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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本发明属于植物繁殖领域，主要

提供一种在黄河三角洲区域，秋季通过茎段扦插

进行田间芒草大规模无性繁殖的方法。所述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选地整地、选择并处理插穗、放置

育苗纸筒、插穗扦插、覆土、浇水、二次覆土、覆

膜。本发明的特点有：（1）能够在秋季的黄河三角

洲区域进行芒草繁殖；（2）可以降低人工、节约用

地、节省能源；（3）可大大提高芒草繁殖系数，进

行规模化、标准化繁殖，为芒属植物在黄河三角

洲盐碱地区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提供繁殖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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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黄河三角洲秋季芒草繁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选地整地：在秋冬季节的黄河三角洲地区，选择地势平坦、排水良好的平地或1～3

度的东南坡；用旋耕机疏松表土、清除杂草，用圆盘耙、钉齿耙的工具将较大土块打碎，并整

理出低于地面20～25cm、宽40～60cm的育苗圃；

(2)选择并处理插穗：选择生长旺盛、粗壮的芒草枝条作插穗，其上的侧芽发育充实、饱

满；用美工刀或镰刀对插穗进行上下斜切，上切口距芽8～20cm，下切口在节下5～10cm，每

个接穗含1个饱满充实的侧芽，每个接穗长度在15～30cm；

(3)放置育苗纸筒：将育苗纸筒拉开至长100～150cm、宽30～50cm，并将纸筒按照每行

两个、顺序固定在已做好的育苗圃中，利用纸筒中的空间聚土并将插穗分割成独立个体，利

用纸筒壁阻挡扦插后生的根系缠绕，到后期每个纸筒里形成带土块芒草苗，起苗定植时既

能保证芒草苗根系完整、提高移栽成活率、无缓苗期、增加生长时期，又能随挖随栽、节省人

工；

(4)插穗扦插：将削好插穗按照原来的方向插入土中；

(5)覆土：将拌有有机肥的细土覆满育苗纸筒；

(6)浇水：用稀释800倍的多菌灵溶液喷淋覆盖了细土的插穗，浇透，使松土下沉并包裹

插穗；

(7)二次覆土：将拌有有机肥的细土第二次覆满育苗纸筒；

(8)覆膜：用毛竹片、细竹竿弯成弓形作为塑料小拱棚的骨架，上覆塑料薄膜覆盖，薄膜

两边用土压住，以保证拱棚内透光、保温、保湿；

(9)扦插后期管理：第一次浇透水后，每隔5～7天浇水一次，浇透后覆膜；霜冻来临前浇

～透水，至第二年春天地温升高时继续浇水；

(10)起苗定植：扦插后的第二年春起苗、移栽；起苗时注意下挖深度需大于6cm，宽度大

于原埋育苗纸筒范围，以保持带土块芒草苗完整性；按照行间距100cm×100cm定植于平整

好的大田即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河三角洲秋季芒草繁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2)中斜切后保证每个接穗含1个饱满充实的侧芽，每个接穗长度在15～30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河三角洲秋季芒草繁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4)中将削好插穗按照原来的方向插入土中，保持插穗上方高出育苗纸筒1～3cm，插穗下方

～的芽保持在育苗纸筒上方3～5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河三角洲秋季芒草繁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5)覆土中，将拌有有机肥的细土覆满育苗纸筒，保持土面低于插穗最高点1～3c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河三角洲秋季芒草繁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6)浇水中，直接喷淋稀释800倍的多菌灵溶液，既能对土壤起到杀菌消毒作用，又能到浇水

育苗的作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河三角洲秋季芒草繁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7)中将拌有有机肥的细土第二次覆满育苗纸筒，依旧保持土面低于插穗最高点1～3c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河三角洲秋季芒草繁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10)起苗定植中，起苗时育苗纸筒与带土块芒草苗合为一体，用手轻轻掰开各独立的芒草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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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黄河三角洲秋季芒草繁殖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植物繁殖领域，具体涉及芒草秋季在黄河三角洲区域的茎段扦插繁殖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芒草是禾本科的多年生C4类高大草本植物，具有生物质产量高、生物质产量优、种

植成本低、适应能力强等特点，被认为是一种开发潜力巨大的生物质能源植物，其幼期叶片

可作为畜牧饲料，植株有绿化美化和改善盐碱土壤功能，能在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盐碱边际

土地起到良好的生态效应。

[0003] 在黄河三角洲地区秋季进行芒草繁殖存在以下问题：（1）由于其生物学性质，芒草

生长温度需在10℃以上。黄河三角洲地区秋季温度低，霜冻较长江流域早，且风大、空气干

燥，南方的育苗生产方式不适于该地区。（2）芒草根系发达，传统大田育苗方式存在根系缠

绕情况，移栽定植时不仅费人工，且移栽后存在缓苗现象，移栽后生长期长。（3）芒草繁殖较

多应用地下茎分株繁殖，繁殖系数较低，且工作强度高。

[0004] 本试验通过茎段扦插的方法进行芒草繁殖，具有劳动强度小、繁殖效率和繁殖系

数高、区域适应性强、无移栽后缓苗期（幼苗生长周期短）的优点，解决了黄河三角洲地区秋

季芒草繁殖的常见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背景技术中提出的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黄河三角洲秋季芒草

繁殖的方法，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操作实用性强、工作强度小、成本低的芒草繁殖方

法，建立适合黄河三角洲地区秋季芒草繁殖的工作流程，确定关键操作，使获得的芒草幼苗

成活率高、繁殖数量大、无缓苗期，便于芒草大田后续生产。

[0006]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本发明提供种1.一种黄河三角洲秋季芒草繁殖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选地整地：黄河三角洲地区秋冬季节气候寒冷，芒草育苗地选设在地势平坦、

排水良好的平地或1～3度的东南坡；用旋耕机疏松表土、清除杂草，用圆盘耙、钉齿耙等工

具将较大土块打碎，并整理出低于地面20~25cm、宽40~60cm的育苗圃；

[0008] （2）选择并处理插穗：选择生长旺盛、粗壮的芒草枝条作插穗，其上的侧芽发育充

实、饱满；用美工刀或镰刀对插穗进行上下斜切，上切口距芽8~20cm左右，下切口在节下5~
10cm左右；

[0009] （3）放置育苗纸筒：将育苗纸筒拉开至长100~150cm、宽30~50cm，并将纸筒按照每

行两个、顺序固定在已做好的育苗圃中；

[0010] （4）插穗扦插：将削好插穗按照原来的方向插入土中；

[0011] （5）覆土：将拌有有机肥的细土覆满育苗纸筒；将拌有有机肥的细土覆满育苗纸

筒，能满足幼苗出苗后的营养需求，同时减少了后期的施肥工序，简化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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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6）浇水：用稀释800倍的多菌灵溶液喷淋覆盖了细土的插穗，浇透，使松土下沉并

包裹插穗；

[0013] （7）二次覆土：将拌有有机肥的细土第二次覆满育苗纸筒；

[0014] （8）覆膜：用毛竹片、细竹竿等弯成弓形作为塑料小拱棚的骨架，上覆塑料薄膜覆

盖，薄膜两边用土压住，以保证拱棚内透光、保温、保湿；

[0015] （9）扦插后期管理：第一次浇透水后，每隔5~7天浇水一次，浇透后覆膜；霜冻来临

前浇透水，至第二年春天地温升高时继续浇水；

[0016] （10）起苗定植：扦插后的第二年春起苗、移栽；起苗时注意下挖深度需大于6cm，宽

度大于原埋育苗纸筒范围，以保持带土块芒草苗完整性；按照行间距100cm×100cm定植于

平整好的大田即可。

[0017] 作为优选，在步骤（2）中斜切后保证每个接穗含1个饱满充实的侧芽，每个接穗长

度在15~30cm。

[0018] 作为优选，在步骤（3）中放置育苗纸筒，利用纸筒中的空间聚土并将插穗分割成独

立个体，利用纸筒壁阻挡扦插后生的根系缠绕，到后期每个纸筒里形成带土块芒草苗，起苗

定植时既能保证芒草苗根系完整、提高移栽成活率、无缓苗期、增加生长时期，又能随挖随

栽、节省人工。

[0019] 作为优选，在步骤（4）中将削好插穗按照原来的方向插入土中，保持插穗上方高出

育苗纸筒1~3cm，插穗下方的芽保持在育苗纸筒上方3~5cm。

[0020] 作为优选，在步骤（5）覆土中，将拌有有机肥的细土覆满育苗纸筒，保持土面低于

插穗最高点1~3cm。

[0021] 作为优选，在步骤（6）浇水中，直接喷淋稀释800倍的多菌灵溶液，既能对土壤起到

杀菌消毒作用，又能到浇水育苗的作用。

[0022] 作为优选，在步骤（7）中将拌有有机肥的细土第二次覆满育苗纸筒，依旧保持土面

低于插穗最高点1~3cm。

[0023] 作为优选，在步骤（10）起苗定植中，起苗时育苗纸筒与带土块芒草苗合为一体，可

用手轻轻掰开各独立的芒草苗。该方式大大节省人工、提高工作效率，缩短生产时间。

[0024] 芒草是禾本科黍亚科多年生的高大C4草本植物，具有高光合、高固碳作用，且对盐

碱地改良有积极作用。黄河三角洲地区秋冬季节气候寒冷，未见有芒草秋季在黄河三角洲

地区扦插繁殖的研究及报道。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6] 1．本发明利用芒草茎段扦插繁殖的方法，仅采取地上茎段进行操作，降低了劳动

强度、减少了对原植株的破坏，同时提高了繁殖系数。

[0027] 2．采用育苗纸筒繁殖降低了育苗的容器成本，提高了幼苗移栽适应性和成活率，

建立了标准化、规模化的大田繁殖模式。

[0028] 3．通过覆拌有有机肥的细土和用稀释800倍的多菌灵溶液喷淋步骤，简化了扦插

育苗的工作步骤，降低了劳动成本。

[0029] 4．通过覆盖小拱棚薄膜，解决了黄河三角洲秋季干燥、低温的问题，提高了芒草幼

苗在黄河三角洲繁殖及生长的区域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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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

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

限定本发明。

[003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应用原理作进一步描述。

[0032] 正如背景技术所介绍的在黄河三角洲地区秋季进行芒草繁殖存在以下问题：（1）

由于其生物学性质，芒草生长温度需在10℃以上。黄河三角洲地区秋季温度低，霜冻较长江

流域早，且风大、空气干燥，南方的育苗生产方式不适于该地区。（2）芒草根系发达，传统大

田育苗方式存在根系缠绕情况，移栽定植时不仅费人工，且移栽后存在缓苗现象，移栽后生

长期长。（3）芒草繁殖较多应用地下茎分株繁殖，繁殖系数较低，且工作强度高。

[0033] 本发明创造性提出了以下实施例，滨州沾化地区益源生物农业有限公司繁殖案

例。

[0034] 具体实施方法如下：

[0035] （1）选地整地：黄河三角洲地区秋冬季节气候寒冷，芒草育苗地选设在地势平坦、

排水良好的平地或1～3度的东南坡。用旋耕机疏松表土、清除杂草，用圆盘耙、钉齿耙等工

具将较大土块打碎，并整理出低于地面15~20cm、宽40~60cm、长5000cm的育苗圃。

[0036] （2）选择并处理插穗：选择生长旺盛、粗壮的芒草枝条作插穗，其上的侧芽发育充

实、饱满。用美工刀或镰刀对插穗进行上下斜切，上切口距芽8~20cm左右，下切口在节下5~
10cm左右，保证每个接穗含1个饱满充实的侧芽，每个接穗长度在15~30cm。

[0037] （3）放置育苗纸筒：将育苗纸筒拉开至长100~150cm、宽30~50cm，并将纸筒按照每

行两个、顺序固定在已做好的育苗圃中。

[0038] （4）插穗扦插：将削好插穗按照原来的方向插入土中，保持插穗上方高出育苗纸筒

1~3cm，插穗下方的芽保持在育苗纸筒上方3~5cm。

[0039] （5）覆土：将拌有有机肥的细土覆满育苗纸筒，保持土面低于插穗最高点1~3cm。

[0040] （6）浇水：用稀释800倍的多菌灵溶液喷淋覆盖了细土的插穗，浇透，使松土下沉并

包裹插穗。

[0041] （7）二次覆土：将拌有有机肥的细土第二次覆满育苗纸筒，依旧保持土面低于插穗

最高点1~3cm。

[0042] （8）覆膜：用毛竹片、细竹竿等弯成弓形作为塑料小拱棚的骨架，上覆塑料薄膜覆

盖，薄膜两边用土压住，以保证拱棚内透光、保温、保湿。

[0043] （9）扦插后期管理：第一次浇透水后，每隔5~7天浇水一次，浇透后覆膜。霜冻来临

前浇透水，至第二年春天地温升高时继续浇水。

[0044] （10）起苗定植：扦插后的第二年春起苗、移栽。起苗时注意下挖深度需大于6cm，宽

度大于原埋育苗纸筒范围，以保持带土块芒草苗完整性。按照行间距100cm×100cm定植于

平整好的大田即可。

[0045] 当然，上述说明也并不仅限于上述举例，本发明未经描述的技术特征可以通过或

采用现有技术实现，在此不再赘述；以上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并非是对本

发明的限制，参照优选的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

理解，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改型、添加或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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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脱离本发明的宗旨，也应属于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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