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785651.4

(22)申请日 2018.07.1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84899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1.23

(73)专利权人 北华大学

地址 132013 吉林省吉林市滨江东路3999

号

(72)发明人 程广有　唐晓杰　任文利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国坤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11491

代理人 郭伟红

(51)Int.Cl.

A01G 2/30(2018.01)

A01G 17/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7278633 A,2017.10.24

CN 105746356 A,2016.07.13

CN 107821080 A,2018.03.23

CN 108260427 A,2018.07.10

CN 1714618 A,2006.01.04

CN 101218871 A,2008.07.16

CN 106417025 A,2017.02.22

CN 107509536 A,2017.12.26

CN 106718883 A,2017.05.31

CN 105519434 A,2016.04.27

CN 108243756 A,2018.07.06

CN 101473747 A,2009.07.08

RU 2080780 C1,1997.06.10

CN 107211796 A,2017.09.29

CN 102870604 A,2013.01.16

CN 103609340 A,2014.03.05

RU 2521992 C1,2014.07.10

审查员 朱静

 

(54)发明名称

一种微体嫁接培育雌雄同株红豆杉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微体嫁接培育雌雄同株红豆

杉的方法，包括步骤初级培养：将雌株幼苗和雄

性植株枝条分别接种到装有1号培养基和装有2

号培养基的培养瓶中培养1～2周；微体嫁接：截

去雌株砧木至少一个枝条顶芽；取出雄株接穗，

剪平基部，将雄株接穗嫁接到雌株幼苗截去顶芽

的枝条上；嫁接后管理：密封培养瓶，将嫁接有雄

株接穗的雌株砧木继续在装有1号培养基的培养

瓶中培养3～4周，促使嫁接口愈合，得到嫁接苗；

将嫁接苗移栽到腐殖土基质中，放在温室内驯化

培养3～4周，培育得到雌雄同株红豆杉幼苗。通

过本发明的微体嫁接培育雌雄同株红豆杉的方

法培育得到的雌雄同株红豆杉，其既有雌花枝，

又有雄花枝，实现东北红豆杉雌雄同株，提高观

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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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微体嫁接培育雌雄同株红豆杉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初级培养；所述S1初级培养具体步骤为：

培养雌株砧木：选择雌性红豆杉植株，剪取1~2年生枝条，所述枝条长度为3~6cm，保留3

~5个小枝，速蘸ABT生根粉，扦插，扦插基质为腐殖土，温度控制在20±2℃，相对湿度为90~
100%，诱导不定根；培养6~7周，陆续生根，待根长0.3~0.5cm时，在无菌室超净工作台内表面

杀菌，在无菌条件下，接种到装有1号培养基的培养瓶中，并将装有1号培养基的培养瓶放置

于培养室中培养1~2周，剔除染菌株，获得用于嫁接的雌株砧木；其中，所述1号培养基包括

改良MS培养基、6-苄基氨基腺嘌呤、  2,4-D和萘乙酸；

培养雄株接穗：选取直径与雌性枝条相仿的雄性植株枝条，在无菌室超净工作台内表

面杀菌，在无菌条件下，接种到装有2号培养基的培养瓶中，并将装有2号培养基的培养瓶放

置于培养室中培养1~2周，剔除染菌株，获得用于嫁接的雄株接穗；其中，所述2号培养基包

括改良MS培养基、6-苄基氨基腺嘌呤及萘乙酸；

S2、微体嫁接；所述S2嫁接具体步骤为：

选择生长良好的雌株砧木，在超净工作台内无菌条件下，剪去1~2个枝条顶芽，准备嫁

接；

在无菌条件下，取出雄株接穗，剪平基部，并将雄株接穗嫁接到雌株幼苗截去顶芽的枝

条上，完成嫁接；

S3、嫁接后管理；所述S3嫁接后管理的具体步骤为：

在无菌条件下，密封培养瓶，将嫁接有雄株接穗的雌株砧木继续在装有1号培养基的培

养瓶中培养3~4周使嫁接口愈合，得到嫁接苗；

打开培养瓶口，对嫁接苗进行适应性锻炼，5~7天后取出嫁接苗，并洗净嫁接苗根部黏

附的培养基；

将嫁接苗在杀菌剂水溶液中药浴，然后移栽到腐殖土基质中，放在温室内炼苗，驯化培

养3~4周后，培育得到雌雄同株红豆杉幼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体嫁接培育雌雄同株红豆杉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剪去

1~2个枝条顶芽采用弯型剪刀进行剪切，使得剪切后的枝条断面为水平断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微体嫁接培育雌雄同株红豆杉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弯型

剪刀为具有两延伸端的V形，且至少一延伸端的端部具有垂直弯折剪切部。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微体嫁接培育雌雄同株红豆杉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将雄

株接穗嫁接到雌株幼苗截去顶芽的枝条上具体步骤为：

在无菌条件下，使雄株接穗基部的剪平面与雌株幼苗截去枝条顶芽的水平断面接触，

以完成嫁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体嫁接培育雌雄同株红豆杉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炼苗期间

温度控制在22±2℃；炼苗初期相对湿度80~90%，以后逐渐降低空气相对湿度，每隔5天喷施

一次杀菌剂，防止嫁接幼苗感染杂菌。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体嫁接培育雌雄同株红豆杉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杀菌

剂为多菌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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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微体嫁接培育雌雄同株红豆杉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植物的培育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微体嫁接培育雌雄同株红豆杉的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东北红豆杉(Taxus  cuspidata)属红豆杉科(Taxaceae)，红豆杉属(Taxus)  常绿

针叶乔木。东北红豆杉是世界上公认的濒危灭绝的天然珍稀抗癌植物，在地球上已有250万

年的历史，是植物活化石。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为世界珍稀濒危植物；1999年被

列为我国一级珍稀濒危野生植物。

[0003] 绿化与观赏是东北红豆杉用途之一，东北红豆杉树形优美，枝叶四季浓密苍翠，夏

秋观果，浆果鲜红色，像红宝石镶嵌在巨大的翡翠中，是东北地区少有的常绿观赏树种。而

东北红豆杉雌雄异株，花粉无气囊，飞散距离短，最佳授粉期很短。只有同时养殖东北红豆

杉雌雄植株，才能结出果实，否则不能结实，难以实现观赏果实的目的。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微体嫁接培育雌雄同株红豆

杉的方法，以解决单株不能结果的问题。

[0005] 为了达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微体嫁接培育雌雄同株红豆杉的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07] S1、初级培养：在无菌条件下，将雌株幼苗接种到装有1号培养基的培养瓶中培养1

～2周，将雄性植株枝条接种到装有2号培养基的培养瓶中培养1～2  周，分别对雌株砧木和

雄株接穗进行初级培养；

[0008] S2、微体嫁接：

[0009] 在无菌条件下，截去雌株砧木至少一个枝条顶芽，准备嫁接；

[0010] 在无菌条件下，取出雄株接穗，剪平基部，将雄株接穗嫁接到雌株幼苗截去顶芽的

枝条上，完成嫁接；

[0011] S3、嫁接后管理：

[0012] 在无菌条件下，密封培养瓶，将嫁接有雄株接穗的雌株砧木继续在装有1  号培养

基的培养瓶中培养3～4周使嫁接口愈合，得到嫁接苗；

[0013] 将嫁接苗移栽到腐殖土基质中，放在温室内驯化培养3～4周，培育得到雌雄同株

红豆杉幼苗。

[0014] 优选地，所述S1初级培养具体步骤为：

[0015] 培养雌株砧木：选择雌性红豆杉植株，剪取1～2年生枝条，所述枝条长度为3～

6cm，保留3～5个小枝，速蘸ABT生根粉，扦插，扦插基质为腐殖土，温度控制在20±2℃，相对

湿度为90～100％，诱导不定根；培养6～7周，陆续生根，待根长0.3～0.5cm时，在无菌室超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08848990 B

3



净工作台内表面杀菌，在无菌条件下，接种到装有1号培养基的培养瓶中，并将装有1号培养

基的培养瓶放置于培养室中培养1～2周，剔除染菌株，获得用于嫁接的雌株砧木；

[0016] 培养雄株接穗：选取直径与雌性枝条相仿的雄性植株枝条，在无菌室超净工作台

内表面杀菌，在无菌条件下，接种到装有2号培养基的培养瓶中，并将装有2号培养基的培养

瓶放置于培养室中培养1～2周，剔除染菌株，获得用于嫁接的雄株接穗。

[0017] 优选地，所述1号培养基包括改良MS培养基、6-苄基氨基腺嘌呤、2,4-D  和萘乙酸；

所述2号培养基包括改良MS培养基、6-苄基氨基腺嘌呤及萘乙酸。

[0018] 优选地，所述S2嫁接具体步骤为：

[0019] 选择生长良好的雌株砧木，在超净工作台内无菌条件下，剪去1～2个枝条顶芽，准

备嫁接；

[0020] 在无菌条件下，取出雄株接穗，剪平基部，并将雄株接穗嫁接到雌株幼苗截去顶芽

的枝条上，完成嫁接。

[0021] 优选地，所述剪去1～2个枝条顶芽采用弯型剪刀进行剪切，使得剪切后的枝条断

面为水平断面。

[0022] 优选地，所述弯型剪刀为具有两延伸端的V形，且至少一延伸端的端部具有垂直弯

折剪切部。

[0023] 优选地，所述将雄株接穗嫁接到雌株幼苗截去顶芽的枝条上具体步骤为：

[0024] 在无菌条件下，使雄株接穗基部的剪平面与雌株幼苗截去枝条顶芽的水平断面接

触，以完成嫁接。

[0025] 优选地，所述S3嫁接后管理的具体步骤为：

[0026] 在无菌条件下，密封培养瓶，将嫁接有雄株接穗的雌株砧木继续在装有1  号培养

基的培养瓶中培养3～4周使嫁接口愈合，得到嫁接苗；

[0027] 打开培养瓶口，对嫁接苗进行适应性锻炼，5～7天后取出嫁接苗，并洗净嫁接苗根

部黏附的培养基；

[0028] 将嫁接苗在杀菌剂水溶液中药浴，然后移栽到腐殖土基质中，放在温室内练苗，驯

化培养3～4周后，培育得到雌雄同株红豆杉幼苗。

[0029] 优选地，练苗期间温度控制在22±2℃；练苗初期相对湿度80～90％，以后逐渐降

低空气相对湿度，每隔5天喷施一次杀菌剂，防止嫁接幼苗感染杂菌。

[0030] 优选地，所述杀菌剂为多菌灵。

[0031] 与现有技术相比，通过本发明的一种微体嫁接培育雌雄同株红豆杉的方法培育得

到的雌雄同株红豆杉，其既有雌花枝，又有雄花枝，实现东北红豆杉雌雄同株，提高观赏效

果。

附图说明

[003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有技术描述

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

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

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33] 图1为培育的雌株砧木；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08848990 B

4



[0034] 图2为培育的雄株接穗；

[0035] 图3为通过本发明的一种微体嫁接培育雌雄同株红豆杉的方法培育的雌雄同株红

豆杉幼苗；

[0036] 图4为剪去雌株砧木枝条顶芽时所用的弯型剪刀的实拍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地描

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

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明保护范围。

[0038] 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微体嫁接培育雌雄同株红豆杉的方法，本实施例以雌株幼苗

为砧木，雄性植株枝条为接穗进行微体嫁接，具体的包括以下步骤：

[0039] S1、初级培养：在无菌条件下，将雌株幼苗接种到装有1号培养基的培养瓶中培养1

～2周，同样在无菌条件下，将雄性植株枝条接种到装有2号培养基的培养瓶中培养1～2周，

分别对雌株砧木和雄株接穗进行初级培养。

[0040] 其中装有1号培养基的培养瓶中的所述1号培养基包括改良MS培养基、  6-苄基氨

基腺嘌呤、2,4-D和萘乙酸。优选的，6-苄基氨基腺嘌呤为0.3～0.6mg/L，  2,4-D为0.05～

0.15mg/L，萘乙酸为0.1～0.3mg/L。优选地，1号培养基包括改良  MS培养基、0.5mg/L的6-苄

基氨基腺嘌呤、0.1mg/L的2,4-D及0.3mg/L的萘乙酸。

[0041] 其中装有2号培养基的培养瓶中的所述2号培养基包括改良MS培养基、  6-苄基氨

基腺嘌呤及萘乙酸。优选的，6-苄基氨基腺嘌呤为0.3～0.6mg/L，萘乙酸为0.1～0.3mg/L；

优选地，2号培养基包括改良MS培养基、0.5mg/L的6- 苄基氨基腺嘌呤及0.2mg/L的萘乙酸。

[0042] 具体的，S1中培养砧木与接穗具体步骤为：

[0043] 培养雌株砧木：参见图1所示，选择雌性红豆杉植株，剪取1～2年生枝条，剪取长度

为3～6cm，保留3～5个小枝，速蘸ABT生根粉，扦插，扦插基质为腐殖土，温度控制在20±2

℃，相对湿度为90～100％，诱导不定根；培养6～7周，陆续生根，待根长0.3～0.5cm时，在无

菌室超净工作台内表面杀菌，在无菌条件下，接种到装有1号培养基的培养瓶中，并将装有1

号培养基的培养瓶放置于培养室中培养1～2周，剔除染菌株，获得用于嫁接的雌株砧木；

[0044] 培养雄株接穗：参见图2所示，选取直径与雌性枝条相仿的雄性植株枝条，在无菌

室超净工作台内表面杀菌，在无菌条件下，接种到装有2号培养基的培养瓶中，并将装有2号

培养基的培养瓶放置于培养室中培养1～2周，剔除染菌株，获得用于嫁接的雄株接穗。

[0045] S2、微体嫁接；

[0046] 在无菌条件下，截去雌株砧木至少一个枝条顶芽，准备嫁接；

[0047] 在无菌条件下，取出雄株接穗，剪平基部，将雄株接穗嫁接到雌株幼苗截去顶芽的

枝条上，完成嫁接。

[0048] 具体的，S2中嫁接的具体步骤为：

[0049] 选择生长良好的雌株砧木，在超净工作台内无菌条件下，剪去1～2个枝条顶芽，准

备嫁接；

[0050] 在无菌条件下，取出雄株接穗，剪平基部，并将雄株接穗嫁接到雌株幼苗截去顶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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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枝条上，完成嫁接。嫁接具体为，在无菌条件下，使雄株接穗基部的剪平面与雌株幼苗截

去枝条顶芽的水平断面接触，以完成嫁接。

[0051] 其中，参见图4所示，剪去1～2个枝条顶芽采用弯型剪刀进行剪切，使得剪切后的

枝条断面为水平断面。

[0052] 进一步，所述弯型剪刀为具有两延伸端的V形，且至少一延伸端的端部具有垂直弯

折剪切部。

[0053] S3、嫁接后管理；

[0054] 具体的，参见图3所示，S3中嫁接后管理的具体步骤为：

[0055] S31、密封培养瓶，在无菌条件下，将嫁接有雄株接穗的雌株砧木继续在装有1号培

养基的培养瓶中培养3～4周使嫁接口愈合，得到嫁接苗；

[0056] S32、打开培养瓶口，对嫁接苗进行适应性锻炼，5～7天后取出嫁接苗，并洗净嫁接

苗根部黏附的培养基；

[0057] S33、将嫁接苗在杀菌剂水溶液中药浴，然后移栽到腐殖土基质中，放在温室内练

苗，驯化培养3～4周后，培育得到雌雄同株红豆杉幼苗。

[0058] 其中，练苗期间温度控制在22±2℃；练苗初期相对湿度80～90％，以后逐渐降低

空气相对湿度，每隔5天喷施一次杀菌剂，防止嫁接幼苗感染杂菌。

[0059] 优选的，所述杀菌剂为多菌灵。

[0060] 实施例1

[0061] 本实施例选择雌性东北红豆杉植株，剪取1年生枝条，长度4～5cm，保留  3～5个小

枝，速蘸ABT生根粉，扦插，扦插基质为腐殖土，温度控制在20±2℃，相对湿度90～100％，诱

导不定根。

[0062] 培养6～7周，陆续生根，根长0.3～0.5cm时，在无菌室超净工作台内表面杀菌，在

无菌条件下，移栽到事先配制好的MS培养基中，放在培养室内培养。

[0063] 同时，选取直径相同的雄性植株枝条，在无菌室超净工作台内表面杀菌，在无菌条

件下，接种到事先配制好的MS培养基中，放在培养室内培养接穗。雌性幼苗和雄性接穗在MS

培养基中培养1～2周，剔除染菌株。

[0064] 选择生长良好的雌性幼苗，在超净工作台内无菌条件下，用特制弯型剪刀剪去1～

2个枝条，取出雄性穗条，剪平基部，嫁接到雌性幼苗断枝上，封好瓶盖，放回培养架上继续

培养。

[0065] 培养3～4周嫁接口愈合，在培养室内去掉瓶盖，对嫁接苗进行适应性锻炼，  5～7

天后，取出嫁接苗，洗净根部黏附的培养基，在800倍多菌灵水溶液中药浴，移栽到腐殖土基

质中，放在温室内练苗。

[0066] 练苗期间温度控制在22±2℃；练苗初期相对湿度80～90％，以后逐渐降低空气相

对湿度；每隔5天喷施一次杀菌剂，防止幼苗感染杂菌。在温室内驯化培养3～4周，即可以自

然生长，此时管理措施与东北红豆杉扦插苗相同。至此东北红豆杉雌雄同株苗木培育成功。

[0067] 通过本发明的一种微体嫁接培育雌雄同株红豆杉的方法培育得到的雌雄同株红

豆杉，其即有雌花枝，又有雄花枝，实现东北红豆杉雌雄同株，提高观赏效果。

[0068] 虽然已经参照特定实施例示出并描述了本发明，但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理解，

在不脱离由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在此进行形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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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上的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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