82.6％。

本发明应用于毛红椿采穗圃营建和扦插育苗过

程中，可使扦插苗移栽成活率得到显著提高。简

单易掌握，任何人员稍加培训就可以独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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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营建好的采

穗圃大棚内培育毛红椿扦插枝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其特

征在于，采穗圃大棚内温度为25-30℃，湿度为80-90％；采穗圃大棚的透光率为5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其特

征在于，冬季毛红椿母株落叶后，施复合肥，其它季节不需要施肥；所述复合肥为复合肥16-

16-1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其特

征在于，浇水频次：夏季1周浇水2次，浇水量以定植基质浇透为准；春秋季1周浇水1次，浇水

量以定植基质浇透为准；冬季落叶后不需浇水。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的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

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采穗圃母株选择：在野外生长的毛红椿种苗中选则2-3年生、苗高大于或等于2m的

毛红椿种苗，作为采穗圃母株；

(2)种植到采穗圃大棚内定植：将步骤(1)中选择的采穗圃母株种植到采穗圃大棚内定

植，采穗圃大棚高度为2.5-3.5m，采穗圃母株定植株的行间距为0.5m×1.0m；

(3)对定植采穗圃母株进行修剪、定干：定干高度为1.5m；

(4)对定植好的采穗圃母株进行管理；

(5)准备扦插用大棚苗床；

(6)准备扦插用穗条；

(7)将步骤(6)中已处理好的扦插用穗条扦插到步骤(5)中备好的扦插用苗床内；

(8)对步骤(7)中扦插入扦插用大棚苗床内的穗条进行管理养护。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其特

征在于，在步骤(4)中，包括如下步骤：

(4-1)定期给采穗圃母株浇水：夏季1周浇水2次，浇水量以定植基质浇透为准；春秋季1

周浇水1次，浇水量以定植基质浇透为准；冬季落叶后不需浇水；

(4-2)冬季采穗圃母株落叶后，每株施复合肥200g±5g，其它季节不需要施肥，控制母

株快速生长；

(4-3)5月中旬对采穗圃母株上部萌条进行修剪，留干萌条长度控制在20cm±2cm；

(4-4)每月施喷一次800倍甲基托布津或多菌灵；

(4-5)定期修剪掉母株高度小于1m的枝条。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其特

征在于，在步骤(5)中，用扦插用基质铺设扦插用苗床，铺好之后用木板拍打平整；所述扦插

用苗床宽度为1.0-1.2m、厚度为15cm，所述扦插用基质为黄心土或黄沙。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其特

征在于，在步骤(6)中，包括如下步骤：

(6-1)从生长健壮且无病虫害的母株上剪取半木质化嫩枝或一年生木质化硬枝，将剪

取的枝条用剪刀剪成10cm±2cm长的穗条；

(6-2)硬枝扦插选择在2月下旬，每个穗条上端有1-2个休眠芽；嫩枝扦插选择在8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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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每个穗条保留1个羽状复叶；

(6-3)穗条基部削成斜面，斜面要光滑；

(6-4)扦插前穗条在500mg/L的萘乙酸NAA溶液里浸泡1min。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其特

征在于，在步骤(7)中，包括如下步骤：

(7-1)扦插时用锄头在扦插用苗床上挖深度为10cm的沟或用竹签在扦插用苗床上挖深

度为10cm左右的孔；

(7-2)把步骤(6)中制得的扦插用穗条斜放在土沟或孔中，然后回填土，压实，扦插用穗

条露出地面的长度为2cm，插穗间距为10～15cm。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其特

征在于，在步骤(8)中：

(8-1)扦插后用800倍甲基托布津或多菌灵溶液对步骤(7)中扦插用苗床进行喷施，以

浇透扦插用苗床为止；

(8-2)用塑料和竹片制成的塑料拱棚加盖在步骤(5)中扦插用苗床上方，并将塑料拱棚

四周密封；

(8-3)在加盖好塑料拱棚的扦插用苗床上方架设双层遮光率为65％的遮荫网，第一层

遮荫网距离地面0.5m，第二层遮荫网距离地面2m；

(8-4)保持塑料拱棚内温度为25℃；

(8-5)扦插用茎段生根后即得扦插用苗；在扦插用茎段生根后，傍晚时掀开塑料对苗床

浇水，直至扦插用基质湿度大于或等于60％；

(8-6)扦插用苗开始发芽后，傍晚时掀开塑料拱棚两侧通风5-10日，去掉塑料拱棚，并

喷施800倍甲基托布津或多菌灵溶液进行叶片杀菌；

(8-7)待扦插用苗长出2个羽状复叶后，进行扦插用苗的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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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森林培育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

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林木的无性繁殖技术包括扦插、嫁接和组培等，从18世纪初无性繁殖就开始用于

林木繁殖。其中扦插繁殖技术是生产中常用的快速繁殖技术，它是截取林木苗干或枝条的

一部分作为育苗材料进行育苗的方法。目前，扦插繁殖技术已经广泛用于绿化树种和造林

树种苗木培育过程中。由于野外生长的毛红椿枝条髓心比例较大，扦插后基部容易腐烂，扦

插成活率较低(10％左右)。因此有必要发明一种适宜毛红椿的扦插繁殖技术，便于生产部

门扦插繁殖工作的开展，加快毛红椿良种种苗繁殖速度。

发明内容

[0003] 为此，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一种简单易掌握、能显著提高毛红椿扦插

成活率的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在营建好的采穗圃大棚内

培育毛红椿扦插枝条。

[0006] 上述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采穗圃大棚内温度为

25-30℃，湿度为80-90％；采穗圃大棚的透光率为50％。

[0007] 上述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冬季毛红椿母株落叶

后，施复合肥，其它季节不需要施肥；所述复合肥为复合肥16-16-16。

[0008] 上述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浇水频次：夏季1周浇

水2次，浇水量以定植基质浇透为准；春秋季1周浇水1次，浇水量以定植基质浇透为准；冬季

落叶后不需浇水。

[0009] 上述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0] (1)采穗圃母株选择：在野外生长的毛红椿种苗中选则2-3年生、苗高大于或等于

2m的毛红椿种苗，作为采穗圃母株；

[0011] (2)种植到采穗圃大棚内定植：将步骤(1)中选择的采穗圃母株种植到采穗圃大棚

内定植，采穗圃大棚高度为2.5-3.5m，采穗圃母株定植株的行间距为0.5m×1.0m；

[0012] (3)对定植采穗圃母株进行修剪、定干：定干高度为1.5m；

[0013] (4)对定植好的采穗圃母株进行管理；

[0014] (5)准备扦插用大棚苗床；

[0015] (6)准备扦插用穗条；

[0016] (7)将步骤(6)中已处理好的扦插用穗条扦插到步骤(5)中备好的扦插用苗床内；

[0017] (8)对步骤(7)中扦插入扦插用大棚苗床内的穗条进行管理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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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上述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在步骤(4)中，包括如

下步骤：

[0019] (4-1)定期给采穗圃母株浇水：夏季1周浇水2次，浇水量以定植基质浇透为准；春

秋季1周浇水1次，浇水量以定植基质浇透为准；冬季落叶后不需浇水；

[0020] (4-2)冬季采穗圃母株落叶后，每株施复合肥200g±5g，其它季节不需要施肥，控

制母株快速生长；

[0021] (4-3)5月中旬对采穗圃母株上部萌条进行修剪，留干萌条长度控制在20cm±2cm；

[0022] (4-4)每月施喷一次800倍甲基托布津或多菌灵；

[0023] (4-5)定期修剪掉母株高度小于1m的枝条。

[0024] 上述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在步骤(5)中，用扦插

用基质铺设扦插用苗床，铺好之后用木板拍打平整；所述扦插用苗床宽度为1.0-1.2m、厚度

为15cm，所述扦插用基质为黄心土或黄沙。

[0025] 上述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在步骤(6)中，包括如

下步骤：

[0026] (6-1)从生长健壮且无病虫害的母株上剪取半木质化嫩枝或一年生木质化硬枝，

将剪取的枝条用剪刀剪成10cm±2cm长的穗条；

[0027] (6-2)硬枝扦插选择在2月下旬，每个穗条上端有1-2个休眠芽；嫩枝扦插选择在8

月上旬，每个穗条保留1个羽状复叶；

[0028] (6-3)穗条基部削成斜面，斜面要光滑；

[0029] (6-4)扦插前穗条在500mg/L的萘乙酸NAA溶液里浸泡1min。

[0030] 上述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在步骤(7)中，包括如

下步骤：

[0031] (7-1)扦插时用锄头在扦插用苗床上挖深度为10cm的沟或用竹签在扦插用苗床上

挖深度为10cm左右的孔；

[0032] (7-2)把步骤(6)中制得的扦插用穗条斜放在土沟或孔中，然后回填土，压实，扦插

用穗条露出地面的长度为2cm，插穗间距为10～15cm。

[0033] 上述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在步骤(8)中：

[0034] (8-1)扦插后用800倍甲基托布津或多菌灵溶液对步骤(7)中扦插用苗床进行喷

施，以浇透扦插用苗床为止；

[0035] (8-2)用塑料和竹片制成的塑料拱棚加盖在步骤(5)中扦插用苗床上方，并将塑料

拱棚四周密封；

[0036] (8-3)在加盖好塑料拱棚的扦插用苗床上方架设双层遮光率为65％的遮荫网，第

一层遮荫网距离地面0.5m，第二层遮荫网距离地面2m；

[0037] (8-4)保持塑料拱棚内温度为25℃；

[0038] (8-5)扦插用茎段生根后即得扦插用苗；在扦插用茎段生根后，傍晚时掀开塑料对

苗床浇水，直至扦插用基质湿度大于或等于60％；

[0039] (8-6)扦插用苗开始发芽后，傍晚时掀开塑料拱棚两侧通风5-10日，去掉塑料拱

棚，并喷施800倍甲基托布津或多菌灵溶液进行叶片杀菌；

[0040] (8-7)待扦插用苗长出2个羽状复叶后，进行扦插用苗的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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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取得了如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42] 1.本发明专利应用于毛红椿采穗圃营建和扦插育苗过程中，可提高扦插苗移栽成

活率。简单易掌握，任何人员稍加培训就可以独立操作。采用本发明对毛红椿进行扦插繁

殖，成本较低，扦插苗成活率得到显著提高。

[0043] 2.由于野外自然生长的毛红椿枝条，髓心比例很大，扦插成活率仅为10％左右；本

发明在采穗圃内培育毛红椿扦插枝条，通过调节采穗圃内的温度、湿度，控制毛红椿苗木的

浇水量及频次，以及调控施肥种类、施肥量及频次等毛红椿生长条件，使得采穗圃内萌发生

长的毛红椿枝条髓心比例大大降低，一年生木质化毛红椿枝条的扦插成活率可达75.2％，

半木质化毛红椿枝条的扦插成活率可达82.6％。

附图说明

[0044] 图1本发明通过营建采穗圃培育扦插枝条的毛红椿扦插繁殖方法的操作流程框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5] 实施例1

[0046] 选择毛红椿进行大棚采穗圃营建和扦插繁殖。

[0047] 扦插时间选择在2月下旬。准备扦插繁殖用设施和材料，高度为3.0m的温室大棚、

多菌灵、黄心土、自来水、喷水壶、塑料薄膜、2m长3cm宽竹片、遮光率为65％的遮荫网等，然

后营建采穗圃和扦插繁殖，其具体步骤包括如下步骤：

[0048] (1)采穗圃母株选择：毛红椿一代种子园混系苗中挑选二年生、苗高大于或等于

2.0m的超级苗作为采穗圃母株；

[0049] (2)种植到采穗圃大棚内定植：将步骤(1)中选择的采穗圃母株于2月初种植到采

穗圃大棚内定植，定植株行间距0.5m×1.0m；大棚高度为3.0m；采穗圃大棚内温度为25-30

℃，湿度为80-90％；采穗圃大棚的透光率为50％；

[0050] (3)对定植母株进行修剪、定干：定干高度1.5m；

[0051] (4)对定植好的母株进行管理：

[0052] (4-1)定期浇水：夏季1周浇水2次，浇水量以定植基质浇透为准；春秋季1周浇水1

次，浇水量以定植基质浇透为准；冬季落叶后不需浇水；

[0053] (4-2)冬季母株落叶后，每株施复合肥200g，所述复合肥为复合肥

[0054] 16-16-16，即总氮N含量为16wt％、有效五氧化二磷P2O5含量为16wt％、氧化钾K2O

含量为16wt％；其它季节不需要施肥，控制母株快速生长；

[0055] (4-3)5月中旬对上部萌条进行修剪，留干萌条长度控制在20cm；

[0056] (4-4)每月施喷一次800倍甲基托布津或多菌灵；

[0057] (4-5)定期修剪掉母株高度小于1m的枝条。

[0058] (5)准备扦插用大棚苗床：

[0059] 用扦插用基质铺设扦插用苗床，铺好之后用木板拍打平整；所述扦插用苗床宽度

为1.0-1.2m，厚度为15cm，所述扦插用基质为黄心土。

[0060] (6)准备扦插用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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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6-1)从生长健壮且无病虫害的母株上剪取一年生木质化的枝条，将剪取的枝条

用剪刀剪成10cm长的穗条(茎段)；

[0062] (6-2)每个穗条(茎段)上端有1-2个休眠芽；

[0063] (6-3)穗条基部削成斜面，斜面要光滑；

[0064] (6-4)扦插前穗条在浓度为500mg/L的萘乙酸NAA溶液里浸泡1min。

[0065] (7)将步骤(6)中已处理好的扦插用穗条扦插到步骤(5)中备好的扦插用苗床内：

[0066] (7-1)扦插时用锄头在扦插用苗床上挖深度为10cm的沟；

[0067] (7-2)把步骤(6)中制得的扦插用穗条斜放在土沟中，然后回填土，压实，扦插用穗

条露出地面的长度为2cm，插穗间距为10～15cm，扦插数量为1500株。

[0068] (8)对步骤(7)中扦插入扦插用大棚苗床内的穗条进行管理养护：

[0069] (8-1)扦插后用800倍甲基托布津或多菌灵溶液对步骤(7)中扦插用苗床进行喷

施，以浇透扦插用苗床为止；

[0070] (8-2)用塑料和竹片制成的塑料拱棚加盖在步骤(5)中扦插用苗床上方，并将塑料

拱棚四周密封；

[0071] (8-3)在加盖好塑料拱棚的扦插用苗床上方架设双层遮光率为65％的遮荫网，第

一层遮荫网距离地面0.5m，第二层遮荫网距离地面2m；

[0072] (8-4)保持塑料拱棚内温度为25℃；

[0073] (8-5)扦插用茎段生根后即得扦插用苗；在扦插用茎段生根后，傍晚时掀开塑料对

苗床浇水，直至扦插用基质湿度大于或等于60％；

[0074] (8-6)扦插用苗开始发芽后，傍晚时掀开塑料拱棚两侧通风2-5日，去掉塑料拱棚，

并喷施800倍甲基托布津或多菌灵溶液进行叶片杀菌；

[0075] (8-7)待扦插用苗长出2个羽状复叶后，可进行扦插用苗的移栽。

[0076] 采用实施例的方法，毛红椿的扦插成活率可达75.2％(扦插后三个月的统计值)。

[0077] 实施例2

[0078] 选择毛红椿进行大棚采穗圃营建和嫩枝扦插繁殖。采穗圃营建同实施例1。扦插时

间选择在8月上旬。准备扦插繁殖用设施和材料，如控温温室大棚、多菌灵、黄沙、自来水、喷

水壶、枝剪等，其具体步骤包括如下步骤：

[0079] (1)在温室内用黄沙铺设扦插用苗床，铺好之后用木板拍打平整；所述扦插用苗床

宽度1.0-1.2m，厚度为15cm；

[0080] (2)扦插用穗条准备，其具体步骤为；

[0081] (a)从生长健壮且无病虫害的母株上剪取半木质化的枝条；

[0082] (b)将步骤(a)中剪取的枝条用枝剪剪成10cm长的茎段，每个茎段保留1个羽状复

叶，穗条基部削成斜面，斜面要光滑，即得适用茎段；

[0083] (c)扦插前穗条在浓度为500mg/L的萘乙酸(NAA)溶液里浸泡1min。

[0084] (3)将步骤(2)中已处理好的扦插用穗条扦插到步骤(1)中备好的扦插用苗床内，

具体步骤如下：

[0085] (a)扦插时用竹签在扦插用苗床上挖深度为10cm左右的孔；

[0086] (b)把步骤(2)中制得的扦插用穗条斜放在步骤(a)孔中，然后压实，扦插用穗条露

出的长度为2cm，羽状复叶全部露出，插穗间距10～15cm，扦插数量为1500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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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 (4)对步骤(3)中扦插入扦插用苗床内的穗条进行管理养护，步骤如下：

[0088] (a)扦插后用800倍甲基托布津或多菌灵溶液对步骤(3)中扦插用苗床进行喷施，

以浇透扦插用苗床为止；

[0089] (b)保持塑料拱棚内温度为25℃；

[0090] (c)采用间歇式喷雾方式对苗床进行补水；

[0091] (e)每周喷施800倍甲基托布津或多菌灵溶液进行杀菌；

[0092] (f)待扦插用苗长出2个新羽状复叶后，可进行扦插用苗的移栽。

[0093] 采用本实施例的方法，毛红椿的扦插成活率可达82 .6％(扦插后三个月的统计

值)。

[0094] 对比例1：选取野外自然生长的一年生木质化的毛红椿枝条，扦插方法与实施例1

相同，毛红椿的扦插成活率仅为11.3％。

[0095] 对比例2：选取野外自然生长的半木质化的毛红椿枝条，扦插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

毛红椿的扦插成活率仅为10.8％。

[0096]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

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

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

变动仍处于本专利申请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中。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10537451 A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9

CN 110537451 A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