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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性系油茶嫁接苗的种植方法，通过试

验苗木、嫁接口处理、整地与种植、数据采集与研

究的步骤进行的。本发明有益的效果是：将苗木

嫁接口种植深度处理为5cm＜H≤10cm，既能提高

种植成活率，又能保证品种纯度，还能促进苗木

快速生长，能够在生产上推广应用，以此增加林

农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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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性系油茶嫁接苗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试验苗木选取，以中国林科院亚热带研究所选育的长林4号为供试对象，苗木规格

为2年生无性系嫁接裸根苗，苗高平均50cm以上，地径0.5cm以上，且叶、茎、根部都无病虫害

的壮苗；

(2)、嫁接口处理，将嫁接口种植深度H处理为5cm＜H≤10cm；

(3)、整地与种植，将苗木分成等量四份，分别在油茶林地、杉木采伐迹地、山垅田、茶叶

园地进行种植，油茶林地先将低产老油茶树伐除，然后在无油茶树桩的地方挖穴，杉木采伐

迹地先将杉木伐根全面清除，平整土地后，再开始挖穴，山垅田直接挖穴，茶叶园地采用茶

叶套种油茶立体经营，在茶叶林中挖穴，造林穴规格为40cm×40cm×30cm，每穴施复合肥

250g，株行距220cm×300cm，种植密度1500株/hm2；

(4)、数据采集与分析，在造林当年油茶树休眠期的12月份按照试验设计调查造林成活

率、用200cm钢卷尺测量其苗高和新梢、用游标卡尺测量地径，采用DPS软件LSD法进行多重

比较及差异显著性进行分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性系油茶嫁接苗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

苗木使用的基肥选用遂昌绿金有机肥有限公司生产的绿金肥科牌有机肥，其中N+P2O5+K20

≥5.0％、有机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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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系油茶嫁接苗的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油茶种植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无性系油茶嫁接苗的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油茶，英文名CamelliaoleiferaAbel，是我国南方特有的木本食用油料树种，其茶

油及其副产品在工业、农业、医药等方面具有广泛的用途，因此，近年来林农种植油茶的积

极性越来越高，但是，在种植过程中，采用传统方法造林，平嫁接口覆土，结果发现有的苗木

从嫁接口处被折断死亡，有的长成了油茶砧木品种的苗，还有的在一棵砧木上长了两个品

种，种植成活率低，品质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无性系油茶嫁接苗的种植方

法，既能提高种植成活率，又能保证品种纯度。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这种无性系油茶嫁接苗的种植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

[0005] 第一步，试验苗木选取，以中国林科院亚热带研究所选育的长林4号为供试对象，

苗木规格为2年生无性系嫁接裸根苗，苗高平均50cm以上，地径0.5cm以上，且叶、茎、根部都

无病虫害的壮苗；

[0006] 第二步，嫁接口处理，将嫁接口种植深度处理为5cm＜H≤10cm；

[0007] 第三步，整地与种植，将苗木分成等量四份，分别在油茶林地、杉木采伐迹地、山垅

田、茶叶园地进行种植，油茶林地先将低产老油茶树伐除，然后在无油茶树桩的地方挖穴，

杉木采伐迹地先将杉木伐根全面清除，平整土地后，再开始挖穴，山垅田直接挖穴，茶叶园

地采用茶叶套种油茶立体经营，在茶叶林中挖穴，造林穴规格为40cm×40cm×30cm，每穴施

复合肥250g，株行距220cm×300cm，种植密度1500株/hm2；

[0008] 第四步，数据采集与分析，在造林当年油茶树休眠期的12月份按照试验设计调查

造林成活率、用200cm钢卷尺测量其苗高和新梢、用游标卡尺测量地径，采用DPS软件LSD法

进行多重比较及差异显著性进行分析。

[0009] 进一步的，第一步中苗木使用的基肥选用遂昌绿金有机肥有限公司生产的绿金肥

科牌有机肥，其中N+P2O5+K20≥5.0％、有机质≥45％。

[0010] 本发明有益的效果是：本发明的无性系油茶嫁接苗的种植方法，将苗木嫁接口种

植深度处理为5cm＜H≤10cm，既能提高种植成活率，又能保证品种纯度，还能促进苗木快速

生长，能够在生产上推广应用，以此增加林农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下面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2] 本发明的这种无性系油茶嫁接苗的种植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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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第一步，试验苗木选取，以中国林科院亚热带研究所选育的长林4号为供试对象，

苗木规格为2年生无性系嫁接裸根苗，苗高平均50cm以上，地径0.5cm以上，且叶、茎、根部都

无病虫害的壮苗；

[0014] 第二步，嫁接口处理，将嫁接口种植深度处理为5cm＜H≤10cm；

[0015] 第三步，整地与种植，将苗木分成等量四份，分别在油茶林地、杉木采伐迹地、山垅

田、茶叶园地进行种植，油茶林地先将低产老油茶树伐除，然后在无油茶树桩的地方挖穴，

杉木采伐迹地先将杉木伐根全面清除，平整土地后，再开始挖穴，山垅田直接挖穴，茶叶园

地采用茶叶套种油茶立体经营，在茶叶林中挖穴，造林穴规格为40cm×40cm×30cm，每穴施

复合肥250g，株行距220cm×300cm，种植密度1500株/hm2；

[0016] 第四步，数据采集与分析，在造林当年油茶树休眠期的12月份按照试验设计调查

造林成活率、用200cm钢卷尺测量其苗高和新梢、用游标卡尺测量地径，采用DPS软件LSD法

进行多重比较及差异显著性进行分析。

[0017] 进一步的，第一步中苗木使用的基肥选用遂昌绿金有机肥有限公司生产的绿金肥

科牌有机肥，其中N+P2O5+K20≥5.0％、有机质≥45％。

[0018] 将苗木在不同地点、不同嫁接口种植深度、不同栽植地进行试验。

[0019] 试验区位于浙江西南部的遂昌县，地理坐标在28°35'～28°37'N，119°13'～119°

15'E，根据该县气象站资料，年平均气温为17.1℃，最高气温为40.1℃，最低气温为-9.7℃，

年降水量为1212.5mm，大于10℃年积温5273.3℃，无霜期223d，相对湿度79％，属中亚热带

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试验地分别设在该县金竹、大柘、新路湾和北界4个乡镇，其

基本概况见表1：

[0020] 试验地概况

[0021]

[0022] 试验苗木,以中国林科院亚热带研究所选育的长林4号为供试对象，苗木规格为2

年生无性系嫁接裸根苗,苗高平均50cm以上,地径0.5cm以上，且叶、茎、根部都无病虫害的

壮苗；基肥选用遂昌绿金有机肥有限公司生产的“绿金肥科”牌有机肥(N+P2O5+K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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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有机质≥45％)。

[0023] 每年在金竹镇、大柘镇、新路湾镇和北界镇各设一个试验区，共计4个试验区，试验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每个试验区设嫁接口种植深度(H)0＜H≤5cm(H1)、5＜H≤10cm(H2)、H

＞10cm(H3)、平嫁接口(Hck)4个处理，每个处理4个重复，4个试验区共64块(面积15m×20m)

的长方形试验样地。

[0024] 油茶造林分别在油茶林地、杉木采伐迹地、山垅田、茶叶园地进行。油茶林地先将

低产老油茶树伐除，然后在无油茶树桩的地方挖穴；杉木采伐迹地先将杉木伐根全面清除,

平整土地后，再开始挖穴；山垅田直接挖穴；茶叶园地采用茶叶套种油茶立体经营，在茶叶

林中挖穴；造林穴规格为40cm×40cm×30cm，每穴施复合肥250g,株行距220cm×300cm,种

植密度1500株/hm2。

[0025] 在造林当年茶树休眠期的12月份按照试验设计调查造林成活率、用200cm钢卷尺

测量其苗高和新梢、用游标卡尺测量地径。采用DPS软件LSD法进行多重比较及差异显著性

进行分析。

[0026] 根据4个地类上获取的表观数值整理发现，油茶林地种植的油茶，嫁接口种植深度

(H)在3＜H≤17cm时，最高新梢生长量32cm，最低新梢生长量5cm；杉木采伐迹地种植的油

茶，嫁接口种植深度在2＜H≤13cm时，最高新梢生长量53cm，最低新梢生长量12cm；山垅田

种植的油茶，嫁接口种植深度在1.8＜H≤14cm时，最高新梢生长量52cm，最低新梢生长量

7cm；茶叶园地套种油茶，嫁接口种植深度在1.2＜H≤13cm时，最高新梢生长量40cm，最低新

梢生长量6cm；为了验证新梢生长量与嫁接口种植深度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现将不同地类

中新梢生长量与嫁接口种植深度的数据作相关性回归分析，得出：

[0027] 油茶林地：嫁接口种植深度(H)在3＜H≤17cm时，y＝0 .4531x+10 .782，R2＝

0.0637；

[0028] 杉木采伐迹地：嫁接口种植深度(H)在2＜H≤13cm时，y＝1.6357x+17 .888，R2＝

0.1598；

[0029] 山垅田：嫁接口种植深度(H)在1 .8＜H≤14cm时，y＝0 .4298x+25 .999，R2＝

0.0306；

[0030] 茶叶园地：嫁接口种植深度(H)在1 .2＜H≤13cm时，y＝0.4788x+18 .935，R2＝

0.0213。

[0031] 这说明油茶林地、杉木采伐迹地、山垅田、茶叶园地4个不同地类中，嫁接口种植深

度(H)在1.2＜H≤17cm时，新梢生长量与嫁接口种植深度相关关系不紧密，对当年新梢生长

既不是越深越好，也不是越浅越好。

[0032] 根据现有研究无性系油茶苗木种植太深，梅雨季节雨水多，易烂苗；种植太浅，高

温干旱季节，易脱水旱死。为此，为探索无性系油茶苗木种植的适宜深度，现将2018年调查

的每个样地苗木平均成活率进行汇总分析，见表2：

[0033] 造林成活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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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0035]

[0036] 表中均值数据后面的小写字母表示5％显著水平，大写字母表示1％极显著水平，

下同。

[0037] 由表2可见：4种立地类型的造林成活率均超过82％，以嫁接口种植深度(H)在5＜H

≤10cm时为最高，平均达95.68％，H＞10cm其次达89.46％,0＜H≤5cm第3为85.75％，H＜

0cm最差为83.30％。经LSD法多重比较及差异显著性分析,4种立地类型中的4种处理，差异

均达到极显著性水平。表明油茶苗嫁接口的种植深度对造林成活率有直接的影响，不论是

油茶林地、杉木采伐迹地、山垅田还是茶叶园地，造林成活率都是嫁接口种植深度(H)在5＜

H≤10cm时最好。究其原因，由于油茶既怕渍水又怕干旱，嫁接口种植深度H＞10cm时，梅雨

季节易渍水，直接影响土壤氧气量，根无法正常呼吸，致使部分苗木窒息死亡，而0＜H≤5cm

时，高温干旱季节表土层的水分容易蒸发，加上水往低流，土壤中水分含量减少，造成部分

苗木失水死亡，至于H＜0cm时，除了苗木缺水外，还有因嫁接口露在外面，油茶苗受大风和

积雪等影响，从嫁接口处折断而死亡，所以造林成活率就更低。由此可见，只有在5＜H≤

10cm时，下有20～25cm深的松土层(造林穴深30cm)可以积水，上有5～10cm厚的土壤遮蔽阳

光和阻挡水分蒸发，这样油茶苗可以生长在既不缺水又不会有积水的适宜环境中，所以，造

林成活率最高。这表明无性系油茶苗木种植最佳深度(H)是将嫁接口种至5＜H≤10cm。

[0038] 生长量是衡量树种对新环境适应程度的重要指标。通过对无性系油茶苗木嫁接口

种植深度不同的条件下造林当年的胸径、树高和新梢生长情况对比试验(见表3)，分析不同

种植深度对油茶幼林生长产生的影响程度。

[0039] 表3油茶苗生长量分析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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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0042] 由表3可见：树高和新梢生长量是嫁接口种植深度(H)在5＜H≤10cm时最好，平均

达到62.07cm、24.16cm，H＜0cm最差为57.01cm、16.36cm。经经LSD法多重比较及差异显著性

分析,4种立地类型中的4种处理，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性水平。表明油茶苗嫁接口的种植深度

对油茶高和新梢生长量有直接的影响，不论是油茶林地、杉木采伐迹地、山垅田还是茶叶园

地，油茶高和新梢生长量都是嫁接口种植深度(H)在5＜H≤10cm时最好。究其原因，可能与

土壤中的水肥气热等情况有关。除了在前面分析影响造林成活率的水、气、热影响油茶植株

的生长和发育以外，肥(养分)也是油茶生长的重要影响因子，因为上层(H≤5cm)的部分养

分会随着天然的雨水一起流失，养分不足，直接影响油茶的生长发育，下层(H＞10cm)土壤

中的养分虽然比上层(H≤5cm)的数量多，但在新梢生长季节(梅天)土壤中水分过多，土隙

含氧量减少，导致油茶根系感染根腐病，直接影响新梢的正常生长甚至死亡。

[0043] 经在油茶林地、杉木采伐迹地、山垅田和茶叶园地对油茶苗嫁接口种植深度的比

较,4种不同种植深度的造林成活率、高生长和新梢生长发现，不同种植深度间造林成活率、

高生长和新梢生长差异较大，成活率最高、生长势最强的为嫁接口种植深度(H)在5＜H≤

10cm，其平均成活率达95.68％,高生长和新梢生长平均达71.34cm、24.16cm。成活率最低、

生长势最弱的嫁接口种植深度(H)在H＜0cm，其成活率低(83.30％)且高生长量和新梢生长

量小(57.01cm、16.36cm)，两者之间，嫁接口种植深度(H)在5＜H≤10cm时，造林成活率提高

12.38％,高生长量增加25.13％，新梢生长量增加47.68％。由此可见，油茶苗嫁接口种植深

度(H)在5＜H≤10cm时表现较好，成活率高且生长势强，因此，无性系油茶苗的嫁接口最佳

种植深度(H)为5＜H≤10cm。

[0044] 本发明实施例的特点是：本发明的无性系油茶嫁接苗的种植方法，将苗木嫁接口

种植深度处理为5cm＜H≤10cm，既能提高种植成活率，又能保证品种纯度，还能促进苗木快

速生长，能够在生产上推广应用，以此增加林农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0045] 虽然本发明已通过参考优选的实施例进行了描述，但是，本专业普通技术人员应

当了解，在权利要求书的范围内，可作形式和细节上的各种各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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