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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适用于攀援、藤曼、枝长而

软的灌木的景观大树培植方法，该方法包括：步

骤一：定植规划；步骤二：熟土填坑；步骤三：做圈

扦插；步骤四：平茬增苗；步骤五：拉枝捆扎；步骤

六：剪枝定桩；步骤七：捆扎成型；步骤八：人工侧

枝；步骤九：嫁接提质。通过上述方式，本发明提

供一种适用于攀援、藤曼、枝长而软的灌木的景

观大树培植方法，通过对攀援、藤蔓、枝长而软的

灌木进行特定的栽培和管理及人工操作，使其增

大增粗并自然愈合，形成一棵大树状，可按需使

用嫁接法生产成品大树，具有操作简单、取材方

便、经济效益高、景观效果好等特点。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CN 107801542 B

2021.08.20

CN
 1
07
80
15
42
 B



1.一种适用于攀援、藤曼、枝长而软的灌木的景观大树培植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

包括：

步骤一：定植规划：确定成品大树直径目标，根据待培植成品大树直径目标规划定值密

度，确定定值点位置；

步骤二：熟土填坑：以定植点为圆心，挖取圆形坑，取出生土，填入熟土或熟土与植物秸

秆的混合土；圆形坑的直径控制在1.2米，深度控制在0.8米；

步骤三：做圈扦插：用小钢筋制作两个直径不等的圆圈，组合成位于相同水平面的同心

圆，并置入定植点，剪取枝条，扦插在同心圆内圆与外圆之间的圆环内，勤浇水，保证苗成

活：若成品大树的生产需求的直径为0.3米，则制作外圆直径30厘米，内圆直径16厘米的圆

圈，每个定植点扦插的植株量设置为40株；若成品大树的生产需求的直径为0.4米，则制作

外圆直径40厘米，内圆直径26厘米的圆圈，每个定植点扦插的植株量设置为50株；若成品大

树的生产需求的直径为0.5米，则制作外圆直径50厘米，内圆直径36厘米的圆圈，每个定植

点扦插的植株量设置为60株；若成品大树的生产需求的直径为0.6米，则制作外圆直径60厘

米，内圆直径46厘米的圆圈，每个定植点扦插的植株量设置为70株；

步骤四：平茬增苗，在扦插的当年立秋前十天，施一次肥，在土壤湿润的条件下，将小苗

平茬，达到增苗的目的，用竹竿在定植点周围打四个桩，上部用铁丝围成圆环，防止枝条倒

伏，如果苗少，可在第二年农历夏至节在土壤湿润的条件下，进行第二次平茬，达到增苗的

目的：若成品大树的生产需求的直径为0.3米，则需进行至少一次的平茬工序，使大于1.4米

高度的苗量控制在80株~120株；若成品大树的生产需求的直径为0.4米，则需进行至少一次

的平茬工序，使大于1.4米高度的苗量控制在100株~150株；若成品大树的生产需求的直径

为0.5米，则需进行至少一次的平茬工序，使大于1.4米高度的苗量控制在120株~180株；若

成品大树的生产需求的直径为0.6米，则需进行至少一次的平茬工序，使大于1.4米高度的

苗量控制在140株~210株；

步骤五：拉枝捆扎，以步骤三所述同心圆的内圆作为下底面，用钢丝或铁丝制作圆台，

将定植点内枝条往四周拉开，将圆台置于步骤三所述同心圆的内圆处，随后将枝条理顺，紧

贴在圆台外壁，用捆树机将胶皮电线扎紧枝条；

步骤六：剪枝定桩，在捆扎完成后，将枝条与圆台上底面修剪齐平，并保持水土湿润；在

定植点四周固定四根竹竿，竹竿上部用铁丝围成圆圈防止倒伏；

步骤七：捆扎成型，在步骤六实施后的第二年冬季，将所有枝条用捆树机困在一起，树

体变为实心，按树的大小和高低留出三个侧枝和头，形成下空上实，下大上小的形态结构；

步骤八：人工侧枝，待第二年枝条木质化，韧性变强后，将步骤七留出的侧枝用手工捆

绑形成第一，第二，第三侧枝，确定冠幅大小，并一次性分出第二层级分枝，在经过2‑3年的

自然生长，形成第三层级；

步骤九：嫁接提质，待树体形成以后，因品种不同，花色不同，若需要嫁接，可用嫁接的

办法，用同科的良品良种嫁接换头。

2.根据权利要求1  所述的适用于攀援、藤曼、枝长而软的灌木的景观大树培植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攀援、藤蔓、枝长而软的灌木枝条选用无刺蔷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攀援、藤曼、枝长而软的灌木的景观大树培植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九中，选用玫瑰、月季嫁接到成品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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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攀援、藤曼、枝长而软的灌木的景观大树培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适用于攀援、藤曼、枝长而软的灌木的景观大树培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攀援、藤蔓、枝长而软的灌木，大多具有独特而明显的优势，其花色艳丽，深受广大

人民群众的喜爱，但是自然条件下无法长成高大树形，无法实现经济效益的扩大，无法满足

市场需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适用于攀援、藤曼、枝长而软的灌木的景

观大树培植方法，通过对攀援、藤蔓、枝长而软的灌木进行特定的栽培和管理及人工操作，

使其增大增粗并自然愈合，形成一棵大树状，可按需使用嫁接法生产成品大树，具有操作简

单、取材方便、经济效益高、景观效果好等特点。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适用于攀援、藤

曼、枝长而软的灌木的景观大树培植方法，该方法包括：

[0005] 步骤一：定植规划：确定成品大树直径目标，根据待培植成品大树直径目标规划定

值密度，确定定值点位置；

[0006] 步骤二：熟土填坑：以定植点为圆心，挖取圆形坑，取出生土，填入熟土或熟土与植

物秸秆的混合土；

[0007] 步骤三：做圈扦插：用小钢筋制作两个直径不等的圆圈，组合成位于相同水平面的

同心圆，并置入定植点，剪取枝条，扦插在同心圆内圆与外圆之间的圆环内，勤浇水，保证苗

成活；

[0008] 步骤四：平茬增苗，在扦插的当年立秋前十天，施一次肥，在土壤湿润的条件下，将

小苗平茬，达到增苗的目的，用竹竿在定植点周围打四个桩，上部用铁丝围成圆环，防止枝

条倒伏，如果苗少，可在第二年农历夏至节在土壤湿润的条件下，进行第二次平茬，达到增

苗的目的；

[0009] 步骤五：拉枝捆扎，以步骤三所述同心圆的内圆作为下底面，用钢丝或铁丝制作圆

台，将定植点内枝条往四周拉开，将圆台置于步骤三所述同心圆的内圆处，随后将枝条理

顺，紧贴在圆台外壁，用捆树机将胶皮电线扎紧枝条；

[0010] 步骤六：剪枝定桩，在捆扎完成后，将枝条与圆台上底面修剪齐平，并保持水土湿

润；在定植点四周固定四根竹竿，竹竿上部用铁丝围成圆圈防止倒伏；

[0011] 步骤七：捆扎成型，在步骤六实施后的第二年冬季，将所有枝条用捆树机困在一

起，树体变为实心，按树的大小和高低留出三个侧枝和头，形成下空上实，下大上小的形态

结构；

[0012] 步骤八：人工侧枝，待第二年枝条木质化，韧性变强后，将步骤七留出的侧枝用手

工捆绑形成第一，第二，第三侧枝，确定冠幅大小，并一次性分出第二层级分枝，在经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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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自然生长，形成第三层级；

[0013] 步骤九：嫁接提质，待树体形成以后，因品种不同，花色不同，若需要嫁接，可用嫁

接的办法，用同科的良品良种嫁接换头。

[0014]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所述攀援、藤蔓、枝长而软的灌木枝条选用无刺蔷

薇。

[0015]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所述步骤九中，选用玫瑰、月季嫁接到成品大树。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适用于攀援、藤曼、枝长而软的灌木的景

观大树培植方法，通过对攀援、藤蔓、枝长而软的灌木进行特定的栽培和管理及人工操作，

使其增大增粗并自然愈合，形成一棵大树状，可按需使用嫁接法生产成品大树，具有操作简

单、取材方便、经济效益高、景观效果好等特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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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18] 本发明实施例：

[0019] 一种适用于攀援、藤曼、枝长而软的灌木的景观大树培植方法，该方法包括：

[0020] 步骤一：定植规划：确定成品大树直径目标，根据待培植成品大树直径目标规划定

值密度，确定定值点位置；

[0021]

[0022] 如表所示，若成品大树的生产需求的直径为0.4米，则需要按照4m×4m的定植密度

规划定植田。

[0023] 步骤二：熟土填坑：以定植点为圆心，挖取圆形坑，取出生土，填入熟土或熟土与植

物秸秆的混合土；圆形坑的直径控制在1.2米，深度控制在0.8米。

[0024] 步骤三：做圈扦插：用小钢筋制作两个直径不等的圆圈，组合成位于相同水平面的

同心圆，并置入定植点，剪取枝条，扦插在同心圆内圆与外圆之间的圆环内，勤浇水，保证苗

成活；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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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如表所示，若成品大树的生产需求的直径为0.4米，则制作外圆直径40厘米，内圆

直径26厘米的圆圈，每个定植点扦插的植株量设置为50株。

[0027] 步骤四：平茬增苗，在扦插的当年立秋前十天，施一次肥，在土壤湿润的条件下，将

小苗平茬，达到增苗的目的，用竹竿在定植点周围打四个桩，桩的高度设置为1.5米，上部用

铁丝围成圆环，圆环直径1.2米，防止枝条倒伏，如果苗少，可在第二年农历夏至节在土壤湿

润的条件下，进行第二次平茬，达到增苗的目的；

[0028]

[0029] 如表所示，若成品大树的生产需求的直径为0.4米，则需进行至少一次的平茬工

序，使大于1.4米高度的苗量控制在100株～150株。

[0030] 步骤五：拉枝捆扎，以步骤三所述同心圆的内圆作为下底面，用钢丝或铁丝制作圆

台，将定植点内枝条往四周拉开，将圆台置于步骤三所述同心圆的内圆处，随后将枝条理

顺，紧贴在圆台外壁，用捆树机将胶皮电线扎紧枝条；

[0031]

[0032] 如表所示，若成品大树的生产需求的直径为0.4米，则需要制作下底面直径0.26

米，上底面直径0.16米，高度1.4～1.6米的圆台。

[0033] 步骤六：剪枝定桩，在捆扎完成后，将枝条与圆台上底面修剪齐平，并保持水土湿

润；在定植点四周固定四根竹竿，竹竿高度设置为3.5米，竹竿上部用铁丝围成圆圈防止倒

伏，圆圈直径设置为1.2米；

[0034] 步骤七：捆扎成型，在步骤六实施后的第二年冬季，将所有枝条用捆树机困在一

起，树体变为实心，按树的大小和高低留出三个侧枝和头，形成下空上实，下大上小的形态

结构；

[0035] 步骤八：人工侧枝，待第二年枝条木质化，韧性变强后，将步骤七留出的侧枝用手

工捆绑形成第一，第二，第三侧枝，确定冠幅大小，并一次性分出第二层级分枝，在经过2‑3

年的自然生长，形成第三层级；

[0036]

[0037] 如表所示，若成品大树的生产需求的直径为0.4米，则需将第一层分枝、第二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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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第三层分枝的高度分别控制在2～2.8米、2.5～3.3米、2.8～3.6米的范围内，三个主分

枝的平面角度控制在60度。

[0038] 步骤九：嫁接提质，待树体形成以后，因品种不同，花色不同，若需要嫁接，可用嫁

接的办法，用同科的良品良种嫁接换头。

[0039] 其中，所述攀援、藤蔓、枝长而软的灌木枝条选用无刺蔷薇。

[0040]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九中，选用玫瑰、月季嫁接到成品大树。

[0041] 本发明原理：

[0042] 根据近亲植物的亲合力强、自我修复能力强、愈合能力强的特点，用嫁接法，择优

去劣，从新组合，在管理上，对“水、肥、热、光”的有效把握，最大限度的增大单位苗木数量，

以及人为的操控而进行的生产过程。

[004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44] 1、操作简单，实施方便，没有大的技术难度，可规模生产。

[0045] 2、选取攀援、藤蔓、枝长而软的枝条，取材很方便。

[0046] 3、经济效益高。攀援、藤蔓、枝长而软的大树制作较简单，取材方便，起点低，生产

周期仅需7年左右，投入的成本低。仅需500‑700元，而市场上采用野生桩作攀援、藤蔓、枝长

而软的灌木嫁接，市场价格高达几十万元。

[0047] 4、景观效果好，通人工的制做，主杆更显粗壮，苍劲，分枝的高度，分枝数，分枝的

角度，冠幅更合理，其既可观型，又可赏花，景观效果更好。

[0048]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适用于攀援、藤曼、枝长而软的灌木的景观大树培植

方法，通过对攀援、藤蔓、枝长而软的灌木进行特定的栽培和管理及人工操作，使其增大增

粗并自然愈合，形成一棵大树状，可按需使用嫁接法生产成品大树，具有操作简单、取材方

便、经济效益高、景观效果好等特点。

[004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它相关的技术领

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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