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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油橄榄大枝扦插高效育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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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在广元地区选取油橄榄大枝，利用配制的专用生根液，进行扦插繁育的实践，同时通过观察、分析，总
结出了大枝扦插高效育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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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橄榄（ＯｌｅａｅｕｒｏｐａｅａＬ）为木犀科油橄榄属常
绿小乔木，株产果实７ｋｇ～１５０ｋｇ，含油率１５％ ～
３５％，橄榄油的品质居食用植物油之首位［１］，在西

方被誉为“液体黄金”、“植物油皇后［２］”、“地中海甘

露”，原因就在于其极佳的天然保健功效、美容功效

和理想的烹调用油，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在我

国油橄榄的种植主要分布在甘肃、重庆 、四川、湖

北、云南、陕西等省份［３～４］，广元市是四川省内最大

的油橄榄种植基地之一，具有丰富的油橄榄资

源［５］。近些年来，广元市委、市政府更是把“油橄榄

产业建设”纳入了全市农业六大特色产业之一［６］，

但由于建设初期重视建设速度、轻视品种选择的现

象，导致目前品种杂乱，很多农民为了更换优良品种

而砍掉了其种植的大树，采用嫩枝扦插繁育方法繁

育新的苗木，造成了现有大树资源的浪费，繁殖周期

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油橄榄产业的发展进程。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广元市油橄榄研究所课题组通过

几年的努力，研究并总结出了广元油橄榄大枝扦插

高效育苗技术。通过技术的实施，可以保持品种的

优良特性，操作方法简单、成活率高、缩短育苗年限，

又可同时利用修剪废弃的大枝条，促进油橄榄提早

开花结果。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广元市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北纬３１°３１′～

３２°５６′、东经１０４°６′～１０６°４５′，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
气候，年平均气温 １３６℃ ～１６９℃，年平均降雨量
１０８１ｍｍ～１１４１９ｍｍ，年平均日照时数１３８９ｈ，
土壤类型主要为黄壤。

１．２　研究时间、地点
本实验于２００９年在青川县沙洲镇大圆包油橄

榄园开展，该地为山地地形，坡度１０°～１５°，土壤类
型为黄壤。

１．３　研究方法
研究的方法包括文献资料收集与分析、生物学

调查。

２　大枝扦插高效育苗技术

２．１　扦插前处理方法
２．１．１　扦插品种及树龄选择

选择本地区表现优良的品种，２ａ生以上的树
枝。

２．１．２　专用生根液的配制
用吲哚丁酸（ＩＢＡ）２ｇ、萘乙酸（ＮＡＡ）２０ｇ溶解

于７５％的酒精溶液中，加水溶解葡萄糖２０ｇ、维生
素Ｃ２００ｍｇ、硼肥２ｇ、磷酸二氢钾２ｇ、尿素２ｇ最终
定容成１Ｌ专用生根液（现用现配）。
２．１．３　插枝截取

选择生长健壮、通直圆满、无病虫害、无机械损

伤的枝干截取制备插枝，插枝直径５ｃｍ～３０ｃｍ，截
取插枝长度以１２ｍ～１５ｍ。截取插枝在晴天的



早晚或阴天、小雨天进行，从母树上截取插枝时注意

截面平整光滑，并不损伤周围的树皮。

２．１．４　插枝处理
（１）消毒灭菌处理
用３００ｐｐｍ～６００ｐｐｍ多菌灵溶液浸泡截取下

来的插枝两个截面约１０ｓ，取出后放在阴凉潮湿的
地方备插，注意保持水分。

（２）生根液处理
把消毒后的插枝下端浸入配制好的大枝扦插生

根液中，浸泡深度１０ｃｍ，浸泡４ｈ后即开始扦插。
插枝截取后应在４８ｈ内完成扦插。
２．２　扦插
２．２．１　扦插时间

１０月下旬～１２月下旬晴天的早晚或阴天、小雨
天，翌年２月上旬～４月下旬晴天的早晚或阴天、小
雨天。

２．２．２　扦插密度
扦插密度如表１所示。

表１

品种

用途

丰产林 采穗圃

密度

（株·ｈｍ－２）
株行距
（ｍ）

密度

（株·ｈｍ－２）
株行距
（ｍ）

科拉蒂、皮削利、皮
瓜尔、戈达尔、配多
灵、克罗莱卡等树冠
中等的品种

３３３ ５×６ ５００ ４×５

小苹果、豆果等树冠
较小的品种

１１１１ ３×３ １６６７ ３×２

２．２．３　扦插地选择
选择相对集中连片、交通方便、水源充足，土壤

深厚、肥沃，土质疏松ｐＨ６～８的平坦或５度以下的
坡地，避开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土地。

２．２．４　整地
按设计的扦插株行距放线开挖圆形穴，穴的直

径和深度不小于７０ｃｍ。在每穴内回填少量粗砂及
不少于１０ｋｇ的经消毒灭菌处理的绿肥和不少于１０
ｋｇ的腐殖土，以及 Ｎ、Ｐ、Ｋ等量复合肥０５ｋｇ、生石
灰０５ｋｇ、硼肥２００ｇ、土壤杀虫剂适量，将上述材料
与开挖出的土壤一起混合均匀，回填到穴内且略低

于穴平面。

２．２．５　扦插
在圆形穴中间挖开深度４０ｃｍ～５０ｃｍ的扦插

穴，将经过预处理的插枝竖直放入穴内，扦插深度

４０ｃｍ～５０ｃｍ，填土踩实，覆上表土，将圆形穴垒成
直径外高内低的土盘。

２．３　插后管理
２．３．１　涂干

扦插后立即对插枝暴露在外的截面和其它伤

口，用树木伤口愈合剂涂抹，作业时做到涂抹均匀、

厚度适宜。

２．３．２　覆膜
扦插后立即用薄膜缠绕包扎枝干，不留暴露部

位，并在一周内对土盘进行覆盖处理，当插枝新稍长

度达到４０ｃｍ～５０ｃｍ时，及时拆除树干上的覆膜。
２．３．３　灌溉

扦插后２４ｈ内灌溉１次，灌水量每株不低于５０
Ｌ。以后视土壤墒情及时灌溉。
２．３．４　抹芽

保留插枝顶端１０ｃｍ～１５ｃｍ内长出的新芽，去
除其余部位的芽。在整个生长期内都要及时进行抹

芽。

２．３．５　土壤管理
生根液灌溉：扦插后３０ｄ内，灌溉专用生根液

一次，灌溉量每株不低于５Ｌ。
松土除草：在树冠幅内进行２～３次松土除草，

深度不超过 ５ｃｍ，松土范围距离树干 ２０ｃｍ～３０
ｃｍ。

施肥：枝条萌动追施尿素０５ｋｇ·株 －１，秋冬季

施磷肥０５ｋｇ·株 －１、钾肥０５ｋｇ·株 －１。肥料与

表层土壤拌和均匀施入扩穴沟内，覆土盖严。

灌溉：根据当年的降水量决定灌溉量。

２．３．６　树体管理
（１）修剪
插枝成活且萌发新枝第２年后进行选留结果枝

的修剪，按照自然开心型树形修剪的技术要求，每株

保留生长健壮、分布均匀的枝条３～４枝，其余枝条
全部剪除。

（２）病虫害防治
做好扦插后病虫害的预测和防治工作。大枝扦

插的油橄榄抗病虫害性极强，一般不会染病虫害，但

是受到天气，机械损伤等也易产生病虫害，主要病虫

害有炭疽病、金龟子、天牛。对此，油橄榄大枝扦插

后，应主要以预防为主，加强管理措施搞好扦插地环

境卫生，做到无杂草，加强肥水管理，促进苗木生长，

增强抗性，并做好病虫害的预测和防治工作，主要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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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方法：（１）炭疽病：加强栽培管理措施，及时中耕、
除草、施肥，增强树势，提高植株自身抗病能力。

（２）金龟子：幼虫用９０％敌百虫或５０％辛硫磷乳油
１０００液灌注苗木根部杀死；或用 ５％敌百虫粉剂
（１２５ｇ·株 －１～２５ｇ·株 －１）撒于树冠投影的树盘

内，结合中耕、整地翻入土内毒杀，成虫喷施８０％敌
百虫粉剂 ８００倍液或 ４０％乐果乳油１０００倍液。
（３）天牛：加强经营管理，及时剪除病枝烧毁，３～４
月用白涂剂（硫磺粉１ｋｇ、石灰１０ｋｇ、水４０ｋｇ拌成
浆液）刷白涂干，５～６月间人工捕杀成虫。
２．４　成活率调查

通过大枝扦插技术的实施，我们调查了１００株
不同品种、不同树龄的大枝扦插成活率情况，发现实

施了大枝扦插技术的不同品种、不同树龄的油橄榄

树体的成活率都非常高，均达到了９０％以上，说明
该技术能够缩短育苗年限，促进油橄榄提早开花结

果（表２）。

　　表２

品种
６ａ生枝干插扦
成活率（％）

２９ａ生枝干插扦
成活率（％） 长势评价

佛奥 ９６ ９４ 旺盛

莱星 ９３ ９０ 较旺盛

科拉蒂 ９５ ９３ 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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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支持方式不活。条款较多，放贷期限较短，

利息较高，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林农的积极性，阻碍了

林业和林业经济的发展。

三是吸引民间资本不足。因林业前期投入大且

时间长，该县目前还没有一家世界５００强以内的大
型企业进入林业投资，民间资本存量还没有完全盘

活。

６．２　发展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结合蓬安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和林业投融资现状，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形成常态化的合作机制。金融机构要掌握

主动权，主动与财政、林业等部门建立常态沟通联络

机制，定期组织召开座谈会、联席会、实地联合调查

等，研究解决林农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及时足额将资

金发放到林农手中，支持林农做大做强林下经济产

业，

二是创新工作方式，灵活运用政策。大力实施

一地一策、一林一策等，在尊重林农意愿，满足林农

需求的基础上，利用财政补息、扶贫资金整合等，加

大对林农的扶持。

三是完善金融机构支持林业发展的扶持政策。

充分吸引民间资本，调动社会资源，盘活民间资本存

量，帮助林农发家致富，助推林业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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