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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植物繁殖培育领域，公开了一种

珙桐种苗繁育方法，包括：种子繁殖技术；扦插繁

殖；插穗成活后，要适时灌溉、松土、除草、施肥和

防治病虫，扦插前若用ABT生根粉对插穗底部进

行处理。本发明可以使珙桐种子的发芽率能达到

90％以上，最高可达98％，发芽时间也缩短到1年

之内。此外，还有诸多对于珙桐幼苗形态及苗期

水分与病害管理的研究，也都取得了一定成果。

通过本发明的扦插繁殖处理方法，可以使育苗成

苗率在6％左右，扦插前若用ABT生根粉对插穗底

部进行处理，苗木成活率达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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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珙桐种苗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珙桐种苗繁育方法包括：

步骤一，采用露天挖坑沙藏法，在露天地上挖浅坑，将经露天处理过的种子倒人坑中，

每30cm深覆湿沙10cm；

步骤二，扦插繁殖，育苗用1年生枝条做插穗，长15.0-20.0cm，直径0.3cm以上；

步骤三，插穗成活后，灌溉、松土、除草、施肥和防治病虫，扦插前用ABT生根粉对插穗底

部处理。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珙桐种苗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中扦插在3月上旬。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珙桐种苗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中扦插行距20cm，

株距10cm。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220261 A

2



一种珙桐种苗繁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植物繁殖培育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珙桐种苗繁育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业内常用的现有技术是这样的：珙桐(Davidia  involucrata  Baill)亦称为

水梨子或鸽子树，系我国特有的珙桐科(Davidioideae)单型属植物，且仅有1种和1变种，即

珙桐和光叶珙桐(D.involucrata  var.Vilmor  iniana(Dode)Warger)。珙桐在国际上享有

“中国鸽子树”的美誉，被称之为“林海中的珍珠”、“植物活化石”和“绿色熊猫”，被誉为“北

温带最有趣和最漂亮的木本植物”，是驰名海内外的园林观赏树种。现已被《中国植物红皮

书》及《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收录，确定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是我国八大国宝植物

之一。化石与孢粉分析表明：珙桐是第三纪古热带孑遗树种，地质历史上曾在北半球广为分

布。作为“植物活化石”，珙桐经历了气候、地质以及植物区系发展的沧桑巨变。贵州省植物

园自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开展珙桐保育工作，已积累了丰富的种质材料和技术基础资

料。一般认为珙桐种子自身的发育和结构特点造成繁殖困难，导致种群自我更新困难；珙桐

种质资源分布范围狭窄，地方种群间隔离严重；自然原因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干扰等是造成

珙桐濒危的重要原因。前人对珙桐濒危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珙桐种群的地理分布、生态

学水平、基本的繁育技术及生物学特性等宏观描述上，但对于珙桐濒危相关的生殖生态、生

理发育、遗传分化及相关分子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开展的还较少。珙桐的繁殖成功取决于

诸多生态因子，如生长、传粉、受精、果实发育过程中的光照、温度、水分、土壤等非生物因

子，以及传粉者的数量、行为，捕食者与种子传播者的种群变化和个体行为等生物因子。因

此更深入地研究微生境中珙桐的生殖生态和生理生态特性等对阐明珙桐濒危机制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珙桐与其它优势树种间的竞争及珙桐幼苗幼树光照不足致更新受阻可能是其

濒危的一大原因，应加强这方面的生理生态研究，以更透彻的掌握珙桐稀有濒危机制。珙桐

种子的休眠机理虽然有不少研究，至今仍存在很大争议，具体是哪种休眠因子在种子萌发

过程中起着控制作用。①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濒危植物—珙桐是驰名海内外的名优树种，也

是我国出口创汇的重要经济树种，具极高的经济和科研价值。②由于自然条件下珙桐种子

繁殖力低下，种群自然更新能力弱，加之气候变化及人为活动干扰的原因，使得珙桐种群濒

临灭绝，珙桐物种亟待拯救。③珍稀濒危植物保育是植物园的重要功能，保育珙桐是植物园

重大的社会责任。建设珙桐保育、观赏、科研的专类基地，开展珙桐濒危机制及种苗扩繁的

相关研究，对珙桐保育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贵州省植物园可以珙桐专类园建设探索植物园

专类建园的经验。④关于珙桐繁殖虽有较广泛的研究，但资料显示，珙桐繁殖的技术瓶颈尚

待突破。珙桐等木本植物自然繁殖能力很低，种子内部含有某种抑制发芽的物质，且需要经

历后熟过程，实生苗的培育需要较长的种子萌发期。为了打破珙桐种子休眠，在育苗方面常

采用机械破损种子法、变温处理法、化学试剂处理法、人畜尿液浸泡法、扦插、沙藏、湿砂层

积法来处理种子，文献表明，目前综珙桐种子育苗的方法，提高珙桐种子萌发整齐度最有效

方法的方法仍仍然是湿沙沉积法，但是，已有的技术育苗成本高，缺少成型的工厂化育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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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且方法因气候条件不同造成局限。

[0003] 综上所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是：珙桐等木本植物自然繁殖能力很低。

[0004] 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难度和意义：结合自然气候条件因地制宜，露天地挖浅坑，监

控砂子的湿度和温度，湿度过低及时补水，湿度过高做避雨排水处理，保证种子储存环境，

减少种子霉变，加快催芽进程。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珙桐种苗繁育方法。

[0006]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珙桐种苗繁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步骤一，种子繁殖技术，采用露天挖坑沙藏法，在露天地上挖浅坑，将经露天处理

过的种子倒人坑中，每30cm深覆湿沙10cm，一般情况不必采取人为措施，让其日晒雨淋，如

遇长时间干旱，则应适量灌些水，使种子保持湿润，埋种子处如有积水应及时排出。

[0008] 步骤二，扦插繁殖，育苗用1年生枝条做插穗，长15.0---20.0cm，直径0.3cm以上，

每个插穗上至少要有2个节间、2个芽，切口平滑不伤皮。

[0009] 步骤三，插穗成活后，要适时灌溉、松土、除草、施肥和防治病虫，扦插前若用ABT生

根粉对插穗底部进行处理。

[0010] 进一步，所述步骤二中扦插在3月上旬，在土壤刚化冻、芽萌动前扦插，插前细致整

地，施足基肥，使土壤疏松、水分充足；

[0011] 进一步，所述步骤二中扦插行距20cm，株距10cm，以直插为主，插条深度因环境条

件而异；过深土壤氧气不足，不利于插穗生根；过浅枝条外露多，蒸发量大，插穗易失水干

枯；如在扦插时气候寒冷而干燥，插后上端应适当覆土；在温暖、湿润条件下，上面第1个芽

微露地表即可；由于枝条有极性现象，扦插时，切勿倒插，插后要踏实，使插穗和土壤密接，

严防插穗下端出现空隙，插后立即灌透水。

[0012]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优点及积极效果为：

[0013] (1)本发明可以使珙桐种子的发芽率能达到90％以上，最高可达98％，发芽时间也

缩短到1年之内。此外，还有诸多对于珙桐幼苗形态及苗期水分与病害管理的研究，也都取

得了一定成果。

[0014] (2)通过本发明的步骤二扦插繁殖处理方法，使育苗成苗率在6％左右，扦插前若

用ABT生根粉对插穗底部进行处理，苗木成活率达50％～60％。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珙桐种苗繁育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

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

限定本发明。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应用原理作详细的描述。

[0018] 如图1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珙桐种苗繁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说　明　书 2/7 页

4

CN 109220261 A

4



[0019] S101：种子繁殖技术，采用露天挖坑沙藏法，在露天地上挖浅坑，将经露天处理过

的种子倒人坑中，每30cm深覆湿沙10cm，一般情况不必采取人为措施，让其日晒雨淋，如遇

长时间干旱，则应适量灌些水，使种子保持湿润，埋种子处如有积水应及时排出。

[0020] S102：扦插繁殖，育苗用1年生枝条做插穗，长15.0---20.0cm，直径0.3cm以上，每

个插穗上至少要有2个节间、2个芽，切口平滑不伤皮。

[0021] S103：插穗成活后，要适时灌溉、松土、除草、施肥和防治病虫，扦插前若用ABT生根

粉对插穗底部进行处理。

[0022] 所述步骤二中扦插在3月上旬，在土壤刚化冻、芽萌动前扦插，插前细致整地，施足

基肥，使土壤疏松、水分充足。

[0023] 所述步骤二中扦插行距20cm，株距10cm，以直插为主，插条深度因环境条件而异；

过深土壤氧气不足，不利于插穗生根；过浅枝条外露多，蒸发量大，插穗易失水干枯；如在扦

插时气候寒冷而干燥，插后上端应适当覆土；在温暖、湿润条件下，上面第1个芽微露地表即

可；由于枝条有极性现象，扦插时，切勿倒插，插后要踏实，使插穗和土壤密接，严防插穗下

端出现空隙，插后立即灌透水。

[002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珙桐种苗繁育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5] 一、种子繁殖：

[0026] 原理：珙桐果骨质坚硬，后熟期长，有隔年发芽的特习，发芽率极低，甚至基本不发

芽，为播种育苗带来极大的困难。湿沙沙藏法是解除种子休眠最常用的方法。沙藏法处理种

子最好，但比一般种子处理的时间要长。

[0027] 第一步种子处理：将当年11月采收的成熟种子，除去果肉、洗净、阴干，用1000mg·

L的高锰酸钾稀溶液进行浸种消毒12h后贮藏在湿沙中，以沙和种子的比例为3：1—5：1为宜

进行拌匀，每7～10天进行1次加湿，使沙子的湿度始终保持在70％～80％左右。

[0028] 第二步苗床整理：播种前先要检查各个沙床排水是否畅通，遮阳网是否完好。沙床

必须深翻、暴晒7天；清理杂物、筛除大的沙块；然后用1000mg·L的高锰酸钾溶液进行苗床

消毒2天，后整平苗床浇1次透水，再过2天后就可以进行播种了

[0029] 第三步种子取出及前处理：将湿藏带芽口的种子，取出用30％+20％ABT生根粉浸

泡,50min，或速蘸，待播。

[0030] 第四步播种：将处理的种子按照10cm*10cm的间距平铺于苗床，芽口朝上，先覆5cm

厚的松毛腐殖土，再覆细土5cm。浇透水，做好遮荫和保水措施。

[0031] 二、扦插繁殖

[0032] 第一步整地：插床1.2m宽，底土细致平整，垫2-3cm100目砂以便沥水，砂上覆扦插

基质10cm(田园土过筛按照田园土：腐殖土：珍珠岩：蛭石1:1:1:1混合)。

[0033] 第二步插穗处理：取1年生枝条做插穗，长15.0---20.0cm，直径0.3cm以上，每个插

穗上至少要有2个节间、2个芽，切口平滑不伤皮，插穗用ABT生根粉对插穗底部进行浸泡半

小时处理(处理苗木成活率50～60％)

[0034] 第三步扦插：扦插在3月上旬，在土壤刚化冻、芽萌动前扦插，扦插行距20cm，株距

10cm，以直插为主，插条深度因环境条件而异；过深土壤氧气不足，不利于插穗生根；过浅枝

条外露多，蒸发量大，插穗易失水干枯；如在扦插时气候寒冷而干燥，插后上端应适当覆土；

在温暖、湿润条件下，上面第1个芽微露地表即可；由于枝条有极性现象，扦插时，切勿倒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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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后要踏实，使插穗和土壤密接，严防插穗下端出现空隙，扦插后在插穗基部适量覆土压

实，插后立即灌透水。

[0035] 第四步扦插管理：保证插床70-80％的湿度，定期要适时灌溉、松土、除草、施肥和

防治病虫。

[0036]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应用原理作进一步的描述。

[0037] 实施例1

[0038] 1引种栽培

[0039] 1.1珙桐野生种苗的引种和管理

[0040] 从2013年开始，从贵州纳雍、宽阔水、梵净山，四川卧龙、龙溪-虹口，湖北神农架、

后河，云南三江口，陕西千家坪，湖南壶瓶山，甘肃白水江等11个自然保护区引种野生珙桐

650株，引种时去掉所有叶片，对直径5cm，株高3m以上的珙桐，仅保留主干2.5m左右；植于植

物园引种试验基地，移栽后浇定根水，栽后前2周，每周浇水1次，以后每年早春、秋末施有机

肥各1次，生长期追施尿素1次。

[0041] 1.2引种珙桐成活率统计

[0042] 表1不同引种地点成活率比较

[0043]

序号 引种地点 引种数量 2014年底成活数(率) 2015年底成活数(率)

1 贵州纳雍 100 83 81

2 贵州宽阔水 50 47 47

3 贵州梵净山 50 50 48

4 陕西千家坪 100 98 92

5 湖北神农架 50 44 40

6 湖北后河 50 41 39

7 四川卧龙 50 39 39

8 四川龙溪-虹口 50 40 37

9 湖南壶瓶山 50 42 39

10 云南三江口 50 —— 46

11 甘肃白水江 50 —— 41

合计   650 88％ 84.5％

[0044] 经过2年观察记录，引种的650株珙桐，第2年死亡15.5％，现剩珙桐549株。在死亡

的珙桐中，苗木越大，死亡率越高，最适宜引种的苗木规格为0.5—1.5m高度，1—2cm直径的

珙桐。

[0045] 1.3珙桐的越冬越夏

[0046] ①抗寒

[0047] 珙桐抗寒力较强，在移植第1年气温下降到0℃左右时，80％嫩稍和幼叶受冻，冰冻

解除后，叶、稍萎焉，继而干枯，但萌幼芽未受损害，第2年基本不受温度影响。

[0048] ②越夏

[0049] 2年观察来看，珙桐一般能安全越夏(幼苗需要必要的遮阴措施)。仅有少量表现为

叶片灼烧。对于遮荫、苗木类型、大小差异，其受害指数也不相同。单一种植在空旷地的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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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高树遮荫的受害指数高。

[0050] 1.4危害珙桐的病虫害

[0051] 主要有蚜虫、蓟马、红蜘蛛、绿蝽、叶蜂、尺蠖和蛴螬等，病害有失绿、叶斑、烂根。危

害最重的是蛴螬、蚜虫、失绿和烂根。

[0052] 1.5珙桐的物候

[0053] 引进的珙桐主要表现为3月上、中旬芽萌动膨大，由暗紫色～绿红色；3月中下旬芽

苞脱落，进入展叶期；3月下旬～6月下旬抽梢；6月下旬～7月上旬顶芽形成；10月下旬叶片

发黄；11月上中旬叶片脱落。

[0054] 实施例2

[0055] 2繁育技术

[0056] 珙桐的繁殖，进行了扦插和种子育苗。由于扦插繁殖系数高，在种子少的条件下能

提供大量树苗，在研究上能保持单株优良基因，与此同时，由于种子有便于远距离引种和适

应性强的特点，也进行了种子育苗试验。

[0057] 2.1扦插繁殖试验

[0058] ①插条的选择和处理

[0059] 嫩枝：选用当年萌发的健壮枝条，剪成长7～15cm，2～3节的插条，每插条带叶1～3

片。插前用25、50、100mg/kg的IBA、NAA、IAA水溶液分别浸泡12h。硬枝：以植物园90年代以来

历年从梵净山引种的野生珙桐为母树，10月采条。插条长10～15cm，100枝为1束，用湿沙分

层埋藏，上覆细沙1cm。插前用不同浓度的药剂分别浸泡24h。

[0060] ②插床及扦插方法

[0061] 荫棚插床：插床置于高1.8m的荫棚内。床长5m，宽1m。床内填充物为3层：下层为

10cm黄土，中层为20cm细土，上层为5cm珍珠岩。插床用固定的有聚乙烯薄膜的木罩覆盖保

湿。土壤用0.5％的高锰酸钾水溶液(提前半天)消毒。扦插深度为插条的2/3，株行距为10cm

×10cm。插后立即淋水，盖好薄膜。待珙桐生根后，逐步揭去薄膜。

[0062] ③试验结果

[0063] 嫩枝插条的性状及生根率

[0064] 异龄母株插条生根率比较，母株年龄越大，生根率越小。5—8年树龄的珙桐苗最适

合做插条。

[0065] 表2不同树龄珙桐生根比较

[0066]

树龄/年 插条数/条 生根插条数/条 生根率/％

1—5 200 103 51.5％

5—8 200 136 68％

8—10 200 95 47.5％

10—15 200 52 26％

[0067] 注：以上插条均为50mg/kg的IBA处理。

[0068] 激素处理与嫩枝插条的生根

[0069] 插条采用30、50、100mg/kg的IBA、NAA、IAA3种水溶液分别浸泡12h。插条一般7～

10d长出愈伤组织，24～40d长出新根。以IBA、NAA处理的效果较为明显，生根率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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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对照组最高生根率为10％。从根长势来看，以50mg/kg的IBA处理的为最好，100mg/kg

次之，30mg/kg又次之。IAA处理插条生根率效果较差。

[0070] 表3激素对珙桐嫩枝的影响

[0071]

[0072] 硬枝扦插插条的生根

[0073] 对硬枝插条进行了不同温度沙埋，不同插境，不同药剂处理(30、50、100mg/kg的

IBA、NAA、IAA水溶液和0.5％KMnO4、0.1％AgNO3水溶液分别浸泡24h)。试验结果证明，珙桐硬

枝插条在15～30℃沙埋，经过19天，剪口处膨大，长成发达乳白色愈伤组织，插条愈伤率达

80％～90％。珙桐硬枝插条不论上述何种处理，扦插后3月下旬后均能萌发、展叶，问题是4

～6月插条陆续死亡。与嫩枝扦插比较，硬枝扦插明显生根率低，其生根率最高的基部萌生

条下段也只达14.7％。但由于硬枝插条有便于运输、保存等优点，解决生根问题仍有进一步

解决的必要。

[0074] 2.2珙桐的种子育苗

[0075] ①试验处理

[0076] 进行了不同期、不同温度的沙藏处理。由于珙桐种壳坚硬，透水性差，为使水分直

接进入核内，观察能否使种子提前出苗，对部分种核进行了去尖处理。

[0077] ②试验结果

[0078] 试验表明不同期沙藏对种子出苗率影响不大。在不同温度条件下沙藏珙桐种子，

出苗率除低温沙藏出苗率较低外，其余处理对珙桐出苗率无促进作用。去尖珙桐种子，完全

丧失发芽力，种仁发霉腐烂。

[0079] ③珙桐种子苗的生长

[0080] 珙桐播种或沙藏后，12月种壳开始爆裂，伸出白色胚根，来年3月下旬～5月上旬子

叶出土，7～10d后真叶出现，4月下旬～7月中旬抽稍，7月中旬～8月上旬顶芽形成。10月中

旬～10月下旬叶变黄。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叶片脱落。当年平均株高28.3cm，地径0.5cm。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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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6月统计，平均株高53.3cm，地径1.07cm。

[0081] 经过3年多对珙桐的引种驯化试验，已将原野生状态的珙桐引入植物园栽培。珙桐

喜荫凉潮湿，除气候异常年份外，一般能安全越冬越夏。夏季干旱少雨，可使珙桐叶片灼烧，

甚至死亡。扦插繁殖以嫩枝较为成功，初步弄清插条性壮、插期、激素处理等因素对插条生

根的影响。由于嫩枝扦插要求荫凉，高湿环境，切忌阳光直射，空气干燥，否则叶片极易失水

干枯。繁殖的扦插苗比种子苗受害指数高。湿沙沙藏法是解除珙桐种子休眠最好的方法，但

比一般种子处理的时间要长。

[008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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