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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发本本农业种植技已领域，特别本本一

种应用透光膜提高葡萄自然杂交授粉率的方法，

本发发将向观差异性状发显，花保相声的不声葡

萄样种嫁接在相邻的枝条，在葡萄已干际设置

“第1样种-第2样种-第1样种”的间隔排公，形请

已律、保集的两样种花粉区，在利用透光膜利用

透光膜形请葡萄授粉的相针保闭空间，通过设置

进气管、配合进气管设置的排气孔，形请代代的

保一的风向路径，际述方法配合使用提高请不声

样种葡萄的授粉率，在授粉后代中选择与父本、

母本向观性状发显不声的杂交后代本请现利用

自然授粉的方式达到人工授粉的效果，请现杂交

后代的快速筛选，提高请葡萄的杂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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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应用透光膜提高葡萄自然杂交授粉率的方法，其特征在本，所述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1)在葡萄始花保的提7天，针要进行杂交的葡萄父本/或母本进行疏叶，保居葡萄的花

叶比代1：3-4；将疏叶后的葡萄植株的稍代牵引到横向公置的葡萄架际，保居葡萄植株横向

生长，针横在葡萄架际的葡萄枝条进行疏枝；

(2)步骤(1)所述疏枝方法代：去除葡萄植株际某枝条的相邻枝条，然后在去除枝条形

请的广面际嫁接另一声花保和/或近花保样种的葡萄枝条；形请“第1样种枝条-第2样种枝

条-第1样种枝条”的排序方式；

(3)给葡萄架际的整株葡萄套际透光膜，将透光膜进行收口并用绳子将请收口捆扎到

葡萄植株本代，使葡萄植株代代形请保闭空间，在捆扎代附近开一开口，用本连接进气管接

口，在开口的正际方用牙全将保鲜膜扎际若干排气孔，开口保本靠近地面的一侧，而排气孔

保本远离地面的一侧；

(4)盛花保代，将进气系统与进气管接口相连，向进气管中通入空气，通过进气管引导

气流横向通过透光膜，满花保后撤离透光膜，请请授粉。

2.根据此利要请1所述一种应用透光膜提高葡萄自然杂交授粉率的方法，其特征在本，

所述排气孔的总面积占整个透光膜代面积的1/30-1/25。

3.根据此利要请1所述一种应用透光膜提高葡萄自然杂交授粉率的方法，其特征在本，

步骤(4)所述空气通入的速率代：1.5m/s-2.5m/s。

4.根据此利要请1所述一种应用透光膜提高葡萄自然杂交授粉率的方法，其特征在本，

步骤(3)所述透光膜将葡萄植株包裹后形请的保闭空间代径代葡萄植株最大冠幅直径的

1.5-1.8倍。

5.根据此利要请1所述一种应用透光膜提高葡萄自然杂交授粉率的方法，其特征在本，

步骤(1)所述花叶比代花穗和叶片的比例。

6.根据此利要请1所述一种应用透光膜提高葡萄自然杂交授粉率的方法，其特征在本，

步骤(3)所述透光膜代白色透发透光膜。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1543247 A

2



一种应用透光膜提高葡萄自然杂交授粉率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工具应用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应用透光膜提高葡萄自然杂交

授粉率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葡萄是广西热产的亚热带水果，由于品种丰富是我国良好的种质资源产地，在对

葡萄的优化和培育过程中，为了增加对葡萄品种的数量，对劣质品种进行改良，行内多采用

杂交育种的方法对葡萄品种进行培育，但是，在杂交选育过程中需要对葡萄进行去雄操作，

授粉时会用铅笔头蘸上花粉，然后在有粘液的柱头上轻轻点授然而葡萄雄蕊很小，操作起

来费时、费力，给葡萄的杂交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难度，因此，有必要对葡萄的授粉方式进行

改进，提高葡萄杂交时的授粉效率。

【发明内容】

[0003] 鉴于上述内容，有必要对葡萄的授粉方式进行改进，提高葡萄杂交时的授粉效率。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应用透光膜提高葡萄自然杂交授粉率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1)在葡萄始花期的前7天，对要进行杂交的葡萄父本/或母本进行疏叶，保证葡萄

的花叶比为1∶3-4；将疏叶后的葡萄稍部牵引到横向布置的葡萄架上，保证葡萄植株横向生

长，对横在葡萄架上的葡萄枝条进行疏枝；

[0007] (2)步骤(1)所述疏枝方法为：去除葡萄植株上某枝条的相邻枝条，然后在去除枝

条形成的创面上嫁接另一同花期和/或近花期品种的葡萄枝条；形成“第1品种枝条-第2品

种枝条-第1品种枝条”的排列方式；

[0008] (3)给葡萄架上的整株葡萄套上透光膜，将透光膜进行收口并用绳子将该收口捆

扎到葡萄植株基部，使葡萄植株内部形成密闭空间，在捆扎部附近开一开口，用于连接进气

管接口，在开口的正上方用牙签将保鲜膜扎出若干排气孔，开口位于靠近地面的一侧，而排

气孔位于远离地面的一侧；

[0009] (4)盛花期时，将进气系统与进气管接口相连，向进气管中通入空气，通过进气管

引导气流横向通过透光膜，满花期后撤离透光膜，完成授粉。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排气孔的总面积占整个透光膜表面积的1/30-1/25。

[0011] 进一步的，步骤(4)所述空气通入的速率为：1.5m/s-2.5m/s。

[0012] 进一步的，步骤(3)所述透光膜将葡萄植株包裹后形成的密闭空间内径为葡萄植

株最大冠幅直径的1.5-1.8倍。

[0013] 进一步的，步骤(1)所述花叶比为花穗和叶片的比例。

[0014] 进一步的，步骤(3)所述透光膜为白色透明透光膜。

[0015]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6] 本发明将外观差异性状明显，花期相同或相似的不同葡萄品种嫁接在相邻的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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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在葡萄主干上设置“第1品种-第2品种-第1品种”的间隔排布，形成规律、密集的两品种

花粉区，在利用透光膜利用透光膜形成葡萄授粉的相对密闭空间，通过设置进气管、配合进

气管设置的排气孔，形成内部的单一的风向路径，上述方法配合使用提高了不同品种葡萄

的授粉率，在授粉后代中选择与父本、母本外观性状明显不同的杂交后代能实现利用自然

授粉的方式达到人工授粉的效果，实现杂交后代的快速筛选，提高了葡萄的杂交率。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嫁接示意图。

[0018] 附图说明：1、葡萄植株；2、葡萄架葡萄藤；3、排气孔；4、绳子；5、开口；6、透光膜；A

为第1品种；B为第2品种；箭头方向为透光膜内形成的气流方向。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对本发明的具体实

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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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 为了能有效的起到光合作用，实施例采用的透光膜为白色透明薄膜。

[0021] 实施例1：

[0022] 本实施例采用阳光玫瑰葡萄为父本，摩拉多尔葡萄葡萄为母本；

[0023]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应用透光膜提高葡萄自然杂交授粉率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如下步骤：

[0024] (1)在葡萄始花期的前7天，对要进行杂交的葡萄父本/或母本进行疏叶，保证葡萄

的花叶比(其中，花叶比为花穗和叶片的比例)为1∶3(本实施例仅是给出一个最优数值，经

申请人观察、实验发现，花叶比过低或过高都会造成开花不完全，花叶比过低，没有足够的

叶子光合作用产生能量，不能促进葡萄花开花，花叶比过高，叶子反而会吸收过多养分，也

会抑制葡萄开花，花叶比在1：3-4之间最合适)；将疏叶后的葡萄植株1的稍部牵引到横向布

置的葡萄架2上，保证葡萄植株横向生长，对横在葡萄架2上的葡萄植株1枝条进行疏枝；

[0025] (2)步骤(1)所述疏枝方法为：去除葡萄植株1上某枝条的相邻枝条，然后在已去除

枝条形成的创面上嫁接另一同花期和/或近花期品种的葡萄枝条；形成“第1品种枝条(图1

中标号A)-第2品种枝条(图1中标号B)-第1品种枝条(图1中标号A)”的排列方式；

[0026] (3)给葡萄架上的整株葡萄套上透光膜6，将透光膜6进行收口并用绳子4将该收口

捆扎到葡萄植株1基部，使葡萄植株1内部形成密闭空间，在捆扎位置附近开一开口5，用于

连接进气管接口，在开口5的正上方用牙签将保鲜膜扎出若干排气孔3，开口5位于靠近地面

的一侧，而排气孔3位于远离地面的一侧；

[0027] (4)盛花期时，将进气系统与进气管接口相连，向进气管中通入空气，通过进气管

引导气流横向通过透光膜6，满花期后撤离透光膜6，完成授粉。

[0028] 上述排气孔的总面积占整个透光膜表面积的1/28(本实施例仅是给出一个最优数

值，经过发明人实验表明，如果排气孔3的总面积占整个透光膜表面积过低，甚至低于1/30

将造成内部气流不能及时形成横向的环形路径，造成上下的生长趋势不平衡，后期会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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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流向，使得上部的花粉在风力不够的情况下不能得到有效传播，从而影响授粉效率；如

果排气孔3面积占整个透光膜的面积过大，甚至大于1/25同样也会使气流不能形成循环，外

界空气会过多的从排气孔3无规则的进入，会影响上部的授粉效率)。

[0029] 上述步骤(4)所述空气通入的速率为：2.0m/s(本实施例仅是给出一个最优数值，

经申请人观察、实验发现，当空气的速率低于1.5m/s时，空气量不足，不能形成环形气流，当

空气的流速高于2.5m/s时，空气流速过快花粉被吹散，授粉率会降低)。

[0030] 上述步骤(3)所述透光膜6将葡萄植株包裹后形成的密闭空间内径为葡萄植株最

大冠幅直径的1.5倍(本实施例仅是给出一个最优数值，经过发明人实验表明，如果套袋的

内径为葡萄植株最大冠幅直径小于1.5倍空气套袋内部空间不够大，花粉传播受阻，如果套

袋的内径为葡萄植株最大冠幅直径大于1.8倍，空气流速过低，不能形成环形气流，同样也

会影响授粉率)。

[0031] 对照组1：本对照组不采用间隔嫁接，按照实施例的方式疏叶后即将两个不同品种

的两株葡萄相邻种植，然后用透光膜将两株套到一起，透光膜规格如实施例所述，采用同样

的开口、扎孔和通风方式。

[0032] 对照组2：本对照组采用如实验组所述的嫁接方式，即不同的品种在相邻枝条嫁

接，然后不透光膜，进行自然授粉。

[0033] 对照组3：本对照组采用常规的嫁接方法，即采用去雄、点粉的方式进行授粉。

[0034] 实验组、对照组1-3的父本、母本均一致，葡萄结实成熟后，观察后代，统计实验组、

对照组1、对照组2和对照组3的变异率，其中变异率的观察和计算方式为：杂交后的F1代中，

找到性状与父母本不同的F1代，统计F1代差异性状明显的果实的占比，即为变异率。结果参

见表1：

[0035] 表1杂交的F1代变异率

[0036] 组别 变异率

实验组 58％

对照组1 8.2％

对照组2 13％

对照组3 60％

[0037] 由表2可知，就变异率来说：对照组3＞实验组＞对照组2＞对照组1；而且实验组和

对照组3的结果很接近，对照组3略大于实验组，说明采用实验组的亲本相邻嫁接、透光膜套

膜形成授粉空间、配合风速的授粉方法与人工授粉方法的变异率相当，杂交效果可基本达

到人工杂交水平，明显的采用实验组的方法比人工授粉更省时省力；对照组2明显低于实验

组，说明杂交环境形成密闭空间并配合风力、风向，能有效提高葡萄的杂交能力；而仅采用

了透光膜并未将葡萄枝条相邻嫁接的对照组1中的变异率并未产生明显优势，这说明由于

两株植株的花穗距离不够近，即使采用了透光膜和风力辅助，但是异株花粉移动位移仍然

不足，导致授粉的多为自株品种，最终变异率不高，产生杂交后代的概率低；而对照组2的变

异率略高于对照组1，由此说明，两个品种枝条间隔嫁接的方法使得父母本之间的花穗离得

近，即使不套膜，其杂交的效率也高于两株葡萄相邻种植的方式。

[0038] 综上，采用本申请的透光膜结合进风方式进行杂交能提高不同品种葡萄的授粉效

率，并且不用去雄、点粉，操作方便、简单、快捷。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1543247 A

5



[0039] 以上所述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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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范围的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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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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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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