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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植物育苗过程中所使用的压条

技术，具体涉及一种双行错开压条方法。为解决

现有技术存在的单行压条空间占有率低，造成空

间浪费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双行错开压

条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以一亩苗床为例进行

土地规划，将一亩土地划分为多个垄，每垄中平

行设置两个南北向的栽植行；两个栽植行之间设

置一个栽植沟，栽植沟略低于地面，栽植行上间

隔设置定植坑；不同栽植行的相邻定植坑错开设

置；2)母株苗干栽植；3)母株苗干压倒固定，每垄

的母株苗干压完后，该垄每相邻的三个母株苗干

呈现斜“Z”字形；4)培土；5)剪苗。本发明在设置

株行距时，一亩苗床划分多个垄，每垄采取双行

栽植，双行错开压条，空间利用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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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行错开压条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以一亩苗床为例进行土地规划

将一亩苗床划分为多个垄，每垄中平行设置两个南北向的栽植行(1)；两个栽植行(1)

之间设置一个栽植沟，栽植沟略低于地面，栽植行(1)上间隔设置定植坑(2)；不同栽植行

(1)的相邻定植坑(2)错开设置；

2)母株苗干(3)栽植

三月中旬开始，将母株苗干(3)充分浸水并泥浆浸根后栽植到栽植沟的定植坑(2)内，

栽植好的母株苗干(3)与地面成25-53°夹角，母株苗干(3)梢部向北倾斜；然后填土、灌水、

封土；封土后的栽植沟低于地平面至少3cm；

3)母株苗干(3)压倒固定

母株苗干(3)栽植成活后，等到母株苗干(3)上的多数芽萌发时，顺着母株苗干(3)栽植

的倾斜方向将母株苗干(3)压倒在栽植沟内，进行双行错开压条，压条方式为：由南向北开

始，第一行的第一株母株苗干(3)压倒后其梢部用第二行的第一株母株苗干(3)的基部压

住，第二行的第一株母株苗干(3)压倒后其梢部用第一行的第二株母株苗干(3)的基部压

住，以此类推，每垄的母株苗干(3)压完后，该垄每相邻的三个母株苗干(3)呈现斜“Z”字形；

4)培土

待母株苗干(3)的新梢长至20-35cm时，对压条母株苗喷施促进生长的药物，用中药渣、

锯末或育苗基质进行培土；

5)剪苗

步骤4)培土后再过3-5个月，将苗床的培土全部扒开，露出水平压倒的母株苗干(3)及

母株苗干(3)上1年生枝基部长出的根系，将每条生根的1年生枝在基部留短桩剪下成为砧

苗，而压倒的母株苗干(3)及苗干上留下的一些有根的短桩则留在原处，剪苗后原母株苗干

(3)重新培土，灌水越冬；剪下的砧苗分级后，窖藏沙培越冬，翌年春季作砧苗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行错开压条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相邻两垄间距

200cm±30cm，每垄宽度50cm±10cm；每垄的双行间距30cm±5cm；株距60cm±10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行错开压条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母株苗干(3)栽植

的垂直深度为15-20cm。

4.根据权利要1-3任一项所述的双行错开压条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采用中药

渣培土分四次进行；每次培土前对母株苗喷施促进生长的药物；

第一次培土，在新梢长至30cm±5cm时进行，培中药渣厚度不超过20cm；

间隔20天±3天进行第二次培土，培中药渣厚度至少5cm；

再间隔10±3天天进行第三次培土，培中药渣厚度至少5cm；

再间隔15天±3天进行第四次培土，培中药渣厚度至少5cm；

每次培土后灌水，根据土壤含水量及时灌水，保持苗床内含水量为田间持水量的50-

8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双行错开压条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用铁丝固定栽植

沟内的母株苗干(3)。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双行错开压条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在压倒母株苗干

(3)的同时，抹除母株苗干(3)基部和梢部的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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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双行错开压条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促进生长的药物

为0.2％的吲哚乙酸。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双行错开压条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中药渣为堆肥后

腐熟的中药渣。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双行错开压条方法，其特征在于：母株用量为1110株/亩；母株

苗干(3)的高度为80±10cm。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双行错开压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母株苗干(3)为苹果砧

木M26或M9T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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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行错开压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植物育苗过程中所使用的压条技术，具体涉及一种双行错开压条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植物育苗过程中，母株苗栽植所使用的压条技术通常采用单行压条，空间占

有率低，造成空间浪费；同时，压条时一般采用锯末培土或育苗基质，锯末中缺乏营养，导致

锯末培土后，压条株苗生长不好，育苗基质价格较高。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单行压条空间占有率低，造成空间浪费的技术问题，本发

明提供一种双行错开压条方法。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双行错开压条方法，其特殊之处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06] 1)以一亩苗床为例进行土地规划

[0007] 将一亩苗床划分为多个垄，每垄中平行设置两个南北向的栽植行；两个栽植行之

间设置一个栽植沟，栽植沟略低于地面，栽植行上间隔设置定植坑；不同栽植行的相邻定植

坑错开设置；

[0008] 2)母株苗干栽植

[0009] 三月中旬开始，将母株苗干充分浸水并泥浆浸根后栽植到栽植沟的定植坑内，栽

植好的母株苗干与地面成25-53°夹角，母株苗干梢部向北倾斜；然后填土、灌水、封土；封土

后的栽植沟低于地平面至少3cm；

[0010] 3)母株苗干压倒固定

[0011] 母株苗干栽植成活后，等到母株苗干上的多数芽萌发时，顺着母株苗干栽植的倾

斜方向将母株苗干压倒在栽植沟内，进行双行错开压条，压条方式为：由南向北开始，第一

行的第一株母株苗干压倒后其梢部用第二行的第一株母株苗干的基部压住，第二行的第一

母株苗干压倒后其梢部用第一行的第二株母株苗干的基部压住，以此类推，每垄的母株苗

干压完后，该垄每相邻的三个母株苗干呈现斜“Z”字形；

[0012] 4)培土

[0013] 待母株苗干的新梢长至20-35cm时，对压条母株苗喷施促进生长的药物，用中药

渣、锯末或育苗基质进行培土；

[0014] 5)剪苗

[0015] 步骤4)培土后再过3-5个月，将苗床的培土全部扒开，露出水平压倒的母株苗干及

母株苗干上1年生枝基部长出的根系，将每条生根的1年生枝在基部留短桩剪下成为砧苗，

而压倒的母株苗干及苗干上留下的一些有根的短桩则留在原处，剪苗后原母株苗干重新培

土，灌水越冬；剪下的砧苗分级后，窖藏沙培越冬，翌年春季作砧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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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进一步地，步骤1)中，相邻两垄间距200cm±30cm，每垄宽度50cm±10cm；每垄的双

行间距30cm±5cm；株距60cm±10cm。

[0017] 进一步地，步骤2)中，母株苗干栽植的垂直深度为15-20cm。

[0018] 进一步地，步骤4)中，采用中药渣培土分四次进行；每次培土前对母株苗喷施促进

生长的药物；

[0019] 第一次培土在新梢长至30cm±5cm时，培中药渣厚度不超过20cm；

[0020] 间隔20天±3天进行第二次培土，培中药渣厚度至少5cm；

[0021] 再间隔10±3天天进行第三次培土，培中药渣厚度至少5cm；

[0022] 再间隔15天±3天进行第四次培土，培中药渣厚度至少5cm；

[0023] 每次培土后灌水，根据土壤含水量及时灌水，保持苗床内含水量为田间持水量的

50-85％。

[0024] 进一步地，步骤3)中，用铁丝固定栽植沟内的母株苗干。

[0025] 进一步地，步骤3)中，在压倒母株苗干的同时，抹除母株苗干基部和梢部的芽。

[0026] 进一步地，步骤4)中，促进生长的药物为0.2％的吲哚乙酸。

[0027] 进一步地，步骤4)中，中药渣为堆肥后腐熟的中药渣。

[0028] 进一步地，母株苗干用量为1110株/亩；母株苗干的高度为80±10cm。

[0029] 进一步地，所述母株苗干为苹果砧木M26或M9T337。

[003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1] 1、将一亩土地上划分多个垄，每垄中平行设置两个栽植行；每两个栽植行之间设

置一个栽植沟，栽植沟略低于地面，栽植沟中沿栽植行方向间隔设置定植坑；两个栽植行的

定植坑错开设置，空间利用率较好。

[0032] 2、母株苗干栽植时，垂直深度约15cm，深栽时，基质用量少，且生根效果好；浅栽

时，压不住，且不好生根。

[0033] 3、用铁丝固定栽植沟内的母株苗干，防止母株苗干压倒后中部鼓起。

[0034] 4、在压倒母株苗干的同时，抹除母株苗干基部和梢部的芽，使母株苗干上的新梢

长势均匀。

[0035] 5、培土时，对压条母株苗干喷施0.2％的吲哚乙酸，促生长效果好。

[0036] 6、中药渣培土，透气性和保湿效果好。

[0037] 7、本申请使用腐熟的中药渣，现有技术使用的是锯末或育苗基质，中药渣需要堆

肥，对于使用何种中药渣不进行限定；锯末无营养，中药渣富含营养，育苗基质成本高。

附图说明

[0038] 图1为采用本发明的双行错开压条方法对苗床进行压条后的示意图；

[0039] 附图标记说明：1-栽植行；2-定植坑；3-母株苗干。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本发明的双行错开压条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41] 1)以一亩苗床为例进行土地规划

[0042] 将一亩苗床划分为多个垄，每垄中平行设置两个南北向栽植行1；每两个栽植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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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设置一个栽植沟，栽植沟略低于地面，栽植行1上间隔设置定植坑2；不同栽植行1的相

邻定植坑2错开设置；相邻两垄间距200cm±30cm，每垄宽度50cm±10cm；每垄的双行间距

30cm±5cm；株距60cm±10cm。双行错开压条，空间利用率较好(如图1所示)。母株用量为

1110株/亩。

[0043] 2)母株苗干3栽植

[0044] 三月中旬进行栽植，母株苗干3高度为80±10cm，母株苗干3栽植前充分浸水，经泥

浆浸根后栽植在栽植沟的定植坑2内，栽植好的母株苗干3与地面成25-53°夹角，母株苗干3

的梢部向北倾斜栽植，垂直深度约15-20cm，栽植(斜栽→压倒)深度不同；深栽时，基质用量

少，且生根效果好；浅栽时，压不住，且不好生根。然后填土踏实，连续灌2次水后封土；封土

后的栽植沟平面应低于地平面至少3cm。

[0045] 3)母株苗干3压倒固定

[0046] 母株苗干3栽植成活后，待母株苗干3多数芽萌发(约5月下旬)时，顺着母株苗干3

栽植的倾斜方向母株苗干3压倒在低于地面的栽植沟内，进行双行错开压条，压条方式为：

由南向北开始，第一行的第一株母株苗干3压倒后其梢部用第二行的第一株母株苗干3的基

部压住，第二行的第一株株苗干3压倒后其梢部用第一行的第二株母株苗干3的基部压住，

以此类推，最后一株母株苗干3压倒在栽植沟内即可。每垄的母株苗干3压完后，该垄每相邻

的三个母株苗干3呈现斜“Z”字形；用铁丝固定地下的母株苗干3，防止母株苗干3压倒后中

部鼓起。在压倒母株苗干3的同时，抹除母株苗干3基部和梢部的芽，使母株苗干3上的新梢

长势均匀。

[0047] 4)培土

[0048] 待新梢长至25-35cm时，对压条苗喷施0.2％吲哚乙酸，现有技术中吲哚乙酸多用

于组织培养，未见应用到压条技术中。用堆肥后的中药渣进行培土，保湿和透气性好，富含

养分。每次培土前对苗子喷施0.2％的吲哚乙酸；第一次培土在新梢长至30cm±5cm时，培中

药渣厚度不超过20cm；间隔20天±3天进行第二次培土，培中药渣厚度至少5cm；再间隔10±

3天天进行第三次培土，培中药渣厚度至少5cm；再间隔15天±3天进行第四次培土，培中药

渣厚度至少5cm；每次培土后灌水，根据土壤含水量及时灌水，保持苗床内含水量为田间持

水量的50-85％。使用中药渣(现有使用的是锯末或育苗基质等)，中药渣需要堆肥，腐熟后

使用，对于使用何种中药渣不进行限定；锯末无营养，中药渣有营养，育苗基质成本高。中药

渣的处理过程(中药渣培3-4次，每次厚度不同，培成垄状后覆土)及中药渣湿度的控制(湿

度较大，效果则较好)。上述中药渣收集于医院或药厂废弃的中药渣，不具体限定中药渣的

成分，只要是中药渣即可，有效降低了成本。

[0049] 5)剪苗

[0050] 当年晚秋(即培土后再过3-5个月)，将苗床的培土全部扒开，露出水平压倒的母株

苗干3及母株苗干3上1年生枝基部长出的根系。将每条生根的1年生枝在基部留1cm的短桩

剪下成为砧苗，而压倒的母株苗干3及母株苗干3上留下的一些有根的短桩则留在原处。短

桩上的剪口要略微倾斜，以便下一年从剪口下萌发新梢继续培土生根。母株苗干3上长出的

未生根的1年生枝可留在原地不剪，翌年春季再作母株苗干3继续水平压条，压倒时应与原

母株苗干3平行，并使其有10cm的间距，母株苗干3上长出的未生根的细弱枝全部剪除。剪苗

后原母株苗干3重新培土，灌水越冬。剪下的砧苗分级后，窖藏沙培越冬，翌年春季作砧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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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0051] 上述关于月份的描述均为公历月份。

[0052] 上述双行错开压条方法更适合苹果砧木M26、M9T337的压条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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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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