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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香果树渊耘皂皂藻灶燥责贼藻则赠泽 澡藻灶则赠蚤冤为茜草科落叶大

乔木袁第四纪冰川孑遗植物袁为中国特有单种属植

物袁是研究茜草科系统发育尧形态演化及中国植物地

理区系的重要材料遥 香果树野生种群数量极小袁濒
临灭绝袁是国家域级重点保护植物和极小种群物种遥

香果树木材纹理通直袁结构细致袁色纹美观袁材质轻

韧袁可用于建筑尧家具尧细木工艺尧雕刻及大型雕塑

等遥 由于其树姿优美袁花色艳丽袁是理想的庭园观赏

树种袁可用于营造风景林遥 香果树零星散布于亚热

带中山下段的溪沟两岸和坡体中下部的落叶阔叶林



或常绿尧落叶阔叶混交林中袁在河岸防护尧固石保土尧
水源涵养尧环境保护以及生物多样性维持中发挥着

极为重要的作用袁具有重要生态保护价值和经济价

值遥
野源窑圆园冶芦山地震及其次生地质灾害对雅安市

天全县香果树种群资源造成了严重影响袁香果树种

群资源的拯救和保护对于修复天全县生态环境具有

重要意义遥 香果树一般 圆葬 耀 源葬 开花一次袁叶尧花尧果
易受病虫为害袁结实量极少袁种子稀缺袁自然更新十

分困难遥 为保护拯救香果树极小种群袁尽快扩大香

果树种群数量袁按照叶雅安市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

建生态环境修复专项规划曳要求袁我们在播种育苗

试验的同时袁开展了香果树扦插育苗试验研究袁以期

为香果树的种苗繁育探索更多路径遥 本文通过扦插

育苗试验袁初步提出了香果树扦插育苗的一些技术

方法和存在的技术难点袁旨在为香果树无性繁殖研

究及苗木培育提供技术参考遥

员摇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点选择在香果树自然分布区的天全县紫

石乡小仁烟村五组袁地理坐标为 员园圆毅猿缘忆圆员义耘尧猿园毅
园园忆员远义晕袁海拔员 员圆园 皂遥 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中山

中部袁属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基带的山地气候袁冬无

严寒袁夏无酷热袁气候温和袁降雨充沛袁四季分明袁年
平均气温 员源郾 猿益袁员 月份平均气温 源郾 远益袁愿 月份平

均气温 圆员郾 怨益遥 年平均降水量员 苑园园 皂皂左右袁年均

日照数 愿远园 澡袁无霜期为 圆猿园 凿袁年平均相对湿度

愿缘豫 遥 土壤为山地黄壤袁微酸性袁责匀 值 远郾 缘袁土壤有

机质含量较低袁质地为中壤遥 邻近河沟袁水源条件良

好遥

圆摇 试验材料与方法

圆援 员摇 插穗种类与采集

扦插插穗种类分为硬枝尧嫩枝两类遥 硬枝枝龄

为 员 葬 枝尧圆 葬 枝和 猿 葬 枝袁采集时间为 圆 月 员员 日 耀
员圆 日曰嫩枝枝龄分别为 远 月龄尧苑 月龄袁采集时间为

愿 月 员圆 日 耀员猿 日和 怨 月 员缘 日 耀员苑 日遥
插条选择生长正常尧健壮无病虫害的萌条或侧

枝袁插条剪下后立即送至苗圃修剪插穗袁每个插穗长

员圆 糟皂 耀圆园 糟皂袁带 圆 耀 猿 个芽渊顶芽尧腋芽均可冤袁粗度

园郾 源 糟皂 耀园郾 愿 糟皂袁下切口用锋利刀片削成马耳形遥
夏秋季节的嫩枝扦插插穗保留叶片 员 辕 猿遥

圆援 圆摇 试验设计

香果树扦插育苗试验包括不同枝龄尧不同扦插

基质尧不同生根剂种类和浓度以及不同扦插季节等

对比试验内容袁其中不同枝龄包括硬枝渊员 葬尧圆 葬尧猿
葬冤和嫩枝渊远 月龄尧苑 月龄冤对比试验曰扦插基质包括

珍珠岩尧蛭石尧壤土对比试验曰生根剂种类为双吉尔

渊郧郧砸冤尧萘乙酸渊晕粤粤冤尧吲哚丁酸渊陨粤粤冤袁生根剂浓

度分别为 缘园 责责皂尧员园园 责责皂尧圆园园 责责皂 和 猿园园 责责皂袁浸
泡时间 园郾 缘 澡曰春季硬枝扦插时间为 圆 月 员员 日 耀 员圆
日渊顶芽开始膨大时冤袁夏秋嫩枝扦插时间分别为 愿
月 员圆 日 耀 员猿 日和 怨 月 员缘 日 耀 员苑 日袁做到当日采

穗袁当日处理袁当日扦插遥
试验设计分别按不同枝龄尧不同生根剂及浓度尧

不同扦插基质等设置 员缘远 个试验处理渊春季 愿源 个袁
夏季 猿远 个袁秋初 猿远 个冤袁按随机区组布置袁重复 猿
次遥 每处理 员圆园 个插穗袁株行距 员园 糟皂 伊员愿 糟皂袁扦插

深度 圆 辕 猿遥
圆援 猿摇 扦插圃准备

扦插试验圃地为台状耕地袁地势较平缓袁坡度小

于 缘毅袁土壤为山地黄壤袁质地中壤袁肥力中等袁土层

厚 猿园 糟皂 耀源园 糟皂袁责匀 值 远郾 缘遥 圆园员源 年 员圆 月初袁先对

圃地进行深翻袁并用 远园园 倍液的甲基托布津对土壤

进行消毒遥 圆园员缘 年 员 月底再次翻垦土壤袁捡去土壤

中的杂物尧石块袁平整土地袁然后按床宽 员猿园 糟皂尧沟
宽 猿园 糟皂 耀 源园 糟皂尧床高 圆园 糟皂 作床袁苗床顺坡布设袁
平整压实床面遥 作床完成后袁沿插床四周砌砖并固

定袁砖高 圆园 糟皂袁在砖围成的床面上按试验设计均匀

铺 圆园 糟皂 厚的珍珠岩尧蛭石和富含腐殖质的森林土

壤一层 渊取于阔叶林下袁经堆沤尧消毒处理袁过细

筛冤袁平整压实床面袁再全面浇水 员 次渊加入浓度 员译
高锰酸钾消毒冤袁使扦插基质充分吸水袁缘 凿 以后再

进行扦插遥 扦插圃地尧苗床完成后袁全面搭建 苑缘豫
的遮阴网遥
圆援 源摇 扦插圃管理

按照试验设计完成扦插后袁全面浇水 员 次袁并及

时在插床上方搭建塑料拱棚进行保温保湿袁当塑料

拱棚内温度接近 猿园益时及时揭开塑料薄膜袁早晚覆

盖袁并适当喷雾浇水袁保证苗床具有较好的温度和湿

度条件遥 春季扦插试验至 缘 月中旬袁陆续揭去塑料

拱棚遥 基质为壤土插床每间隔 员缘 凿 除草 员 次袁珍珠

岩尧蛭石插床 源缘凿 除草 员 次袁每天傍晚喷雾 员 次袁每
间隔 苑 凿 耀 员园 凿 喷施浓度为 缘园园 责责皂 耀员 园园园 责责皂 的

运匀圆孕韵源员 次袁并进行病虫害监测尧防治遥

员远员 期 万摇 军袁等院香果树扦插育苗试验研究 摇 摇



圆援 缘摇 试验观测

扦插完成后每隔 猿园 凿 观察记录插穗死亡情况袁
并抽查插穗愈伤组织形成和生根情况袁员圆 月上旬调

查测定扦插生根率尧生根数量尧根长和根径等指标遥

猿摇 结果与分析

猿援 员摇 不同季节渊插穗类型冤扦插对生根的影响

从表 员 可见袁夏季 愿 月渊远 月枝龄冤尧秋初 怨 月渊苑
月枝龄冤扦插的香果树袁其生根率明显高于春季渊圆
月冤遥 猿 种基质和 猿 种生根剂处理的试验插穗渊员葬冤

平均生根率是院夏季 高为 源源郾 圆圆豫 袁秋初次之为

源园郾 苑圆豫 袁春季硬枝渊员 葬冤仅 员圆郾 愿园豫 袁夏季尧秋初扦

插的生根率分别为春季的 猿援 源缘 倍和 猿援 员愿 倍遥 说明

在同等情况下袁香果树更适宜于夏季扦插遥 据相关

文献袁香果树枝条含单宁等抑制愈伤组织形成的化

学物质袁春季扦插使用的硬枝不利于生根袁而夏季正

值生长期袁枝条木质化程度低袁更能有效形成愈伤组

织袁所以生根率较高遥 秋初季节袁枝条木质化程度较

夏季稍高袁其生根率有所下降袁但仍然明显高于春季

的硬枝遥 不同季节渊插穗类型冤扦插生根情况统计

见表 员遥
表 员 不同季节扦插对生根的影响

扦插季节
渊枝龄冤 激素药剂

不同基质生根率渊豫 冤 不同基质生根率与春季扦插对比渊豫 冤
珍珠岩 蛭石 壤土 平均 珍珠岩 蛭石 壤土 平均

春季渊员 葬冤 郧郧砸 员远援 猿怨 员怨援 源源 员园援 远猿 员缘援 源怨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陨粤粤 员猿援 园远 员缘援 缘远 愿援 猿猿 员圆援 猿员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晕粤粤 员员援 远苑 员猿援 缘源 远援 远园 员园援 远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平均 员猿援 苑园 员远援 员愿 愿援 缘圆 员圆援 愿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夏季渊远 月龄冤 郧郧砸 源苑援 远源 远员援 远园 猿远援 员员 源愿援 源缘 圆怨园援 远愿 猿员远援 苑怨 猿猿怨援 愿苑 猿员圆援 愿远
陨粤粤 源缘援 园苑 缘源援 员苑 猿缘援 源怨 源源援 怨员 猿源缘援 圆员 猿源愿援 圆员 源圆缘援 愿猿 猿远源援 远远
晕粤粤 猿怨援 源源 源怨援 圆源 圆怨援 圆源 猿怨援 猿员 猿猿愿援 员 猿远猿援 缘怨 源源猿援 员远 猿苑园援 苑源
平均 源源援 园缘 缘缘援 园园 猿猿援 远员 源源援 圆圆 猿圆员援 源缘 猿猿怨援 怨员 猿怨源援 缘苑 猿源缘援 源缘

秋初渊苑 月龄冤 郧郧砸 源源援 苑圆 缘远援 圆缘 圆怨援 苑圆 源猿援 缘远 圆苑圆援 愿愿 圆愿怨援 圆怨 圆苑怨援 苑源 圆愿员援 猿圆
陨粤粤 源员援 怨源 缘员援 圆缘 猿圆援 苑愿 源员援 怨怨 猿圆员援 圆愿 猿圆怨援 源远 猿怨猿援 猿猿 猿源园援 怨愿
晕粤粤 猿缘援 园苑 源苑援 园愿 圆苑援 远源 猿远援 远园 猿园园援 远 猿源苑援 远怨 源员愿援 怨缘 猿源缘援 圆
平均 源园援 缘愿 缘员援 缘猿 猿园援 园缘 源园援 苑圆 圆怨远援 员员 猿员愿援 源缘 猿缘圆援 苑圆 猿员愿援 园愿

猿援 圆摇 不同基质对扦插生根的影响

从表 员 看出袁在 员葬 生硬枝扦插情况下袁蛭石尧珍
珠岩和壤土的扦插平均生根率分别为 员远郾 员愿豫 尧
员猿郾 苑园豫和 愿郾 缘圆豫 袁说明以蛭石为扦插基质的香果

树扦插生根率 高曰在夏季嫩枝扦插情况下袁仍然是

蛭石生根率 高袁平均达到 缘缘郾 园园豫 袁明显高于珍珠

岩的 源源郾 园缘豫和壤土的 猿猿郾 远员豫 曰秋初嫩枝扦插中袁
蛭石生根率达到 缘员郾 缘猿豫 袁也明显高于珍珠岩的

源园郾 缘愿豫和壤土的 猿园郾 园缘豫 遥 由此说明袁不论扦插季

节和枝条年龄袁总体上蛭石作为扦插基质效果是

好的遥
猿援 猿摇 不同生根剂种类对扦插生根的影响

从表 圆 可看出袁不同生根剂渊激素药剂冤对香果

树扦插生根率的影响较为明显遥 双吉尔渊郧郧砸冤平

均生根率为 猿缘郾 愿猿豫 袁吲哚丁酸渊陨粤粤冤的平均生根率

为 猿猿郾 园苑豫 袁萘乙酸渊晕粤粤冤仅为 圆愿郾 愿猿遥 晕粤粤 的生

根率为 郧郧砸 的 愿园郾 源苑豫 袁陨粤粤 的生根率为 郧郧砸 的

怨圆郾 圆怨豫 遥 说明用 郧郧砸 作为生根促进剂效果 好遥
表 圆 不同生根剂扦插生根率统计表

生根剂 扦插季节
不同基质生根率渊豫 冤 不同基质生根率对比渊豫 冤

珍珠岩 蛭石 壤土 平均 珍珠岩 蛭石 壤土 平均

郧郧砸 春季 员远援 猿怨 员怨援 源源 员园援 远猿 员缘援 源怨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夏季 源苑援 远源 远员援 远 猿远援 员员 源愿援 源缘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秋初 源源援 苑圆 缘远援 圆缘 圆怨援 苑圆 源猿援 缘远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平均 猿远援 圆缘 源缘援 苑远 圆缘援 源怨 猿缘援 愿猿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陨粤粤 春季 员猿援 园远 员缘援 缘远 愿援 猿猿 员圆援 猿员 苑怨援 远远 愿园 苑愿援 源猿 苑怨援 缘圆
夏季 源缘援 园苑 缘源援 员苑 猿缘援 源怨 源源援 怨员 怨源援 远员 愿苑援 怨源 怨愿援 圆苑 怨圆援 远怨
秋初 源员援 怨源 缘员援 圆缘 猿圆援 苑愿 源员援 怨怨 怨猿援 苑怨 怨员援 员员 员员园援 圆愿 怨远援 猿怨
平均 猿猿援 猿远 源园援 猿圆 圆缘援 缘猿 猿猿援 园苑 怨圆援 园圆 愿愿援 员员 员园园援 员愿 怨圆援 圆怨

晕粤粤 春季 员员援 远苑 员猿援 缘源 远援 远 员园援 远 苑员援 员怨 远怨援 远源 远圆援 园怨 远愿援 源远
夏季 猿怨援 源源 源怨援 圆源 圆怨援 圆源 猿怨援 猿员 愿圆援 愿 苑怨援 怨猿 愿园援 怨远 愿员援 员猿
秋初 猿缘援 园苑 源苑援 园愿 圆苑援 远源 猿远援 远 苑愿援 源圆 愿猿援 苑 怨圆援 怨怨 愿源援 园员
平均 圆愿援 苑猿 猿远援 远圆 圆员援 员远 圆愿援 愿猿 苑怨援 圆缘 愿园援 园圆 愿猿援 园圆 愿园援 源苑

圆远 摇 摇 四摇 川摇 林摇 业摇 科摇 技 猿愿 卷



猿援 源摇 不同生根剂浓度对扦插生根的影响

表 猿 可知袁双吉尔渊郧郧砸冤在 员葬 生硬枝春季扦插

时袁其药剂浓度以 圆园园 责责皂 为宜袁平均生根率可达

员怨郾 员苑豫 袁 高可达 圆源郾 源源豫 曰在 愿 月的夏季扦插时袁
其药剂浓度以 圆园园 责责皂 为佳袁平均生根率可达

缘圆郾 缘怨豫 袁 高达 远愿郾 远员豫 曰在 怨 月初秋扦插嫩枝时袁
其药剂浓度也以 圆园园 责责皂 为佳袁平均生根率为

源愿郾 源猿豫 袁 高达 远猿郾 远员豫 遥 吲哚丁酸渊陨粤粤冤在 员葬 生

硬枝春季扦插时袁其药剂浓度以 员园园 责责皂 为宜袁平均

生根率可达 员源郾 缘源豫 袁 高可达 员愿郾 远员豫 曰在 愿 月的

夏季扦插嫩枝时袁其药剂浓度以 圆园园 责责皂 为佳袁平均

生根率可达 源怨郾 苑圆豫 袁 高达 远猿郾 猿猿豫 曰在 怨 月秋初

扦插嫩枝时袁其药剂浓度也以 圆园园 责责皂 为佳袁平均生

根率为 源缘郾 圆愿豫 袁 高达 缘源郾 苑圆豫 遥 萘乙酸渊晕粤粤冤在
员 葬 生硬枝春季扦插时袁其药剂浓度以 圆园园 责责皂 为

宜袁平均生根率可达 员圆郾 缘怨豫 袁 高可达 员远郾 怨源豫 曰在
愿 月的夏季扦插嫩枝时袁其药剂浓度以 圆园园 责责皂 为

佳袁平均生根率可达 源缘郾 远缘豫 袁 高达 缘缘郾 愿猿豫 曰在 怨
月初秋扦插嫩枝时袁其药剂浓度也以 圆园园 责责皂 为佳袁
平均生根率为 源员郾 员员豫 袁 高达 缘猿郾 园远豫 遥 不同生根

剂浓度对应不同扦插基质的扦插效果见表 猿遥
猿援 缘摇 不同枝龄对扦插生根的影响

从表 源 可以看出袁不同枝龄扦插成效差异十分

显著遥 就硬枝扦插而言袁员葬 生枝扦插生根率虽然远

低于嫩枝生根效果袁但其 员圆郾 愿豫 的平均生根率远高

于 圆 葬 生枝的 源郾 员源豫和 猿 葬 生枝的 园郾 苑远豫 袁说明 圆 葬
生及以上枝条几乎不能用作扦插育苗遥 远 月龄 耀 苑
月嫩龄枝扦插生根率不仅是 员 葬 硬枝的 猿郾 源缘 倍和

猿郾 员愿 倍袁更是 圆 葬 枝的 员园郾 远愿 倍和 怨郾 愿源 倍袁猿 葬 生枝

的缘愿郾 员愿倍和缘猿郾 缘愿倍遥由此说明袁香果树扦插以夏

摇 摇 表 猿摇 不同生根剂浓度对生根率的影响统计表

插穗年龄 生根剂
生根剂浓度

渊责责皂冤
不同基质生根率渊豫 冤

珍珠岩 蛭石 壤土 平均

员葬 枝 郧郧砸 缘园 员圆援 缘 员源援 苑圆 愿援 远员 员员援 怨源
员园园 员缘援 愿猿 员怨援 员苑 员园援 愿猿 员缘援 圆愿
圆园园 圆园援 圆愿 圆源援 源源 员圆援 苑愿 员怨援 员苑
猿园园 员远援 怨源 员怨援 源源 员园援 圆愿 员缘援 缘远

陨粤粤 缘园 员园援 缘远 员圆援 缘 苑援 圆圆 员园援 园怨
员园园 员缘援 圆愿 员愿援 远员 怨援 苑圆 员源援 缘源
圆园园 员源援 员苑 员苑援 缘 苑援 苑愿 员猿援 员缘
猿园园 员圆援 圆圆 员猿援 远员 愿援 远员 员员援 源愿

晕粤粤 缘园 员园 员圆援 圆圆 缘援 圆愿 怨援 员苑
员园园 员圆援 苑愿 员源援 源源 远援 怨源 员员援 猿怨
圆园园 员猿援 远员 员远援 怨源 苑援 圆圆 员圆援 缘怨
猿园园 员园援 圆愿 员园援 缘远 远援 怨源 怨援 圆远

远 月龄枝 郧郧砸 缘园 源园援 缘远 源苑援 缘 猿猿援 猿猿 源园援 源远
员园园 缘园援 圆愿 远缘援 缘远 猿苑援 缘 缘员援 员员
圆园园 缘圆援 缘 远愿援 远员 猿远援 远苑 缘圆援 缘怨
猿园园 源苑援 圆圆 远源援 苑圆 猿远援 怨源 源怨援 远猿

陨粤粤 缘园 猿怨援 源源 源缘援 缘远 猿圆援 苑愿 猿怨援 圆远
员园园 源远援 猿怨 缘缘援 愿猿 猿苑援 圆圆 源远援 源愿
圆园园 源怨援 苑圆 远猿援 猿猿 猿远援 员员 源怨援 苑圆
猿园园 源源援 苑圆 缘员援 怨源 猿缘援 愿猿 源源援 员苑

晕粤粤 缘园 猿猿援 猿猿 源员援 怨源 圆缘援 缘远 猿猿援 远员
员园园 源员援 猿怨 缘源援 员苑 圆愿援 猿猿 源员援 猿
圆园园 源远援 远苑 缘缘援 愿猿 猿源援 源源 源缘援 远缘
猿园园 猿远援 猿怨 源缘 圆愿援 远员 猿远援 远苑

苑 月龄枝 郧郧砸 缘园 猿苑援 圆圆 源猿援 愿怨 圆愿援 园远 猿远援 猿怨
员园园 源苑援 缘 缘怨援 源源 圆怨援 苑圆 源缘援 缘远
圆园园 源愿援 愿怨 远猿援 远员 猿圆援 苑愿 源愿援 源猿
猿园园 源缘援 圆愿 缘愿援 园远 圆愿援 猿猿 源猿援 愿怨

陨粤粤 缘园 猿缘援 愿猿 源猿援 愿怨 圆愿援 猿猿 猿远援 园圆
员园园 源猿援 愿怨 缘猿援 愿怨 猿猿援 远员 源猿援 愿
圆园园 源缘援 愿猿 缘源援 苑圆 猿缘援 圆愿 源缘援 圆愿
猿园园 源圆援 圆圆 缘圆援 缘 猿猿援 愿怨 源圆援 愿苑

晕粤粤 缘园 猿园援 圆愿 猿愿援 猿猿 圆源援 员苑 猿园援 怨猿
员园园 猿远援 远苑 缘园援 缘远 圆愿援 远员 猿愿援 远员
圆园园 源园 缘猿援 园远 猿园援 圆愿 源员援 员员
猿园园 猿猿援 猿猿 源远援 猿怨 圆苑援 缘 猿缘援 苑源

季尧秋初嫩枝为宜袁春季硬枝扦插较差袁圆 葬 生及以上

硬枝扦插成效极差袁不应在生产育苗中应用遥 不同

枝龄扦插生根效果情况见表 源遥
表 源 不同枝龄扦插生根率比较

枝龄
不同基质生根率渊豫 冤 不同基质生根率对比渊豫 冤

珍珠岩 蛭石 壤土 平均 珍珠岩 蛭石 壤土 平均

员葬 员猿援 苑 员远援 员愿 愿援 缘圆 员圆援 愿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员园园援 园园
圆葬 猿援 猿苑 远援 苑源 圆援 猿猿 源援 员源 圆源援 缘愿 源员援 远猿 圆苑援 猿员 猿圆援 猿苑
猿葬 园援 苑猿 员援 员缘 园援 源圆 园援 苑远 缘援 猿圆 苑援 园愿 源援 愿怨 缘援 怨苑

远 月龄 源源援 园缘 缘缘 猿猿援 远员 源源援 圆圆 猿圆员援 源缘 猿猿怨援 怨员 猿怨源援 缘苑 猿源缘援 源缘
苑 月龄 源园援 缘愿 缘员援 缘猿 猿园援 园缘 源园援 苑圆 圆怨远援 员员 猿员愿援 源缘 猿缘圆援 苑圆 猿员愿援 园愿

猿援 远摇 香果树扦插育苗成苗情况

扦插后形成愈伤组织且生根只是扦插育苗的第

一步袁扦插育苗的成活率和保存率才是衡量育苗成

效的关键遥 试验过程中发现袁插穗形成愈伤组织并

生根后袁部分插穗出现枯死袁甚至展叶后袁仍有少数

苗木死亡遥 从表 缘 可以看出袁春季扦插平均生根率

为 员圆郾 园愿豫 袁但夏季成活率降到 员员郾 圆猿豫 袁秋季时保

存率只有 员园郾 缘怨豫 袁分别下降了 园郾 愿缘 个百分点和

猿远员 期 万摇 军袁等院香果树扦插育苗试验研究 摇 摇



员郾 源怨 个百分点曰夏季扦插的平均生根率虽然达到

源源郾 圆圆豫 袁但其成活率和保存率分别为 猿怨郾 圆远豫 和

猿缘郾 源圆豫 袁下降幅度分别达 源郾 怨远 和 愿郾 愿园 个百分点袁
下降幅度较大曰秋初扦插的平均生根率为 源园郾 苑圆豫 袁
其成活率和保存率分别为 猿圆郾 员愿豫和 圆远郾 员缘豫 袁下降

幅度分别达 愿郾 缘源 和 员源郾 缘苑 个百分点袁下降幅度

大遥 从现场观察分析袁主要有以下原因院一是插穗生

根后袁初期根系发育缓慢袁吸收水分养分能力弱袁而
地上部分因温度适宜袁叶片蒸发水分较快袁导致水分

野供不应求冶袁引起穗条失水枯死曰二是地下害虫渊主
要为野地老虎冶冤啃食幼根导致已生根插穗死亡曰三
是秋季扦插的穗条袁幼根刚萌发时袁气温过低袁出现

冻死袁这也正好解释了秋初扦插的香果树虽然生根

率较高袁而成活率和保存率降低 多的现象遥
表 缘 不同季节扦插成活保存情况

扦插季节 生根率渊豫 冤 成活率渊豫 冤 保存率渊豫 冤
春季渊圆 月冤 员圆援 园愿 员员援 圆猿 员园援 缘怨
夏季渊愿 月冤 源源援 圆圆 猿怨援 圆远 猿缘援 源圆
秋初渊怨 月冤 源园援 苑圆 猿圆援 员愿 圆远援 员缘

源摇 结论与讨论

源援 员摇 结论

渊员冤通过上述研究可以认为袁香果树扦插育苗

总体成活率不高袁影响其生根成活的主要制约因素

是植物体内单宁等抑制愈伤组织形成的化学物质含

量较高袁扦插后较长时间不能形成愈伤组织袁导致插

穗营养耗尽而死亡遥
渊圆冤香果树扦插育苗应以嫩枝扦插为主袁员 葬 生

硬枝扦插效果较差袁圆 葬 生及以上枝龄不宜用做插

穗遥 扦插 适季节为夏季至秋初袁其嫩枝扦插生根

率 高可达 远愿郾 远员豫 遥
渊猿冤香果树扦插育苗基质以蛭石为佳袁珍珠岩

次之袁壤土育苗也可取得较好效果曰生根剂以双吉尔

渊郧郧砸冤为佳袁吲哚丁酸渊陨粤粤冤次之遥
渊源冤总体来说袁香果树扦插育苗技术可概况为院

夏季嫩枝 垣蛭石基质 垣 郧郧砸圆园园 责责皂遥
源援 圆摇 讨论

香果树之所以成为极小种群袁其生物学尧生态学

特性是主要原因遥 要保护和恢复香果树种群袁 有

效的办法就是进行人工种群建设袁这就要求解决种

苗的供应问题遥 但从扦插育苗试验结果看袁香果树

扦插成效较低袁特别是扦插成活和保存难度较大遥
因此在香果树扦插育苗的研究中袁不仅要立足于提

高扦插的生根率袁还应把如何提高苗木的成活率和

保存率作为下一步研究的主要内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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