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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绣球荚蒾（木绣球）扦插繁

殖方法，所述绣球荚蒾扦插育苗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采穗圃营建、扦插育苗、插后管理、移栽和炼

苗、苗木出圃。圃地采穗母株栽培土壤以肥沃湿

润的沙壤土、壤土为好；母株栽培做畦时要求做

成高垅，一垅一行，采用3-5年生、生长旺盛、无病

虫害、侧枝比较多的苗木，以优良单株为佳作为

母苗。扦插荫棚或温室一般采用折光率70%的遮

阳网，扦插基质因地制宜选择当地红心土、沙壤

土，并采用0.01%高锰酸钾溶液或甲霜代森锰锌

1000倍液浇湿土壤消毒。扦插后应及时浇透水，

浇水后应立即覆盖无色透明薄膜，适当浇水，防

治病虫害，多数插穗生根后，适时逐渐解开薄膜，

最后全部揭开。经上述绣球荚蒾扦插繁殖方法培

育的绣球荚蒾插穗生根率为67%-92％，明显提高

生根率和成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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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绣球荚蒾（木绣球）扦插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绣球荚蒾扦插繁殖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

采穗圃营建、扦插育苗、插后管理、移栽和炼苗、苗木出圃。

2.根据权利要求书1所述采穗圃营建，其特征在于：

（1）采穗母株栽培土壤以肥沃湿润的沙壤土、壤土为好，避免粘重红壤，以防烂根等引

起生长不良；做畦时要求做成高垅，垅高出沟底50cm以上，一垅一行，南方雨水多，避免积水

产生烂根；

（2）采用3-5年生、生长旺盛、无病虫害、侧枝比较多的苗木，以优良单株为佳作为母苗，

穗条多而且生根效果佳；对母树徒长枝、顶端优势较强枝条进行截顶促萌，能产生更多有效

扦插穗条。

3.根据权利要求书1所述扦插育苗，其特征在于：

（1）扦插基质因地制宜选择当地红心土、沙壤土，价廉物美；不采用轻基质、不添加肥料

或废弃蘑菇土，采用0.01%高锰酸钾溶液或甲霜代森锰锌1000倍液浇湿土壤消毒，明显提高

生根率和成苗率；

（2）穗条当天采当天插完，穗条长度8-12cm，每穗条保留2-4片叶片为宜，切口平整，明

显提高生根率；

（3）扦插前，用代森锰锌、多菌灵或甲基托布津1000倍液浸泡15-20分钟捞起，以防病

害，提高了生根率；

（4）扦插时枝条基部蘸500PPM  吲哚丁酸生根剂，明显提高生根率；

（5）扦插最佳季节为夏季五月，其次为秋季九月，明显提高生根率和成苗率。

4.根据权利要求书1所述插后管理，其特征在于：

（1）扦插后应及时浇透水，浇水后应立即覆盖无色透明薄膜，适当浇水，保持薄膜内湿

润，明显提高生根率；

（2）每15天喷施代森锰锌或多菌灵可湿性粉剂防治病害，以防病害，提高了生根率和成

苗率；

（3）约2-3个月后，扦插苗长出新叶后，浇施0.1%-0.5%复合肥溶液，能明显促进苗木健

壮生长；

（4）多数插穗生根后，适时逐渐解开薄膜，最后全部揭开，提高了成苗率；

（5）生根1-2个月后,  每月喷1次代森锰锌或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提高了成苗

率。

5.根据权利要求书1所述移栽和炼苗，其特征在于：

（1）待新叶长出2片后，在温室内移栽到营养袋，提高了移栽成活率和成苗率；

（2）营养土采用红心土或轻基质，提高了移栽成活率和成苗率。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729854 A

2



一种绣球荚蒾（木绣球）扦插繁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苗木繁殖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绣球荚蒾（木绣球）扦插育苗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绣球荚蒾（Viburnum  macrocephalum  Fort .），英文名：Chinese  snowball 

Viburnum，是忍冬科（Caprifoliacea）荚蒾属（Viburnum）落叶或半常绿灌木，别名木绣球。

高可达6米，花期4-5月，聚伞花序为大型白色花朵，形状像绣球，直径达16厘米，非常美观，

是值得大力推广的优良观花园林绿化树种。

[0003] 由于绣球荚蒾仍处以散生或野生状态，无结果或结果少，其人工栽培更少，导致种

苗不足，绿化苗木供应严重短缺；目前绣球荚蒾扦插成活率低，从而极大地限制其种苗繁

殖，制约了其产业化发展。因此，亟待解决扦插繁殖技术难题，满足花卉市场对绣球荚蒾的

需求。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此，有必要针对绣球荚蒾扦插生根率和成活率低的问题，提供一种新的绣球

荚蒾扦插育苗方法，经此方法培育的绣球荚蒾插穗的生根率和成活率高。

[0005] 一种绣球荚蒾扦插育苗方法，所述绣球荚蒾扦插育苗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1）采穗圃营建：包括A圃地选择、B整地做畦、C母苗选择、D整形修剪、E水肥管理、F

除草施肥、G病虫害防治。

[0007] （2）扦插育苗：包括A前期准备、B扦插技术。

[0008] （3）插后管理：扦插后应及时浇透水，浇水后应立即覆盖无色透明薄膜，适当浇水。

每15天喷施代森锰锌或多菌灵可湿性粉剂防治病害。约2-3个月后，扦插苗长出新叶后，可

浇施质量浓度0.1%-0.5%复合肥溶液。多数插穗生根后，适时逐渐解开薄膜，直至全部揭开。

[0009] （4）移栽和炼苗：生根1-2个月后,  每月喷1次代森锰锌或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

倍液。待新叶长出2片后，在温室内移栽到营养袋。营养土可以是红心土或轻基质。苗木移栽

到营养袋后1-2个月，可以移栽到荫棚或温室外炼苗。

[0010] （5）苗木出圃：炼苗1个月后，苗木可以出圃。根据客户需要的苗木大小和供应时间

出圃，附上标签。

[0011] 所述步骤（1）采穗圃营建的A圃地选择：圃地应选择交通方便、地势平坦或缓坡地

带，水源充足，排水良好的地方，切忌洼地或积水地。土壤选择肥沃湿润的沙壤土、壤土。

[0012] 所述步骤（1）采穗圃营建的B整地做畦：做畦前要求深翻、碎土、细致整地，清除草

根和石块。做畦时要求做成高垅，垅高出沟底50cm以上，一垅一行。

[0013] 所述步骤（1）采穗圃营建的C母苗选择：母苗尽量采用大苗，以节省时间，早日提供

穗条，一般采用3-5年生苗木做为母苗。母苗必须选择生长旺盛、无病虫害、侧枝比较多的苗

木，以优良单株为佳。

[0014] 所述步骤（1）采穗圃营建的D整形修剪：植株在种植30天恢复长势后，进行修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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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长枝、顶端优势较强枝条进行截顶促萌。

[0015] 所述步骤（1）采穗圃营建的E水肥管理：母苗水分管理可采用喷灌、浇灌或引水灌

溉，同时切忌水分过多引起积水，雨天做好排水。5-10月每半个月施肥一次，穴施氮磷钾复

合肥每株100g-500ｇ，视年龄和植株大小不同做调整。

[0016] 所述步骤（1）采穗圃营建的F除草施肥：圃地应视具体情况及时松土、除草。

[0017] 所述步骤（1）采穗圃营建的G病虫害防治：绣球荚蒾病虫危害比较少，在春夏之际

每月喷施甲霜代森锰锌、高效氯氰菊酯800-1000倍液防治病虫害，在阴天或晴天傍晚喷施

为佳。

[0018] 所述步骤（2）扦插育苗的A前期准备具体步骤如下。

[0019] a荫棚或温室：荫棚或温室一般采用遮光率60%-70%的遮阳网，冬天扦插必须在温

室内进行。

[0020] b基质：基质因地制宜选择当地红心土、沙壤土。采用0.01%高锰酸钾溶液或甲霜代

森锰锌1000倍液浇湿土壤消毒。

[0021] c苗床：采用苗床或塑料筛筐（40cm长×30cm宽×10cm高）装满基质，畦宽可为

100cm宽、25cm高，塑料筛筐可根据需要摆放成3筐一畦。

[0022] 所述步骤（2）扦插育苗的B扦插技术具体步骤如下。

[0023] a插穗准备：穗条采集完必须当天扦插完毕，不可采集过多。穗条长度8-12cm，每穗

条保留2-4片叶片为宜，切口平整。

[0024] b插穗处理：扦插前，用代森锰锌、多菌灵或甲基托布津1000倍液浸泡15-20分钟，

捞起。扦插时枝条基部蘸500  PPM吲哚丁酸（IBA）生根剂。

[0025]   c扦插时间：扦插最佳季节为夏季五月，其次为秋季九月。扦插基质保持湿润，扦

插时用小竹片引洞，再将插穗插入小孔中，然后压实并及时浇水。

[002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比较，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7]   1.  采穗母株栽培土壤以肥沃湿润的沙壤土、壤土为好，避免粘重红壤，以防烂根

等引起生长不良。

[0028] 2.  采穗母株栽培做畦时要求做成高垅，垅高出沟底50cm以上，一垅一行，南方雨

水多，避免积水产生烂根。

[0029] 3.  采用3-5年生、生长旺盛、无病虫害、侧枝比较多的苗木，以优良单株为佳作为

母苗，穗条多而且生根效果佳。

[0030] 4.  对母树徒长枝、顶端优势较强枝条进行截顶促萌，能产生更多有效扦插穗条。

[0031] 5.  荫棚或温室一般采用折光率60%-70%的遮阳网，冬天扦插必须在温室内进行，

有利于促进生根、提高成活率。

[0032]   6.  扦插基质因地制宜选择当地红心土、沙壤土，价廉物美。采用0.01%高锰酸钾

溶液或甲霜代森锰锌1000倍液浇湿土壤消毒。不采用轻基质、不添加肥料或废弃蘑菇土，明

显提高生根率和成苗率。

[0033]   7.  采用苗床或塑料筛筐装满基质，不直接在容器袋扦插，避免无生根或死苗占

用营养袋，节约了成本。

[0034]   8.  穗条当天采当天插完，穗条长度8-12cm，每穗条保留2-4片叶片为宜，切口平

整，明显提高生根率和成苗率。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09729854 A

4



[0035] 9.  扦插前，用代森锰锌、多菌灵或甲基托布津1000倍液浸泡15-20分钟，捞起。扦

插时枝条基部蘸500  PPM  吲哚丁酸（IBA）生根剂。明显提高生根率和成苗率。

[0036] 10. 扦插最佳季节为夏季五月，其次为秋季九月。明显提高生根率和成苗率。

[0037] 11.  扦插后应及时浇透水，浇水后应立即覆盖无色透明薄膜，适当浇水，保持薄膜

内湿润。每15天喷施代森锰锌或多菌灵可湿性粉剂防治病害。约2-3个月后，扦插苗长出新

叶后，可浇施质量浓度0.1%-0.5%复合肥溶液。多数插穗生根后，适时逐渐解开薄膜，直至全

部揭开。能提高生根率和成苗率。

[0038] 12.  生根1-2个月后,  每月喷1次代森锰锌或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待新叶

长出2片后，在温室内移栽到营养袋。营养土采用红心土或轻基质。苗木移栽到营养袋后1-2

个月，可以移栽到温室外炼苗。提高了移栽成活率和成苗率。

具体实施方法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下面的实施例可以使本领域

技术人员更全面地理解本发明，但不以任何方式限制本发明。

[0039] 实施例1。

[0040] 1 .  扦插基质的准备：扦插基质采用当地新采挖的红心土，粉碎后用长40cm×宽

30cm×高10cm网状塑料框装满，置于塑料温室大棚内。大棚采用外遮荫，遮荫度70%。扦插前

3 天基质用0.1‰高锰酸钾溶液浇透消毒，并覆盖薄膜，直至扦插。

[0041] 2 .  材料来源：3年生绣球荚蒾作为采穗母株。2014年7月剪取母株当年生生长健

壮、无病虫害枝条为扦插材料。

[0042] 3.  试验方法：试验采用不同浓度植物生长调节剂吲哚丁酸（IBA）、树体不同部位

插穗2种方法进行扦插试验。IBA浓度分别为（1）号100  PPM、（2）号500  PPM、（3）号1000  PPM、

（4）号2000  PPM，当天插穗当天扦插。每处理（浓度）270株，3次重复。60  天后观察插穗洗净

扦插基质，统计生根率、根数和根长。

[0043] 4.  插穗处理：剪取长5-10  cm、2-4个叶片的插穗，叶片保留全部。剪取后立即浸入

装有清水塑料桶中，防止插穗失水。插穗准备完毕，集中浸泡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

溶液10-15  分钟。扦插时插穗基部蘸生根剂，并用竹片引洞使插穗插入土中，深度为穗条长

度2/5-1/2。每框扦插30株，插后压实土壤，扦插完毕立即浇透水，直至土壤湿润充实。

[0044] 5.  扦插后的管理：扦插后浇透水,并立即覆盖拱形透明塑料薄膜，尽量使薄膜四

周封闭以保温、保湿。水分管理采用人工浇水或喷雾法，晴天时每天一次，阴雨天每2-3天一

次，浇完水立即覆盖薄膜保温保湿。每周噴一次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800倍和80%代森锰锌

可湿性粉剂1000倍混合液。3个月后新芽基本上长出后，逐步揭去透明塑料薄膜，并增加喷

水次数，加强水分的管理，保持土壤湿润。揭开薄膜2周后，调查成活率、生根数、根长度。

[0045] 6.  结果与分析：2014年7月做了绣球荚蒾扦插试验，2014年9月对绣球荚蒾扦插生

根情况进行统计。不同浓度IBA对绣球荚蒾扦插生根影响统计结果见表1。

[0046] 表1 不同浓度IBA对绣球荚蒾扦插生根影响

试验号 IBA浓度/PPM 生根率/% 平均每株根条数/条 平均根长/cm

1 100 72.38±2.04 a 13.02±1.74 a 0.63±0.012 b

2 500 66.93±5.71 ab 12.36±1.06 a 0.72±0.145 a

3 1000 64.78±2.01 ab 11.84±0.58 a 0.59±0.01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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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0 52.50±2.73 b 10.97±1.80 a 0.63±0.057 b

表1备注：a、b、…分别表示在置信度0.05下它们之间具有显著差异，并且a>b>…。

[0047]   从表1分析得出：不同浓度IBA对绣球荚蒾生根率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对平均根条

数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对平均根长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在试验号2即500  PPM条件下，生根率

和平均根长同时具有a水平，即达到最佳状态，其它3个试验号均不具备同时达到2个a水平。

所以选择500PPM做为绣球荚蒾最佳的扦插浓度。

[0048] 表2 树体不同部位枝条对绣球荚蒾扦插生根影响

试验号 树体部位 生根率/% 平均每株根条数/条 平均根长/cm

5 上部 61.95±5.99 b 11.51±0.77 b 0.65±0.017 a

6 下部 66.47±4.31 a 12.53±1.52 a 0.62±0.029 b

表2注：a、b分别表示在置信度0.05下它们之间具有显著差异，并且a>b。

[0049] 从表2分析得出：树体不同部位对绣球荚蒾生根率、对平均根条数、对平均根长影

响均具有显著差异。在试验号6即树体下部采集的插穗，生根率和平均每株根条数同时具有

a水平，即该两个指标达到最佳状态，扦插首先考虑是生根率，所以选择树体下部枝条做为

绣球荚蒾最佳的插穗。

实施例2。

[0050]   1 .  扦插基质准备：扦插基质采用当地新采挖的红心土，粉碎后用长40cm×宽

30cm×高10cm网状塑料筛框装满，置于塑料温室大棚内。大棚外遮荫度70%。提前3  天将基

质用0.1‰高锰酸钾溶液浇透消毒，覆盖薄膜，直至扦插。

[0051] 2.  穗条来源：穗条来自4年生母株，在树中下部剪取当年生生长健壮枝条作为为

扦穗。

[0052] 3.  试验方法：根据前期的研究结果，试验采用最佳浓度植物生长调节剂吲哚丁酸

（IBA）500  PPM，插穗随剪随插，穗条没有经过运输。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每处理（浓度）210

株，3个重复。根据不同季节，夏季扦插150  d、冬季扦插180  天观察试验结果。洗净插穗基

质，统计生根率、根数和根长。

[0053] 4.  插穗处理：剪取长6-10  cm、4个叶片的插穗，小叶保留全部，大叶片剪除一半。

剪取后立即泡入清水中，以防插穗失水。插穗准备完毕，集中浸泡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1000倍溶液10-15分钟。扦插时插穗基部蘸生根剂后插入土中，插入深度为穗条长度2/5-1/

2。每框扦插35株，扦插完毕立即浇透水，保持土壤湿润充实。

[0054] 5.  扦插后的管理：扦插后浇透水，并覆盖透明塑料薄膜成拱形，薄膜四周须封闭

以保温、保湿。水分管理采用人工浇水或喷雾，夏季晴天时每天2次，其余时间酌情减少，浇

完水须马上覆盖薄膜。每周噴一次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1000倍或10%苯醚甲环唑可湿性

粉剂1000倍溶液。5-6个月后新芽基本上长出来，检查生根情况，待绝大多少生根后逐步揭

去薄膜，增加喷水次数，  2周后彻底揭开薄膜，调查成活率、生根数、根长度。

[0055] 6.  结果与分析：2016年-2017年做了不同季节绣球荚蒾扦插试验。扦插生根情况

统计结果见表1。

[0056] 表1 不同季节绣球荚蒾扦插情况统计

试验号 扦插月份 季节 平均生根率/% 平均每株根条数/条 平均根长/cm 备注

1 3月 春节 50.3±1.159d 4.5±0.115c 3.2±0.153b 侧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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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月 夏季 92.5±0.458a 12.3±0.306a 6.2±0.153a 侧根多

3 9月 秋季 75.8±0.520b 11.6±0.451a 5.9±0.153a 侧根多

4 12月 冬季 67.2±1.079c 9.4  ±0.200b 3.8±0.361b 侧根较少

表1备注：a、b、c、…分别表示它们之间具有显著差异，并且a>b>c>…。

[0057] 绣球荚蒾插穗经500  PPM  IBA处理，分析表明：4个不同季节的扦插生根率具有显

著差异，其中第2号试验即夏季五月扦插生根率最高，达到92.5%(a)；其次为第3号试验即秋

季九月(b)，扦插生根率达到67.2%；第三为第4号试验即冬季12月，扦插生根率达到65.4%

(c)；最差为第1号试验即春季3月，扦插生根率仅为50.3%(d)。4个不同季节平均每株根条数

具有显著差异，其中第2、3号试验即夏、秋季扦插平均根条数最佳(均为a)，4号冬季扦插效

果次之（b），1号春季扦插效果最差，平均根条数仅为4.5条(c)。4个不同季节平均根长具有

显著差异，其中第2、3号试验即夏、秋季扦插平均根长最佳(均为a)，冬、春季扦插效果较差

差  (均为b)。

[0058] 因此，夏季五月份是扦插的最佳时期(均为a)；其次为九月，生根率可以达到75.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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