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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设施育苗、嫁接与机械移栽一体化种植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杜仲设施育苗、嫁接与机械移

栽一体化种植方法。其包括杜仲种子采收和贮

藏、种子催芽处理，设施条件下采用可降解专用

型育苗筒育实生苗(砧木)，插穗的选择和采集，

设施条件下嫁接，嫁接苗抚育管理和出圃移栽，

栽后防护等步骤。本发明所述方法大大地提高了

杜仲嫁接效率、嫁接苗木的质量，提升了种植效

率，降低了成本，可实现杜仲设施条件下嫁接和

移栽的周年化，成为(特别是在荒漠地区)规模化

发展杜仲种植业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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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杜仲设施育苗、嫁接与机械移栽一体化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砧木准备：选自以下任意一种方法：

方法一：将杜仲实生苗移栽到装有育苗基质的专用型育苗筒里育苗，当移栽苗返青、生

长正常后，即可作为砧木开始嫁接；

方法二：包括以下步骤：

①种子采收和贮藏；

②温汤法催芽处理：将预先选好的种子放入0.3％～0.5％高锰酸钾溶液，或0.5％～

1.0％硫酸铜溶液中浸泡6～9min，捞出后用清水冲洗干净；之后，再用40～45℃的温水室内

浸种24h，除去漂浮种实，捞出沥去水分即可播种；或用28～30℃温水浸种3天，每天换1次

水，第二次换水时除去上浮种子，捞出沥去水分即可播种；

③砧木的培育：①播种：将专用型育苗筒填满育苗基质后，浇透水后，在每筒营养基质

表面中央部位播种2～4粒，播深2～3cm，覆土；②实生苗抚育管理：种子萌发出苗期，设施内

温度应控制在18～26℃，7天后即可出苗；出苗后，设施内室温不要超过30℃，夜间温度在15

～18℃，适时补水；幼苗长出2～4片叶子时开始间苗，每筒内留一株壮苗，同时注意追肥、防

治病虫害；当实生苗幼苗当年生枝条达半木质化以上、地上5cm处粗度达到0.6cm以上时，即

可作为砧木开始嫁接；

其中，所述的专用型育苗筒为可降解的专用型育苗筒，筒高25～30cm，筒内径6～8cm，

壁厚0.1～0.3mm，筒底部以及侧壁下部均设置有植物根系伸出孔；所述的育苗基质成分包

括沙漠沙、矿质营养、粘土、草炭土、保水剂、蛭石、珍珠岩和腐熟猪、羊、牛粪中的一种或多

种；

(2)接穗的选择：选择优良品种树冠中、下部充实的1年生直立枝条作接穗；

(3)嫁接和嫁接苗的抚育管理：采用嵌芽接法、切接、劈接或插皮接方法对专用型育苗

筒内砧木进行嫁接；设施内室温不要超过35℃，湿度维持在50～80％，适时筒内补水；

(4)出圃：当嫁接苗长到5～10cm、具有4～6片叶以上时即可出圃，出圃前须练苗7d；出

圃时，在筒内撒一层草木粉、秸秆粉或木屑；

(5)嫁接苗移栽：移栽方式分为两种：①一种是利用种植机械先挖直径8～10cm、深6～

10cm的种植坑，然后将杜仲嫁接苗连同育苗基质和育苗筒整体植入种植坑中，整个筒体或

筒体的2/3须埋入土中，将幼苗或筒体四周的土压实即可；②一种是采用“挖坑-投苗-覆土”

一体化专用型机械设备直接种植，育苗筒体也须整体或2/3埋入土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杜仲设施育苗、嫁接与机械移栽一体化种植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育苗筒所用营养基质采用沙漠沙、熟地土、矿物质肥料、腐熟牛羊粪按1～2：1～

2：0.5～1：0.5～1比例均匀混合而成；或在此基础上再加入保水剂2-5g/筒。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杜仲设施育苗、嫁接与机械移栽一体化种植方法，其特征在

于，采用嵌芽接法时，嫁接后在接芽以上2cm处剪砧；接芽萌动后要及时抹去砧木上的其他

萌芽或萌条，并保留一个健壮的接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杜仲设施育苗、嫁接与机械移栽一体化种植方法，其特征在

于，移栽密度为每666.7m2种植40～200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杜仲设施育苗、嫁接与机械移栽一体化种植方法，其特征在

于，移栽以阴天或气温较低天气为宜，移栽后及时浇定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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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设施育苗、嫁接与机械移栽一体化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杜仲设施育苗、嫁接与机械移栽一体化种植方法，属于林业、种植业和

荒漠化生态防治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杜仲(Eucommia  ulmoides  Olv.)属杜仲科(Eucomiaceae)杜仲属，单属单种，多年

生落叶乔木，通常有40～60年的生命周期，现已作为稀有植物被列入《中国植物红皮书—稀

有濒危植物》(第一卷)国家二级保护树种，是我国特有的名贵经济树种，集经济林和用材林

优点于一身，还可作为我国西北荒漠地区防风固沙、水土保持和实现生态安全的理想植物，

已被纳入国家储备林树种目录。此外，杜仲的皮、叶和种子皆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围绕杜仲，

我国已逐渐形成杜仲木材、杜仲油、杜仲胶、杜仲药、杜仲茶、杜仲饲料等相关产业。全国27

个省(区、市)杜仲资源保存面积仅约500万亩，满足现代杜仲产业发展的杜仲资源面积仅为

10万亩左右。为此，2016年12月发布的《全国杜仲产业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中，明确提

出计划到2030年建成5000万亩杜仲良种高效栽培产业基地。然而目前：(1)杜仲栽培通常采

用大田直播育苗方式，短期内虽可规模生产大量杜仲种苗，然而却存在粗放式管理和育苗

场地条件的限制，造成种子发芽不齐，根系生长不良等问题。(2)杜仲都是在大田里进行嫁

接，成功率易受环境影响，且劳动强度大，操作也比较困难。(3)杜仲移栽通常都是采用人工

移栽，移栽劳动强度大、效率低。因此，开展设施条件下杜仲育苗、嫁接和机械化移栽一体化

技术研究势在必行，且很有必要，否则会妨碍大规模发展杜仲种植业。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杜仲育苗、嫁接易受管理、环境和场地影响，劳动强度大、移栽效率低、人工

成本高等问题，提供杜仲设施育苗、嫁接与机械移栽一体化种植方法。

[0004] 杜仲设施育苗、嫁接与机械移栽一体化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1)砧木准备：选自以下任意一种方法：

[0006] 方法一：将杜仲实生苗移栽到专用型育苗筒里育苗，当移栽苗返青、生长正常后，

即可作为砧木开始嫁接；

[0007] 方法二：包括以下步骤：

[0008] ①种子采收和贮藏；

[0009] ②温汤法催芽处理：将预先选好的种子放入0.3％～0.5％高锰酸钾溶液，或0.5％

～1.0％硫酸铜溶液中浸泡6～9min，捞出后用清水冲洗干净；之后，再用40～45℃的温水室

内浸种24h，除去漂浮种实，捞出沥去水分即可播种；或用28～30℃温水浸种3天，每天换1次

水，第二次换水时除去上浮种子，捞出沥去水分即可播种；

[0010] ③砧木的培育：①播种：将专用型育苗筒填满育苗基质后，在设施内整齐地排列成

方阵，浇透水后，在每筒营养基质表面中央部位播种2～4粒，播深2～3cm，覆土；或根据实际

情况分期播种，保障周年有标准化、高质量的杜仲实生苗可作为砧木利用；②实生苗抚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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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种子萌发出苗期，设施内温度应控制在18～26℃，7天后即可出苗；出苗后，设施内室温

不要超过30℃，夜间温度在15～18℃，适时补水；幼苗长出2～4片叶子时开始间苗，每筒内

留一株壮苗，同时注意追肥、防治病虫害；当实生苗幼苗当年生枝条达半木质化以上、地上

5cm处粗度达到0.6cm以上时，即可作为砧木开始嫁接；

[0011] 其中，所述的专用型育苗筒规格为可降解的专用型育苗筒，筒高25～30cm，筒内径

6～8cm，壁厚0.1～0.3mm，筒底部以及侧壁下部均设置有植物根系伸出孔；所述的育苗基质

成分包括沙漠沙、矿质营养、粘土、草炭土、保水剂、蛭石、珍珠岩和腐熟猪、羊、牛粪中的一

种或多种；

[0012] (2)接穗的选择：选择优良品种树冠中、下部充实的1年生直立枝条作接穗；

[0013] (3)嫁接和嫁接苗的抚育管理：采用嵌芽接法、切接、劈接或插皮接方法对专用型

育苗筒内砧木进行嫁接；设施内室温不要超过35℃，湿度维持在50～80％，适时筒内补水；

[0014] (4)出圃：当嫁接苗长到5～10cm、具有4～6片叶以上时即可出圃，出圃前须练苗

7d；出圃时，在筒内撒一层草木粉、秸秆粉或木屑；

[0015] (5)嫁接苗移栽：移栽方式分为两种：①一种是利用种植机械先挖直径8～10cm、深

6～10cm的种植坑，然后将杜仲嫁接苗连同育苗基质和育苗筒整体植入种植坑中，整个筒体

或筒体的2/3须埋入土中，将幼苗或筒体四周的土压实即可；②一种是采用“挖坑-投苗-覆

土”一体化专用型机械设备直接种植，育苗筒体也须整体或2/3埋入土中。

[001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所述的育苗筒所用营养基质采用沙漠沙、熟地土、矿物质

肥料、腐熟牛羊粪按1～2：1～2：0.5～1：0.5～1比例均匀混合而成；

[001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采用嵌芽接法时，嫁接后在接芽以上2cm处剪砧；接芽萌

动后要及时抹去砧木上的其他萌芽或萌条，并保留一个健壮的接芽。

[001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移栽密度为每666.7m2种植40～200穴。

[001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移栽以阴天或气温较低天气为宜，移栽后及时浇定根水。

[0020] 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1)本项技术，从杜仲种子采收和贮藏、种子催芽处理，设施

条件下采用可降解专用型育苗筒育实生苗(砧木)，插穗的选择和采集，设施条件下嫁接，嫁

接苗抚育管理和出圃移栽，栽后防护等环节，综合提升杜仲育苗、嫁接和种植质量和效率；

(2)所使用的可降解专用型育苗筒既起承担育苗容器和嫁接以及抹芽等场所功能，又起承

载幼苗和育苗营养基质一起移栽功能，使育苗、嫁接和机械化移栽有机结合起来，相比传统

杜仲育苗、嫁接和移栽方式，可有效提高效率，降低成本；(3)设施条件下，在专用型育苗筒

里育苗和嫁接，可避免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嫁接期延长，嫁接劳动强度可大大降低，操作更

方便，嫁接质量更好、工作效率和成功率更高；(4)在设施条件下可分期播种育苗、嫁接，并

分期出圃，实现周年移栽种植；(5)相比传统的育苗移栽技术，不断根、不伤根，移栽后基本

无缓苗期等，而且所育杜仲幼苗更壮，根系更发达；(6)出圃时，在筒内撒一层草木粉、秸秆

粉或木屑，在移栽后可有效防止幼苗基部土壤受阳光直射升温，产生地表高温胁迫，烫伤幼

苗基部。此外，还可通过携带育苗营养基质以及保水剂为幼苗在荒漠条件下提供养分和水

分，促进生长。本发明所述的杜仲设施育苗、嫁接与机械移栽一体化种植方法，将有望成为

未来尤其是荒漠地区杜仲规模化种植业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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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所述的采用专用型育苗筒所育实生苗(砧木)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所述的采用专用型育苗筒所育嫁接苗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所述的专用型育苗筒底部结构示意图。

[0025] 1、育苗筒  2、育苗基质  3、育苗筒壁  4、植物根系伸出孔  5、育苗筒底部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为本发明进行详细的说明。

[0027] 1、实施地点

[0028] 选取新疆南疆尉犁县罗布泊沙漠边。

[0029] 2、实施规模

[0030] 2300个采用专用型育苗筒所育的杜仲嫁接苗。

[0031] 3、实施时间

[0032] 2016年10月～2018年9月。

[0033] 4、实施过程

[0034] 实施方法一：种子育苗(砧木)

[0035] (1)种子采收和贮藏。2016年10月在杜仲良种种子园，当外果皮呈绿黄色、粉黄色

或棕黄色，具光亮并开始部分失水，果实中间着生种子的突出部分饱满，手捏硬度大；剥开

外果皮，种仁完整厚实，浅黄色或浅棕黄色，胚乳米黄色，有透亮感，子叶乳白色时，采收；采

收时先将树下杂物清理干净，并铺上一层塑料薄膜，用竹竿轻度敲打母树枝条；种子采收后

及时放阴凉通风处晾干；去除杂质后，放在麻袋或布袋内贮藏于温度0～15℃、相对湿度

50％～70％条件下，待用；

[0036] (2)温汤法催芽处理。将预先选好的种子放入0.5％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6min，捞

出后用清水冲洗干净；之后，再用45℃的温水室内浸种24h，除去漂浮种实，捞出沥去水分即

可播种；

[0037] (3)专用型育苗筒规格。可降解的专用型育苗筒筒高30cm，筒内径8cm，壁厚0.3mm。

筒底部以及侧壁下部均设置有植物根系伸出孔；

[0038] (4)育苗基质。育苗筒所用营养基质采用沙漠沙、熟地土、矿物质肥料、腐熟牛羊粪

按2：1.5：1：1比例均匀混合而成，同时每筒内添加市购保水剂3g(成都鑫豪化工有限公司生

产)；

[0039] (5)砧木的培育：①播种。将育苗筒填满育苗基质后，在塑料大棚内整齐地排列成

方阵，浇透水后，在每筒营养基质表面中央部位播种2～4粒，播深2～3cm，覆土；②实生苗

(砧木)抚育管理。种子萌发出苗期，设施内温度控制在18～26℃，7天后，即可出苗；出苗后，

大棚内室温不要超过30℃，夜间温度在15～18℃，适时补水；幼苗长出2～4片叶子时开始间

苗，每筒内留一株壮苗，注意防治病虫害；当实生苗幼苗当年生枝条达半木质化以上、粗度

达到0.6cm(地上5cm处)以上时，即可作为砧木开始嫁接；

[0040] (6)接穗的选择。选择优良品种树冠中、下部充实的1年生直立枝条作接穗；

[0041] (7)嫁接和嫁接苗的抚育管理。①采用嵌芽接法对专用型育苗筒内砧木进行嫁接，

嫁接时借助工作台调整育苗筒的高度，使嫁接人员更易操作；嫁接后在接芽以上2cm处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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砧；接芽萌动后要及时抹去砧木上的其他萌芽或萌条，并保留一个健壮的接芽；②采用劈接

法对专用型育苗筒内砧木进行嫁接；③采用插皮接法对专用型育苗筒内砧木进行嫁接。大

棚内室温不要超过35℃，湿度维持在60％，适时筒内补水；

[0042] (8)出圃。当嫁接苗长到5～10cm、具有4～6片叶以上时即可出圃。出圃前练苗7d；

出圃时，在筒内撒一层草木粉、秸秆粉或木屑。

[0043] (9)嫁接苗移栽。移栽方式分为两种：①一种是利用种植机械先挖直径8～10cm、深

6～10cm的种植坑(穴)，然后将杜仲嫁接苗连同育苗基质和育苗筒整体植入种植坑(穴)中，

整个筒体或筒体的2/3须埋入土中，将幼苗或筒体四周的土压实即可，实施900筒(每种嫁接

方法300筒)。②一种是采用“挖坑-投苗-覆土”一体化机械设备直接种植，育苗筒体也须整

体或2/3埋入土中，实施900筒(每种嫁接方法300筒)。每666.7m2种植80穴。

[0044] 实施方法二：移栽育苗(砧木)

[0045] (1)专用型育苗筒规格。可降解的专用型育苗筒筒高25cm，筒内径8cm，壁厚0.1mm。

筒底部以及侧壁下部均设置有植物根系伸出孔；

[0046] (2)育苗基质。育苗筒所用营养基质采用沙漠沙、熟地土、矿物质肥料、腐熟牛羊粪

按2：2：0.8：1比例均匀混合而成；

[0047] (3)砧木的培育：大棚内室温不要超过30℃，选择优良、健康的实生苗，移栽到用型

育苗筒，适时补水；当移栽苗返青、生长正常后，即可作为砧木开始嫁接；

[0048] (6)接穗的选择。选择优良品种树冠中、下部充实的1年生直立枝条作接穗；

[0049] (7)嫁接和嫁接苗的抚育管理。采用嵌芽接法对专用型育苗筒内砧木进行嫁接，嫁

接时借助工作台调整育苗筒的高度，使嫁接人员更易操作；嫁接后在接芽以上2cm处剪砧；

接芽萌动后要及时抹去砧木上的其他萌芽或萌条，并保留一个健壮的接芽；大棚内室温温

度不要超过35℃，湿度维持在50～80％，适时筒内补水；

[0050] (8)出圃。当嫁接苗长到5～10cm、具有4～6片叶以上时即可出圃。出圃前练苗7d；

出圃时，在筒内撒一层草木粉、秸秆粉或木屑。

[0051] (9)嫁接苗移栽。利用种植机械先挖直径8～10cm、深6～10cm的种植坑(穴)，然后

将杜仲嫁接苗连同育苗基质和育苗筒整体植入种植坑(穴)中，整个筒体或筒体的2/3须埋

入土中，将幼苗或筒体四周的土压实即可，实施500筒。每666.7m2种植80穴。

[0052] 5、实验结果

[0053] 2017年7月和2018年9月，分别统计杜仲嫁接效率和嫁接苗存活率状况，嫁接成功

率达到80％～95％以上，移栽存活率皆达到90％以上，相对于传统方法节约成本30％以上，

效率提高50％以上。

[0054] 本发明所述的杜仲设施育苗、嫁接与机械移栽一体化种植方法，从杜仲种子采收

和贮藏、种子催芽处理，设施条件下采用可降解专用型育苗筒育实生苗(砧木)，插穗的选择

和采集，设施条件下嫁接，嫁接苗抚育管理和出圃移栽，栽后防护等环节，综合提升杜仲育

苗、嫁接和种植质量和效率；所使用的可降解专用型育苗筒既起承担育苗容器和嫁接以及

抹芽等场所功能，又起承载幼苗和育苗营养基质一起移栽功能，使育苗、嫁接和机械化移栽

有机结合起来，相比传统杜仲育苗、嫁接和移栽方式，可有效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设施条件

下，在专用型育苗筒里育苗和嫁接，可避免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嫁接劳动强度可大大降低，

操作更方便，嫁接质量更好、效率更高；在设施条件下可分期播种育苗、嫁接，并分期出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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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周年移栽种植；相比传统的育苗移栽技术，不断根、不伤根，移栽后基本无缓苗期等，而

且所育杜仲幼苗更壮，根系更发达；出圃时，在筒内撒一层草木粉、秸秆粉或木屑，在移栽后

可有效防止幼苗基部土壤受阳光直射升温，产生地表高温胁迫，烫伤幼苗基部。此外，还可

通过携带育苗营养基质以及保水剂为幼苗在荒漠条件下提供养分和水分，促进生长。本发

明所述的杜仲设施育苗、嫁接与机械移栽一体化种植方法，将有望成为未来(特别是荒漠地

区)杜仲规模化种植业的技术支撑。

[005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专利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专利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

润饰也应视为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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