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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枸橼快速扦插繁殖方法

(57)摘要

一种枸橼快速扦插繁殖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1）采穗母树修剪与施肥；（2）插穗采集；（3）

插穗消毒处理；（4）准备培养托盘；（5）插穗生根

培养；（6）移栽。本发明简化繁育步骤，促进萌发

插穗数量、缩短了插穗长度、优化了其粗度，促进

插条快速生根，有效的增加了生根率和生根长

度；此外，本发明的方法简单易行，成本低廉，节

约空间；插条材料易取，扦插后生根率高，所培育

的扦插苗成活率由大棚直接扦插4%提高到80％

以上，苗木根系发达，一个月左右即可出圃移栽，

移栽成活率超过90％以上，长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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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枸橼快速扦插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采穗母树修剪与施肥：修剪母树促生新鲜枝条，施肥补充养分；

（2）插穗采集：从母树上采取带顶芽的半木质化的当年生嫩枝，进行修剪，得修剪后插

穗；所述嫩枝的平均基径为3~5mm；所述修剪为将嫩枝上下两端平剪，剪成长度为4～6cm，且

含至少两个芽节以及至少一片叶片；

（3）插穗消毒处理：将修剪后的插穗浸泡于消毒液中进行消毒，然后用清水清洗，清除

残留消毒药剂，再用酒精棉将叶片与枝条擦拭干净，得消毒后的插穗；

（4）准备培养托盘：于培养托盘底部垫无菌卫生纸，于无菌卫生纸上再盖滤纸，用清水

浇透；所述培养托盘的规格为长×宽×高为（130~300）mm×（130~300）mm×（20~100）mm；

（5）插穗生根培养：将消毒后的插穗平摆放入培养托盘内，插穗生物学上端朝上，生物

学下端朝下，插穗基部用干净的脱脂棉覆盖，将生根剂浇透脱脂棉，托盘湿润不积水，培养

托盘整体用自封袋套好保温保湿，置于恒温恒湿培养室中培养；所述生根剂为ABT生根粉、

水、体积浓度为75％酒精的混合物；所述生根剂的浓度为20~200ppm的ABT  +30~50  mL的

75％酒精；插穗扦插1个月内，每1～2周于保湿棉花上加50～100mL生根剂；

（6）移栽：待插穗生根长至≥3cm后，移栽至营养土中，移栽后浇透水，后续进行正常管

理，即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枸橼快速扦插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施肥为

每株小苗施0.2~0.4kg菜枯，大苗0.5~0.7kg菜枯。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枸橼快速扦插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消

毒液为稀释500~1000倍的多菌灵液，所述浸泡的时间为30～60min；所述清水清洗的次数5~
7  遍。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枸橼快速扦插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中，所述营

养土采用以下方法制得：按锯木屑：河沙：草炭=（3~4）∶（1~2）∶1的质量比，再加入有机肥与

复合肥充分混匀后，用塑料膜盖实发酵一个月。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枸橼快速扦插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中，所述营养土

采用以下方法制得：按锯木屑：河沙：草炭=（3~4）∶（1~2）∶1的质量比，再加入有机肥与复合

肥充分混匀后，用塑料膜盖实发酵一个月。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一种枸橼快速扦插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中，插穗

扦插1个月后每隔7~10天浇一次1000倍史丹利；所述移栽的株行距为3~10cm×3~10cm。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枸橼快速扦插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中，插穗扦插

1个月后每隔7~10天浇一次1000倍史丹利；所述移栽的株行距为3~10cm×3~10cm。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枸橼快速扦插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中，插穗扦插

1个月后每隔7~10天浇一次1000倍史丹利；所述移栽的株行距为3~10cm×3~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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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枸橼快速扦插繁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枸橼快速繁殖方法，具体涉及本发明涉及一种枸橼快速扦插繁殖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柑橘是芸香科下属的常绿性小乔木，是世界第一大水果，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是

南方栽培面积最广的果树之一。

[0003] 枸橼(Citrus  medica  L.)又名香橼，是柑橘的三个原始种之一，生长习性适于高

温多湿环境。枸橼的繁殖方式包括有性繁殖与无性繁殖两大类。

[0004] 枸橼有性繁殖是用枸橼种子直接播种的方法，播种法虽然繁殖系数较大，但易使

后代发生变异及性状分离，幼苗生长缓慢，开花结果周期长，对于结实率较低的柑橘品种，

无法批量繁育。

[0005] 枸橼无性繁殖常采用嫁接法、扦插法和组织培养法，是利用植物的营养器官根、

茎、叶进行繁殖，属于无性繁殖中的营养繁殖。

[0006] 嫁接法是枸橼生产上传统的育苗方法，而嫁接需要提前准备大量砧木，而砧木为

有性繁殖，繁育的苗木整齐度也较差，引起植株生长不整齐等问题，还存在秋季直接在苗圃

中播种时种子萌发率低的问题。其次嫁接所需砧木占地面积较大，嫁接时间与嫁接温度要

求较高，嫁接操作技术要求较严。

[0007] 组织培养法繁殖成本高，操作复杂繁琐，技术管理难等缺陷。

[0008] 扦插法是采用母体枝条直接繁育，无需砧木，占地面积少，操作简便，成本低廉，能

够遗传母本的优良性状，在结实率低、幼龄的品种和种质资源保存中应用较广。所以苗木繁

殖采用扦插法容易入手。但由于现阶段柑橘扦插技术方法尚不成熟，扦插后不易生根成活，

柑橘扦插相关的报道还较少。因此，如何让柑橘快速扦插成活成为了目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开展柑橘枸橼扦插繁殖技术的研究，对枸橼的良种保存和推广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009] 枸橼扦插前，常采用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处理插穗能促进生根，增加成活率。当前应

用较广的生根剂有吲哚乙酸(IAA)、吲哚丁酸(IBA)、萘乙酸(NAA)、赤霉素(GA)等外源激素

和ABT、GGR等复合型植物生长调节剂。浓度过低和处理时间过短，对插穗生根的促进作用不

明显；浓度过高和处理时间过长，则对插穗有害，抑制插穗生根。扦插枝条通常以休眠枝进

行春插(硬枝扦插)和新生嫩枝进行夏插(嫩枝扦插)为主，选择生长发育最旺盛时期的枝条

进行扦插生根率最高。然而柑橘枸橼扦插所需的生长调节剂及其浓度、扦插方法、所需环境

等方面仍不成熟。

[0010] 截止到目前，柑橘的绝大多数品种无性系扦插繁育技术尚未解决，柑橘枸橼扦插

生根问题仍然值得研究。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操作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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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能够促进萌发插穗数量、插条生根速度快，生根率高的枸橼快速扦插繁殖方法。

[0012]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枸橼快速扦插繁殖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

[0013] (1)采穗母树修剪与施肥：修剪母树促生新鲜枝条，施肥补充养分；

[0014] (2)插穗采集：从母树上采取带顶芽的半木质化的当年生嫩枝，进行修剪，得修剪

后插穗；

[0015] (3)插穗消毒处理：将修剪后的插穗浸泡于消毒液中进行消毒，然后用清水清洗，

清除残留消毒药剂，再用酒精棉将叶片与枝条擦拭干净，得消毒后的插穗；

[0016] (4)准备培养托盘：于培养托盘底部垫无菌卫生纸，于无菌卫生纸上再盖滤纸，用

清水浇透；

[0017] (5)插穗生根培养：将消毒后的插穗平摆放入培养托盘内，插穗生物学上端朝上，

生物学下端朝下，插穗基部用干净的脱脂棉覆盖，将生根剂浇透脱脂棉，托盘湿润不积水，

培养托盘整体用自封袋套好保温保湿，置于恒温恒湿培养室中培养；

[0018] (6)移栽：待插穗生根长至≥3cm后，移栽至营养土中，移栽后浇透水，后续进行正

常管理，即成。

[0019] 进一步，步骤(5)中，所述生根剂为包括ABT生根粉、水、体积浓度为75％酒精的混

合物。

[0020] 进一步，所述生根剂浓度为20～200ppm的ABT+30～50mL的75％酒精。所述ABT生根

粉具有补充外源激素与促进植物体内内源激素合成的双重功效，能促进不定根形成；所述

75％酒精可以充分溶解ABT生根粉，有利于插穗的吸收，同时具有杀菌消毒作用。利用本发

明所述生根剂处理植物插穗，能参与其不定根形成的整个生理过程，具有补充外源激素与

促进植物体内内源激素合成的双重功效，因而能促进不定根生长。

[0021] 进一步，步骤(1)中，所述施肥为每株小苗施0.2～0.4kg菜枯，大苗0.5～0.7kg菜

枯。

[0022] 进一步，步骤(2)中，所述粗细均匀的枝条的平均基径为3～5mm；所述修剪为将枝

条上下两端平剪，剪成平均长度为4～6cm，且含至少两个芽节以及至少一片叶片。

[0023] 进一步，步骤(3)中，所述消毒液为稀释500～1000倍的多菌灵液，所述浸泡的时间

为30～60min；所述清水清洗的次数为5～7遍。

[0024] 进一步，步骤(4)中，所述培养托盘规格为长×宽×高深为(130～300)mm×(130～

300)mm×(20～100)mm。提供生根的良好环境，促进生根，无需接触土壤，减少病虫害的发

生，干净易操作，方便观察以及管理，每盘插穗可分隔，品种不易混淆，病虫害不易传播，方

便清理病枝落叶。后续步骤(5)中，所述培养托盘用自封袋套好，无需完全密封，可保证高温

高湿，脱脂棉可蓄存生根剂，让插穗不易干枯，又可为插穗提供生根激素，促进生根。该培养

环境简单易制，能保证材料不易干枯发病，7～18天80％以上抽新芽，24～35天95％以上生

根可长达1‑4cm。

[0025] 进一步，步骤(5)中，插穗扦插1个月内，每1～2周于保湿棉花上加50～100mL生根

剂。这有利于快速生根，插穗保湿周期长，操作简单，工作量少。

[0026] 进一步，步骤(6)中，营养土采用以下方法制得：按锯木屑：河沙：草炭＝(3～4)∶(1

～2)∶1的质量比，再加入有机肥与复合肥充分混匀后，用塑料膜盖实发酵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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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进一步，步骤(6)中，插穗扦插1个月后每隔7～10天浇一次1000倍史丹利；

[0028] 进一步，步骤(6)中，移栽的行距为(3～10)cm×(3～10)cm。

[002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提供了一整套柑橘原始种之一的枸橼茎段扦插生根的无性繁

殖育苗方法，建立了插穗快速生根培养方法，简单适宜生根的培养环境，选用适龄的插条，

合适的生根剂浓度，正确的扦插方法，简化了现有已报道的繁育步骤，促进萌发插穗数量、

缩短了插穗长度、优化了其粗度，促进插条快速生根，有效的增加了生根率和生根长度；此

外，本发明简单易行，所需工具价格便宜，成本低廉，插条材料易取，扦插后生根率高，效果

显著，为枸橼的扦插繁殖育苗提供了简便有效的方法，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所培

育的扦插苗成活率从4％提高到80％以上，苗木根系发达，1个月左右即可出圃移栽，移栽成

活率超过90％以上，长势良好；本发明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枸橼扦插繁育技术体系，为枸橼采

穗圃的营建、良种培育及新品种培育等奠定了基础，加强了对野生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的柑橘枸橼的扦插苗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2] 本发明实施例所使用的化学试剂，如无特殊说明，均通过常规商业途径获得。实施

例中所述ABT生根粉来源北京艾比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033] 实施例1

[0034] 本实施例，包括如下步骤：

[0035] (1)采穗母树修剪与施肥：为获得优质插穗枝条，需提前1个月适当修剪母树促生

新鲜枝条，施肥补充养分。每株小苗(株高≤40cm)施0.3kg菜枯，大苗(株高＞40cm)0.6kg菜

枯。

[0036] (2)插穗采集：从母树上采取带顶芽的半木质化当年生嫩枝，插穗生长健壮、叶片

完整、腋芽饱满、遗传性能较好、无病虫害。去除病叶病枝，选择平均基径为3～5mm粗细均匀

一致的枝条，枝剪用酒精消毒，上下两端平剪，枝条剪成平均长度为5cm，且含至少两个芽节

以及至少一片叶片。

[0037] (3)插穗处理：将修剪后插穗全部浸泡于用多菌灵稀释800倍的多菌灵，浸泡的时

间为50min；所述清水清洗的次数为5遍。

[0038] (4)准备培养托盘：培养托盘规格为长×宽×高深为(210)mm×(210)mm×(50)mm，

盘底部垫两层无菌卫生纸，最上层再盖一层滤纸，用清水浇透。

[0039] (5)插穗生根培养：将插穗平摆放入培养托盘内，插穗生物学上端朝上，生物学下

端朝下，插穗基部用干净的脱脂棉覆盖，将生根剂浇透脱脂棉，托盘湿润不积水即可，培养

盘整体用自封袋套好保温保湿。置于光照为50％，温度25℃，湿度70％的恒温恒湿培养室。

扦插1个月内，只需每周于保湿棉花上加50mL生根剂(100ppm的ABT+20mL的75％酒精)；插穗

生根后可移栽至土壤继续培养。

[0040] (6)移栽：待根长为3cm后，需进行移栽，移栽选取营养土，移栽后及时浇透水，后续

进行正常管理，1个月后每隔7天浇一次1000倍史丹利(Stanley)大量元素水溶肥料，补充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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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元素。

[0041] 与去除步骤(4)和(5)，在大棚直接扦插于营养土，每周浇50mL生根剂后正常管理

进行对比试验，观察统计其生根插穗数量、生根时间、生根长度和生根率，结果见表1(每种

浓度测定50根插穗，取平均值)

[0042] 处理 生根插穗数量(根) 生根时间(天) 平均生根长度(cm) 生根率(％)

采用托盘生根培养扦插 43 13 11.49 86

大棚直接扦插(加生根剂) 7 28 4.55 14

大棚直接扦插(不加生根剂) 2 35 2.03 4

[0043] 由表1可见，与大棚直接扦插相比，采用托盘生根培养扦插，生根快、生根率高，加

生根剂可促进插穗生根，培养环境比生根剂处理对生根影响更大。

[0044] 实施例2

[0045] 本实施例，包括如下步骤：

[0046] (1)采穗母树修剪与施肥：为获得优质插穗枝条，需提前1个月适当修剪母树促生

新鲜枝条，施肥补充养分。每株小苗(株高≤40cm)施0.4kg菜枯，大苗(株高＞40cm)0.7kg菜

枯。

[0047] (2)插穗采集：从母树上采取带顶芽的半木质化当年生嫩枝，插穗生长健壮、叶片

完整、腋芽饱满、遗传性能较好、无病虫害。去除病叶病枝，选择平均基径为5mm粗细均匀的

枝条，枝剪用酒精消毒，上下两端平剪，枝条剪成平均长度为6cm，且含至少两个芽节以及至

少一片叶片。

[0048] (3)插穗处理：将修剪后插穗全部浸泡于用多菌灵稀释1000倍的多菌灵，浸泡消毒

的时间为45min；所述清水清洗的次数为7遍。

[0049] (4)准备培养托盘：培养托盘规格为长×宽×高深为(180)mm×(180)mm×(70)mm，

盘底部垫两层无菌卫生纸，最上层再盖一层滤纸，用清水浇透。

[0050] (5)插穗生根培养：将插穗平摆放入培养托盘内，插穗生物学上端朝上，生物学下

端朝下，插穗基部用干净的脱脂棉覆盖，将生根剂(20～200ppm的ABT+30～50mL的75％酒

精)浇透脱脂棉，托盘湿润不积水即可，培养盘整体用自封袋套好保温保湿。置于光照为

50％，温度25℃，湿度70％的恒温恒湿培养室。扦插1个月内，只需每周于保湿棉花上加50mL

生根剂(20～200ppm的ABT+30～50mL的75％酒精)；插穗生根后可移栽至土壤继续培养。

[0051] (6)移栽：待根长为3cm后，需进行移栽，移栽选取营养土，移栽后及时浇透水，后续

进行正常管理，1个月后每隔7天浇一次1000倍史丹利(Stanley)大量元素水溶肥料，补充营

养元素。

[0052] 采用托盘插穗生根培养，不加生根剂和选取不同浓度生根剂培养进行对比试验，

观察统计其生根数量、生根时间、生根长度和生根率，结果见表2(每种浓度测定50根插穗，

取平均值)

[0053] 处理 生根插穗数量(根) 生根时间(天) 平均生根长度(cm) 生根率(％)

不加生根剂 35 20 6.03 70

生根剂5～20ppm 41 18 8.28 82

生根剂20～100ppm 49 15 10.53 98

生根剂100～150ppm 40 19 7.58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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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剂150～200ppm 20 25 3.78 40

[0054] 由表2可见，采用托盘插穗生根培养，不加生根剂与加生根剂差异明显，不加生根

剂在该优化方法适宜的培养环境，自身可产生生根激素进行生根，而在根基部加适宜浓度

的生根剂，可促进生根增加成活率，最适生根浓度为20～100ppm。低浓度生根剂对生根见效

不太好，而高浓度生根剂则会产生毒害，抑制枝条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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