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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桐花树扦插繁育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桐花树扦插繁育的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以桐花树半木质化枝条作为插

条，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根太阳水溶液浸泡，扦插

基质为以海泥、细沙等混合而成的扦插基质；以

无纺布容器袋装填扦插基质，生根初期覆盖薄膜

和遮荫率90％以上的荫网，扦插后生根、抽芽。待

生根后；等苗木成活1-2个月后，更换大袋，采用

海水浇淋离岸培育，或海水水培形式培育大苗并

炼苗40天后，即可出圃种植。本发明扦插苗成活

率在85％以上，苗木出圃率在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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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桐花树扦插繁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桐花树插穗母株选择，选择3年以上成熟、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优良母株；

(2)桐花树插穗修剪，插穗枝条来源母株树冠中上部分顶端，枝条于4月-6月早晨截取；

采后及时将枝条放于清水中保湿，并迅速移至阴凉处对插穗枝条进行修剪，整个过程避免

阳光照射和风吹，在修剪过程中，每插穗截成10-20厘米，保留2-3个芽，去掉叶片，把枝条下

部扦插口切成斜面且平滑直接扦插；

(3)插穗基质配置，扦插基质为海泥：细沙按照体积比1：1均匀混合成；以无纺布容器袋

装填基质，0.5％高锰酸钾溶液均匀地喷淋基质，消毒清洗后备用，扦插前用清水将扦插基

质袋淋透；

(4)插穗激素处理，用500ppm浓度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根太阳水溶液浸泡2-3分钟后扦

插；

(5)扦插要求：选择早晚进行扦插，将已处理好的插穗插入袋中央，深度2-4厘米，并保

证插穗条与插穗基质紧密接触；

(6)生根时管理：扦插后立即浇透水，后用遮荫网盖上一层；保持扦插苗床湿度在95％

以上，温度在30度以下；

(7)大苗移植：生根后，待长出2片叶子后逐渐增加日照时间，日照时间为第一周单日2

小时，之后每周单日增加2小时，至全日照，每周一次地交替喷施杀菌剂，待苗木成活1-2个

月后，更换为大袋培育，采用离岸培育大苗移植基质进行海水浇淋离岸培育，或采用海水水

培大苗移植基质进行海水水培形式培育大苗；所述离岸培育大苗移植基质为海泥和黄壤按

照体积比1：1混合而成的基质，所述海水水培大苗移植基质为稻壳：珍珠岩按照体积比

0.866：0.134混合而成的基质；

(8)出圃:炼苗40天以上，林龄达到0.5年以上即可出圃。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桐花树扦插繁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纺布容器袋的

直径6-8厘米、高15厘米。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桐花树扦插繁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杀菌剂包括百菌

清、多菌灵。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桐花树扦插繁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7）中海水

水培形式中水培高度至无纺布容器袋高的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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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桐花树扦插繁育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红树植物保育、快速高效繁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桐花树扦插繁

育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地区,陆地与海洋交界的海岸潮间带或海潮能达到

的河流入海口的木本植物群落。红树林具有防风消浪、保护堤岸、促淤造陆、净化环境等多

种重要功能,是水禽重要的栖息地,也是鱼、虾、蟹、贝类生长繁殖的场所。红树林是沿海防

护林最重要的一环。在全球化经济迅猛发展背景下，许多沿海经济区因经济开发，无不例外

的使红树林生境受到破坏。总的来说我国红树林总体林分状况较差,经营较好的群落不多,

这导致其生态功能退化，海岸生物多样性减少，这严重威胁沿海地区的国土生态安全。

[0003] 桐花树(Aegiceras  corniculata)多生长在河流入口海湾较平坦的滩涂上，为属

紫金牛科(Myrsinaceae)桐花树属(Aegiceras)植物，是热带亚热带海岸红树林树种中的广

布种之一，广布于亚洲至大洋洲热带海岸，在我国的海南、广东、广西、福建、台湾以及香港、

澳门均有分布。桐花树树皮平滑，红褐至灰黑色；叶互生，叶纹清晰，叶柄带红色；有泌盐现

象；花期在1月至4月间，为重要的蜜源植物；果期在5月至9月间；伞形花序，白色；果实细长，

半月型，成熟时由绿色改变为红褐色。隐胎生。桐花树的缆状根在泥土表层下成水平线伸

展，稳定树身；有膝根及支柱根。

[0004] 目前桐花树的主要繁殖方式为有性繁殖，传统育苗方式是从母树上采摘成熟胚

轴，直接点播入袋，成苗率极低,且采用传统采种育苗采用的子代存在如下问题：由于存在

着遗传变异，不利于优良性状的保持。另外红树林育苗周期长，育苗环境多为滩涂苗圃，育

苗质量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苗木质量不稳定，且生产上常规育苗基质为海泥，红树林苗的

单株重量较大，不利用苗木运输和经营成本的降低；加之海泥过度开采会造成海滩环境破

坏、温室效应加剧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桐花树繁育技术上不足，本发明目的是在于提供一种桐花树扦插繁育的

方法，不但提高桐花树的优良品种利用，提高其育苗效率，而且可获得成本低且苗木质量高

的轻型基质苗，为其红树林的保育和恢复提供了苗木保障。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7] 一种桐花树扦插繁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桐花树插穗母株选择，选择3年以上成熟、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优良母株；

[0009] (2)桐花树插穗修剪，插穗枝条来源母株树冠中上部分顶端，枝条于4月-6月早晨

截取。采后及时将枝条放于清水中保湿，并迅速移至阴凉处对插穗枝条进行修剪，整个过程

避免阳光照射和风吹，在修剪过程中，每插穗截成10-20厘米，保留2-3个芽，去掉叶片，把枝

条下部扦插口切成斜面且平滑直接扦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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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3)插穗基质配置，扦插基质为海泥：细沙按照体积比1：1均匀混合成；以无纺布容

器袋装填基质，0.5％高锰酸钾溶液均匀地喷淋基质，消毒清洗后备用，扦插前用清水将扦

插基质袋淋透；

[0011] (4)插穗激素处理，用500ppm浓度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根太阳水溶液浸泡2-3分钟后

扦插；

[0012] (5)扦插要求：选择早晚进行扦插为宜，将已处理好的插穗插入袋中央，深度2-4厘

米，并保证插穗条与插穗基质紧密接触；

[0013] (6)生根时管理：扦插后立即浇透水，后用遮荫网盖上一层；保持扦插苗床湿度在

95％以上，温度在30度以下；

[0014] (7)大苗移植：生根后，待长出2片叶子后逐渐增加日照时间，每周一次地交替喷施

杀菌剂，待苗木成活1-2个月后，更换为大袋培育，采用离岸培育大苗移植基质中进行海水

浇淋离岸培育，或采用海水水培大苗移植基质中进行海水水培形式培育大苗；

[0015] (8)出圃：炼苗40天以上，林龄达到0.5年以上即可出圃。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无纺布容器袋的直径6-8厘米、高15厘米。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杀菌剂包括百菌清、多菌灵。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7中海水水培形式中水培高度至无纺布容器袋高的1/2—4/5。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7中日照时间为第一周单日2小时，之后每周单日增加2小时，

至全日照。

[0020] 进一步地，所述插穗基质为海泥：细沙按照体积比1：1均匀混合而成的基质。

[0021] 进一步地，所述离岸培育大苗移植基质为海泥和黄壤按照体积比1：1混合而成的

基质，所述海水水培大苗移植基质为稻壳：珍珠岩按照体积比0.866：0.134混合而成的基

质。

[0022] 本发明采用容器育苗，因苗木有容器保护，根系完整，在各种条件下均可造林，具

有造林苗木成活率高、造林季节长等优点。育苗基质是影响容器育苗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发明采用轻型有机基质扦插繁育桐花树苗木，使用的基质具有性能稳定、缓冲能力强，生

产设备简单，技术容易掌握、生产使用材料可再生、对环境无污染等优点，可以在短时间内

高效大量繁育获得遗传特性稳定的质量高桐花树苗木。本发明的特质有机基质具有无菌、

高透水、促进根系生长的效果，能够有效提高成活率。

[0023] 本发明提供一种桐花树的扦插繁育的方法，不仅能将重要的红树林树种桐花树的

优良性状保持，同时不受造林季节影响，高效大量繁育获得遗传特性稳定的质量高桐花树

苗木，可满足沿海防护林建设对红树林造林树种需求，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本发明的桐花

树扦插成活率在85％以上，苗木出圃率在90％以上。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5] 实施例1

[0026] 一种桐花树扦插繁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27] (1)桐花树插穗母株选择，选择3年以上成熟、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优良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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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2)桐花树插穗修剪，插穗枝条来源母株树冠中上部分顶端，枝条于4月-6月早晨

截取。采后及时将枝条放于清水中保湿，并迅速移至阴凉处对插穗枝条进行修剪，整个过程

避免阳光照射和风吹，在修剪过程中，每插穗截成15厘米，保留2-3个芽，去掉叶片，把枝条

下部扦插口切成斜面且平滑直接扦插；

[0029] (3)插穗基质配置，插穗基质以海泥：细沙按照体积比1：1的比例混合而成；以无纺

布容器袋装填基质，0.5％高锰酸钾溶液均匀地喷淋基质，消毒清洗后备用，扦插前用清水

将扦插基质袋淋透；所述无纺布容器袋的直径7厘米、高15厘米；

[0030] (4)插穗激素处理，用500ppm浓度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根太阳水溶液浸泡2.5分钟后

扦插；

[0031] (5)扦插要求：选择早晚进行扦插为宜，将已处理好的插穗插入袋中央，深度3厘

米，并保证插穗条与基质紧密接触；

[0032] (6)生根时管理：扦插后立即浇透水，后用遮荫网盖上一层；保持扦插苗床湿度在

95％以上，温度在30度以下；

[0033] (7)大苗移植：生根后，待长出2片叶子后逐渐增加日照时间，每周一次地交替喷施

百菌清杀菌剂，待苗木成活1-2个月后，更换为大袋培育，采用海泥和黄壤按照体积比1：1混

合而成的离岸培育大苗移植基质进行海水浇淋离岸培育。所述步骤7中日照时间为第一周

单日2小时，之后每周单日增加2小时，至全日照。

[0034] (8)出圃：炼苗40天以上，林龄达到0.5年以上即可出圃。

[0035] 实施例2

[0036] 一种桐花树扦插繁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37] (1)桐花树插穗母株选择，选择3年以上成熟、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优良母株；

[0038] (2)桐花树插穗修剪，插穗枝条来源母株树冠中上部分顶端，枝条于4月-6月早晨

截取。采后及时将枝条放于清水中保湿，并迅速移至阴凉处对插穗枝条进行修剪，整个过程

避免阳光照射和风吹，在修剪过程中，每插穗截成20厘米，保留2-3个芽，去掉叶片，把枝条

下部扦插口切成斜面且平滑直接扦插；

[0039] (3)插穗基质配置，插穗基质以海泥：细沙按照体积比1：1比例混合而成；以无纺布

容器袋装填基质，0.5％高锰酸钾溶液均匀地喷淋基质，消毒清洗后备用，扦插前用清水将

扦插基质袋淋透；所述无纺布容器袋的直径6厘米、高15厘米；

[0040] (4)插穗激素处理，用500ppm浓度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根太阳水溶液浸泡3分钟后扦

插；

[0041] (5)扦插要求：选择早晚进行扦插为宜，将已处理好的插穗插入袋中央，深度2厘

米，并保证插穗条与基质紧密接触；

[0042] (6)生根时管理：扦插后立即浇透水，后用遮荫网盖上一层；保持扦插苗床湿度在

95％以上，温度在30度以下；

[0043] (7)大苗移植：生根后，待长出2片叶子后逐渐增加日照时间，每周一次地交替喷施

多菌灵杀菌剂，待苗木成活1-2个月后，更换为大袋培育，采用稻壳：珍珠岩按照体积比

0.866：0.134混合而成的海水水培大苗移植基质进行海水水培形式培育大苗；所述步骤7中

海水水培形式中水培高度至无纺布容器袋高的1/2。所述步骤7中日照时间为第一周单日2

小时，之后每周单日增加2小时，至全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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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8)出圃：炼苗40天以上，林龄达到0.5年以上即可出圃。

[0045] 实施例3

[0046] 一种桐花树扦插繁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47] (1)桐花树插穗母株选择，选择3年以上成熟、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优良母株；

[0048] (2)桐花树插穗修剪，插穗枝条来源母株树冠中上部分顶端，枝条于4月-6月早晨

截取。采后及时将枝条放于清水中保湿，并迅速移至阴凉处对插穗枝条进行修剪，整个过程

避免阳光照射和风吹，在修剪过程中，每插穗截成10厘米，保留2-3个芽，去掉叶片，把枝条

下部扦插口切成斜面且平滑直接扦插；

[0049] (3)插穗基质配置，插穗基质为海泥：细沙按照体积比1：1均匀混合成；以无纺布容

器袋装填基质，0.5％高锰酸钾溶液均匀地喷淋基质，消毒清洗后备用，扦插前用清水将扦

插基质袋淋透；所述无纺布容器袋的直径8厘米、高15厘米；

[0050] (4)插穗激素处理，用500ppm浓度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根太阳水溶液浸泡2分钟后扦

插；

[0051] (5)扦插要求：选择早晚进行扦插为宜，将已处理好的插穗插入袋中央，深度4厘

米，并保证插穗条与基质紧密接触；

[0052] (6)生根时管理：扦插后立即浇透水，后用遮荫网盖上一层；保持扦插苗床湿度在

95％以上，温度在30度以下；

[0053] (7)大苗移植：生根后，待长出2片叶子后逐渐增加日照时间，每周一次地交替喷施

百菌清、多菌灵杀菌剂，待苗木成活1-2个月后，更换为大袋培育，采用稻壳：珍珠岩按照体

积比0.866：0.134混合而成的海水水培大苗移植基质进行海水水培形式培育大苗；所述步

骤7中海水水培形式中水培高度至无纺布容器袋高的4/5。所述步骤7中日照时间为第一周

单日2小时，之后每周单日增加2小时，至全日照。

[0054] (8)出圃：炼苗40天以上，林龄达到0.5年以上即可出圃。

[0055] 对比例1

[0056] 与实施例2相同，除了扦插基质为海泥。

[0057] 对比例2

[0058] 与实施例2相同，除了水培大苗移植基质为稻壳：珍珠岩比例1：1。

[0059] 对比例3

[0060] 与实施例2相同，除了日照时间为自然日照。

[0061] 对桐花树扦插成活率和苗木出圃率进行统计，统计结果如下。

[0062]   扦插成活率％ 苗木出圃率％

实施例1 87.3 93.2

实施例2 92.6 96.3

实施例3 86.4 92.2

对比例1 76.2 84.7

对比例2 79.8 88.6

对比例3 83.3 88.5

[0063]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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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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