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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伞形刺槐行道树的培养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砧木的选择与定干：选

择一年生刺槐播种苗作为砧木，定干高度为1.4-

1 .6m；(2)嫁接：采剪伞形刺槐接穗，两头切口用

蜡封，沙藏于背阴冷凉处，待砧木树芽萌动前进

行嫁接，得嫁接苗；(3)苗木管理和修剪：对嫁接

苗加强水肥和土壤管理，接穗萌芽后不需进行抹

芽，待新梢达30cm长时，进行短截修剪；(4)移栽

管理：将嫁接苗在早春萌芽前进行移栽。本发明

将伞形刺槐高接至普通刺槐上，并进行短截修

剪，将低矮灌木变为乔木，提高了伞形刺槐的观

赏价值和推广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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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伞形刺槐行道树的培养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砧木的选择与定干：选择一年生刺槐播种苗作为砧木，定干高度为1.5m；

(2)嫁接：采剪伞形刺槐接穗，两头切口用蜡封，沙藏于背阴冷凉处，待砧木树芽萌动前

进行嫁接，得嫁接苗；

(3)苗木管理和修剪：对嫁接苗加强水肥和土壤管理，接穗萌芽后不需进行抹芽，待新

梢达30cm长时，进行短截修剪；(4)移栽管理：将嫁接苗在早春萌芽前进行移栽，行道树株距

为2-3m，栽植穴的底层施5-7kg有机肥做基肥，栽后立即浇水，将栽植穴灌透水，10-12天后

再浇一次透地水，以保证树苗成活，树苗萌芽后无需再修剪，任其新梢生长；

其中，步骤(1)中，砧木的培育方法为：将刺槐良种基地生产的种子或经筛选的普通刺

槐种子，浸种催芽，待70％以上种子胚芽萌发露白后进行播种，播种后8-10天出苗，当苗高

3-4cm时第一次间苗，去掉弱小苗，根据苗木生长密度，再间苗1-2次，间出的苗移栽利用；在

苗高10-15cm时定苗，并加强除草和肥水管理；

所述浸种催芽的方法为：用80～90℃热水浸种24h，捞出吸水膨胀种子待催芽，对未吸

胀的硬粒种子重复处理2～3次，直到80％以上的种子吸水膨胀为止；将吸水膨胀种子保温

保湿催芽3～4天，每天用清水冲洗一次；

步骤(2)中，嫁接采用的方法为劈接法；

所述劈接法的具体步骤如下：将接穗下端削成双斜面，长1.5～2cm，在砧木高1.5m处平

截，从断面中间劈开插入接穗，要使接穗和砧木有一侧木质部对齐；接后用可降解塑膜绑缚

接口；

步骤(3)中，短截修剪的方法为：待新梢达30cm长时，进行第1次短截，剪掉梢顶15cm；待

二级新梢达30cm长时，进行第2次短截，剪掉梢顶15cm；待三级新梢达30cm长时，进行第3次

短截，剪掉梢顶15cm；直到秋末生长停止，枝梢封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培养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砧木的选择标准为：苗干通

直，苗高在2m以上，胸径大于1.5cm，无病虫危害。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培养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伞形刺槐接穗的采剪时间为

2月中下旬，接穗的穗长8～10cm，穗粗0.5～1.0cm。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培养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肥水和土壤管理的方法为：

视土壤水分情况，适时浇水；在6月上旬和7月中旬各追施一次氮磷钾速效肥，用量为每公顷

100-150kg，追肥后灌水；灌溉和降雨后要松土除草，保持育苗地土壤疏松无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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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伞形刺槐行道树的培养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伞形刺槐行道树的培养方法，属于植物栽培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伞形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  var .umbraculifera)是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的变种，原产美国，后传入荷兰等欧洲国家。2002年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

王镇国家林木良种繁育基地从荷兰引进伞形刺槐，2013年山东省林科院刺槐项目组从东营

大王镇引进少量枝条嫁接繁殖，当年获得数株苗木。该种刺槐为低矮的灌木，丛生状，自然

形成伞形即近圆球形树冠，无主干。伞形刺槐用作观赏树木培养价值较低，作为用材树种培

养显然不适宜。

[0003] 目前，刺槐类树种用于园林绿化主要是庭院丛植或孤植，用于行道树绿化都是乔

木栽植，尚无灌木刺槐用于城镇行道树绿化。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伞形刺槐行道树的培养方法，利用

伞形刺槐枝干丛生形成圆球形树冠的特性，将伞形刺槐高接至普通刺槐上，并进行短截修

剪，培育成小乔木状的圆形树冠，用于城镇行道树栽植绿化，形成独特景观，具有很高观赏

价值和绿化价值。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下述技术方案：

[0006] 一种伞形刺槐行道树的培养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砧木的选择与定干：选择一年生刺槐播种苗作为砧木，定干高度为1.4-1 .6m

(优选为1.5m)；

[0008] (2)嫁接：采剪伞形刺槐接穗，两头切口用蜡封，沙藏于背阴冷凉处，待砧木树芽萌

动前进行嫁接，得嫁接苗；

[0009] (3)苗木管理和修剪：对嫁接苗加强水肥和土壤管理，接穗萌芽后不需进行抹芽，

待新梢达30cm长时，进行短截修剪；

[0010] (4)移栽管理：将嫁接苗在早春萌芽前进行移栽，行道树株距为2-3m，栽植穴的底

层施5-7kg有机肥做基肥，栽后立即浇水，将栽植穴灌透水，10-12天后再浇一次透地水，以

保证树苗成活，树苗萌芽后无需再修剪，任其新梢生长。

[0011] 步骤(1)中，砧木的培育方法为：将刺槐良种基地生产的种子或经筛选的普通刺槐

种子，浸种催芽，待70％以上种子胚芽萌发露白后进行播种，播种后8-10天出苗，当苗高3-

4cm时第一次间苗，去掉弱小苗，根据苗木生长密度，再间苗1-2次，间出的苗移栽利用；在苗

高10-15cm时定苗，并加强除草和肥水管理。

[0012] 上述砧木的培育方法中，所述浸种催芽的方法为：用80～90℃热水浸种24h，捞出

吸水膨胀种子待催芽，对未吸胀的硬粒种子重复处理2～3次，直到80％以上的种子吸水膨

胀为止；将吸水膨胀种子保温保湿催芽3～4天，每天用清水冲洗一次，防止种子粘变发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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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上述砧木的培育方法中，播种的操作为：播种地要深翻整地，施有机肥或土杂肥做

基肥；作床、播种，苗床宽1m，南北向，每床播3行，行距50cm；播前灌足底水，待水渗下土壤稍

干松散时，开深3～4cm、宽3～5cm的播种沟，将种子均匀撒入播种沟内，及时覆土1～2cm，播

种量为每亩1.5-2.5kg。

[0014] 上述砧木的培育方法中，除草和肥水的管理方法为：播种出苗后应适时浇水，每次

间苗移栽后要灌水；灌溉和降雨后要松土除草，保持育苗地土壤疏松无杂草；速生期之前要

追肥，在6月上旬和7月中旬各追施一次氮磷钾速效肥，用量为每公顷100-150kg，追肥后灌

水。

[0015] 上述砧木的培育方法中，由于刺槐苗生长迅速，为防止徒长，培育壮苗，在7至8月

可打掉梢顶1～2次。

[0016] 步骤(1)中，砧木的选择标准为：苗干通直，苗高在2m以上，胸径大于1.5cm，无病虫

危害。

[0017] 步骤(2)中，伞形刺槐接穗的采剪时间为2月中下旬，接穗的穗长8～10cm，穗粗0.5

～1.0cm。本发明对接穗的粗度进行了试验研究，接穗粗度增加，其枝内的植物激素和营养

物质含量也随之增加，有利于接穗萌芽成活；但接穗也不宜过粗，过粗的接穗其木质化程度

较高，反而降低了接穗萌芽成活率。结果发现，接穗的粗度为0.5～1.0cm，接穗萌芽的成活

率最高。

[0018] 步骤(2)中，嫁接采用的方法为劈接法或袋接法；

[0019] 所述劈接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0020] 将接穗下端削成双斜面，长1.5～2cm，在砧木高1.5m处平截，从断面中间劈开插入

接穗，要使接穗和砧木有一侧木质部对齐；接后用可降解塑料膜绑缚接口。

[0021] 所述袋接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0022] 将砧木上截面削成1cm长的斜面，用手捏住苗干向斜面高的一边推捏，使木质部与

韧皮部分离形成袋状；将接穗下端削成单斜面，长1.5～2cm，并在斜面反面的两侧各削一

刀，以露出绿色的形成层为度；把削好的接穗反插入砧木的“小袋”中，插入深度至少要达到

斜面的2/3以上，不能造成苗干皮层开裂；接后用可降解塑料膜绑缚接口。

[0023] 上述劈接法和袋接法中，本发明采用可降解塑料膜绑缚接口，此种材料的透气性

好，有利于提高嫁接成活率，而且成活后不用解绑，节省一道工序，而且没有白色污染。

[0024] 步骤(3)中，肥水和土壤管理的方法为：视土壤水分情况，适时浇水；在6月上旬和7

月中旬各追施一次氮磷钾速效肥，用量为每公顷100-150kg，追肥后灌水；灌溉和降雨后要

松土除草，保持育苗地土壤疏松无杂草。

[0025] 步骤(3)中，短截修剪的方法为：待新梢达30cm长时，进行第1次短截，剪掉梢顶

15cm；待二级新梢达30cm长时，进行第2次短截，剪掉梢顶15cm；待三级新梢达30cm长时，进

行第3次短截，剪掉梢顶15cm；直到秋末生长停止，枝梢封顶。本发明采用上述短截修剪方

法，目的是增加接穗萌发枝条的数量，形成丛生状，使嫁接苗当年就能培育成伞形树冠雏

形。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7] (1)本发明首次将伞形刺槐高接在普通刺槐上，并进行短截修剪，嫁接苗当年就可

培育成伞形树冠雏形，成功实现了将低矮灌木的伞形刺槐变为乔木，可以作为城镇行道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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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绿化应用，提高了伞形刺槐的观赏价值和推广利用价值。本发明还通过对砧木的培育、

接穗的选择、接穗和砧木结合方法以及接穗嵌入后的管理等方法技术的调整和优化，实现

了成活率的显著提高。而且本发明技术方法简单易行，成本较低，效益好，经济价值高。

[0028] (2)影响嫁接成活的主要因素有接穗和砧木的亲和力、嫁接的技术和嫁接后的管

理。所谓亲和力，就是接穗和砧木在内部组织结构上、生理和遗传上，彼此相同或相近，从而

能互相结合在一起的能力。亲和力高，则嫁接成活率高，反之，则嫁接成活率低。伞形刺槐为

刺槐的变种，是灌木，与乔木刺槐之间存在种类差异，会导致其嫁接的成活率不高。因此，要

获得理想的嫁接成活率(85％以上)，关键环节是嫁接技术和接后的管理。本发明对砧木的

定干高度、接穗的选择、嫁接方法、苗木管理与修剪方法等进行了优化，提高了伞形刺槐与

普通刺槐的嫁接成活率，采用本发明的方法，嫁接成活率可达90％以上。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通过具体实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应该说明的是，下述实施例仅是

为了解释本发明，并不对其内容进行限定。

[0030] 实施例1：伞形刺槐行道树的培养方法

[0031] 具体培养方法如下：

[0032] 1.砧木苗培育：

[0033] 选购刺槐良种基地生产的种子或经筛选的普通刺槐种子，浸种催芽。用80～90℃

热水浸种24h，捞出吸水膨胀种子待催芽，对未吸胀的硬粒种子重复处理2～3次，直到80％

种子吸水膨胀为止。将吸水膨胀种子保温保湿催芽，每天用清水冲洗一次，防止种子粘变发

霉，约需3～4天时间，待约70％种子胚芽萌发露白即可播种。播种地要深翻整地，施有机肥

或土杂肥做基肥。作床、播种，苗床宽1m，南北向，每床播3行，行距50cm。播前灌足底水，待水

渗下土壤稍干松散时，开深3～4cm、宽3～5cm的播种沟，将种子均匀撒入播种沟内，及时覆

土1～2cm。播种量每亩2kg左右。播后8～10天可出苗。当苗高3～4cm时第一次间苗，去掉弱

小苗。以后视苗木生长密度，再间苗1～2次。间出的苗移栽利用。在苗高10～15cm时定苗，间

距30cm。播种出苗后应适时浇水，每次间苗移栽后要灌水。灌溉和降雨后要松土除草，保持

育苗地土壤疏松无杂草。速生期之前要追肥，在6月上旬和7月中旬各追施一次氮磷钾速效

肥，用量每公顷100-150kg，追肥后灌水。由于刺槐苗生长迅速，为防止徒长，培育壮苗，在7

至8月可打掉梢顶1～2次。

[0034] 2.砧木选择与定干：

[0035] 用培育的一年生刺槐播种苗做砧木。选择砧木苗的标准是，苗干通直，苗高在2m以

上，胸径大于1.5cm，无病虫危害。在苗高1.5m处嫁接，也即定干高度为1.5m。

[0036] 3.嫁接：

[0037] 2月中下旬采剪伞形刺槐接穗，要求穗长8～10cm，穗粗0.5～1.0cm，两头切口用蜡

封，沙藏于背阴冷凉处。采用劈接法或袋接法嫁接，在春季刺槐砧木树芽萌动前进行。劈接

法是将接穗下端削成双斜面，长1.5～2cm，在砧木高1.5m处平截，从断面中间劈开插入接

穗，要使接穗和砧木有一侧木质部对齐；接后用可降解塑膜绑缚接口。袋接法是将砧木上截

面削成1cm长的斜面，用手捏住苗干向斜面高的一边推捏，使木质部与韧皮部分离形成袋

状。将接穗下端削成单斜面，长1.5～2cm，并在斜面反面的两侧各削一刀，以露出绿色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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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层为度。把削好的接穗反插入砧木的“小袋”中，插入深度至少要达到斜面的2/3以上，不

能造成苗干皮层开裂。接后用可降解塑料膜绑缚接口。

[0038] 4.苗木管理和修剪：

[0039] 对嫁接苗加强肥水和土壤管理，视土壤水分情况，适时浇水。在6月上旬和7月中旬

各追施一次氮磷钾速效肥，用量每公顷100-150kg，追肥后灌水。灌溉和降雨后要松土除草，

保持育苗地土壤疏松无杂草。注意预防初夏刺槐蚜虫对新生幼梢的危害，如果发现蚜虫发

生，可喷施吡虫啉或溴氰菊酯药液，每7～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3次。接穗萌芽后不需抹

芽，待新梢达30cm长时，进行第1次短截，剪掉梢顶15cm。待二级新梢达30cm长时，进行第2次

短截，剪掉梢顶15cm。待三级新梢达30cm长时，进行第3次短截，剪掉梢顶15cm。直到秋末生

长停止，枝梢封顶，当年嫁接苗就可培育成伞形树冠雏形。

[0040] 5.栽植管理：

[0041] 伞形刺槐嫁接苗在早春萌芽前栽植成活率最高。行道树株距以2m或3m为宜，栽植

穴规格50cm×50cm×50cm，底层施5～7kg有机肥做基肥。栽后立即浇水，将树穴灌透水。10

天后再浇一次透地水，以保证树苗成活。树苗萌芽后无需再修剪，任其新梢生长。当年可长

成直径1m左右的树冠。

[0042] 对比例1：

[0043] 采用相同培育方法培育的一年生刺槐播种苗作为砧木，嫁接伞形刺槐接穗。对比

例1的方法和实施例1方法的区别在于：对比例1中砧木的定干高度为2.0m。

[0044] 对比例2：

[0045] 采用相同培育方法培育的一年生刺槐播种苗作为砧木，嫁接伞形刺槐接穗。对比

例2的方法和实施例1方法的区别在于：对比例2中接穗的粗度为0.3～0.4cm。

[0046] 对比例3：

[0047] 采用相同培育方法培育的一年生刺槐播种苗作为砧木，嫁接伞形刺槐接穗。对比

例3的方法和实施例1方法的区别在于：对比例3中接穗的粗度为1.2～1.4cm。

[0048] 对比例4：

[0049] 采用相同培育方法培育的一年生刺槐播种苗作为砧木，嫁接伞形刺槐接穗。对比

例4的方法和实施例1方法的区别在于：对比例4中对于嫁接部位接口所用绑缚材料由普通

塑膜改进为可降解塑膜。

[0050] 试验例：成活率统计试验

[0051] 采用实施例1、对比例1-3的方法，进行规模育苗试验，试验结果如表1所示。

[0052] 表1：

[0053]

处理 嫁接株数 成活株数 平均成活率(％)

实施例1 300 276 92

对比例1 300 252 84

对比例2 300 246 82

对比例3 300 256 85

[0054] 由上表可知，采用本发明的培育方法，可以明显提高伞形刺槐在普通刺槐上的嫁

接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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