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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浓度生根液对油橄榄扦插生根情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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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佛奥和鄂植两个品种油橄榄扦插条放入生根液浓度分别为０ｍｇ·Ｌ－１、１００ｐｍｍ、２００ｍｇ·Ｌ－１、３００ｍｇ·
Ｌ－１、４００ｍｇ·Ｌ－１的生根液激素中浸泡，进行油橄榄扦插条生根率的研究。结果表明，没有生根液浸泡的插穗虽有
少量的产生愈伤组织，但几乎不会生根；佛奥在０ｍｇ·Ｌ－１、１００ｍｇ·Ｌ－１、２００ｍｇ·Ｌ－１、３００ｍｇ·Ｌ－１、４００ｍｇ·Ｌ－１

浓度生根液浸泡下的生根率分别为３％、３７％、４２％、７６％、６３％；鄂植在０ｍｇ·Ｌ－１、１００ｍｇ·Ｌ－１、２００ｍｇ·Ｌ－１、３００
ｍｇ·Ｌ－１、４００ｍｇ·Ｌ－１浓度生根液浸泡下的生根率分别为２％、２１．２５％、４０．５％、７０．２５％、５３．１３％；由此可以得出，
油橄榄扦插浸泡生根液激素的最适浓度为３００ｍｇ·Ｌ－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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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橄榄（ＯｌｅａｅｕｒｏｐａｅａＬ．）中文学名木犀榄，是
木犀科木犀榄属的油料植物［１］。原生长于地中海

地区，是一种常见的木本油料兼果用树种。油橄榄

果实可用于榨油，其产量居世界植物油产量的第６
位，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２］。橄榄油营养价值丰

富，含有许多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３，４］，具有降低



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疾病等医疗作用，是一种健康环

保的食用油，被誉为“植物油的皇后”、“液体黄

金”［５］。随着经济水平上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的质

量上的要求相应地提高，橄榄油健康环保的作用以

及其蕴含的经济价值已经广为人知［６］。由于使用

油橄榄种子繁殖幼苗的技术耗费时间较长，并且难

以保持母本原有的优良性状。相反扦插易于大量繁

殖，耗费人力较少，且能保持原有的母本优良性状。

依据“有性繁殖创造变异，无性繁殖固定变异的策

略”，通常使用扦插或嫁接等方式进行繁殖［７，８］。针

对现在油橄榄供不应求的现状，为了提高油橄榄无

性繁殖的效率，减少生产成本，本试验着重研究生根

液不同浓度对油橄榄生根的影响：通过对生根液浓

度的控制，探索最佳的浓度配比［９］，为油橄榄的生

产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４日至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
试验地点为广元市昭化区一处油橄榄生产基

地，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１６１℃，最
冷月平均气温 ４９℃，最热月平均气温 ２６１℃，≥
１０℃积温 ５０６５４℃，年均相对温度 ６９％，无霜期
２６３ｄ，区内四季分明，冬冷夏凉。
１．２　试验材料

（１）插穗的来源：插穗选择佛奥和鄂植两个品
种成年树上中部的１年生营养枝。

（２）供试激素：主要成分为ＩＢＡ的混合生根液。
１．３　试验处理与方法

（１）插条处理：插穗剪取１０ｃｍ和１５ｃｍ两种插
穗长度。剪取插穗时，使用的剪刀必须锋利，剪口要

平整，上端在距芽５ｍｍ左右位置下刀，下剪口尽量
剪在节点上，每支插穗留２～３片叶子，其余全部剪
除［１０］。枝条采来后应立即插入生根液中开始浸泡。

生根液浓度０ｍｇ·Ｌ－１，１００ｍｇ·Ｌ－１，２００ｍｇ·
Ｌ－１，３００ｍｇ·Ｌ－１，４００ｍｇ·Ｌ－１分别用 ＣＫ，Ｔ１，Ｔ２，
Ｔ３，Ｔ４代替。

保证至少２ｃｍ没入生根液中处理８ｈ。
准备试验用地：选好适宜的沙地，深耕翻土、除

杂。

（２）试验处理：ａ、将处理后的扦插条按照分好
的组进行标号，分别插入水浸透的沙土中。

表１ 处理方式

Ｔａｂ．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ｏｄｅ
品种 扦插条长度／ｃｍ 生根液浓度／（ｍｇ·Ｌ－１）

佛奥

１０

１５

ＣＫ１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ＣＫ２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鄂植

１０

１５

ＣＫ３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ＣＫ４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扦插密度：插穗以行距３ｃｍ×３ｃｍ，每平方米
大约插 １０００枝［１１］。

扦插方式：在沙土中挖一个小孔，然后将处理的

插穗插入小孔之中，深度约５ｃｍ～６ｃｍ为宜，插入
后将沙土回填平整。

ｂ、扦插完成后施百菌清溶液，浓度为１００ｍｇ·
Ｌ－１。盖棚。
１．４　后期管理

（１）温度管理：油橄榄扦插生根的最适地温为
２２℃～２５℃，最适气温为１８℃～２２℃［１２］。当温度过

高时，将顶棚的遮阳网覆盖好，并打开薄膜通风。当

冬季温度低时则要将大棚紧闭，薄膜压紧，以防冷空

气进入。

（２）湿度：扦插后第一次浇水必须浇透，保持沙
面平坦，湿润。扦插需保证沙土具有一定的湿度，大

致为沙土捏于手中成团，凝而不散。管理是大概７ｄ
～１４ｄ浇一次水，浇水量视具体情况而定。
（３）通风：天气暖和时，每隔一段时间通风换

气。

（４）光照：扦插需要的光照不多，主要用于冬季
提升温度。

（５）叶面喷肥：由于根系还没有长好前无法吸
收营养，只能靠自身储存的营养生存。我们可以通

过叶面喷肥的方式促进愈伤组织尽快愈合生根。大

概在扦插１月后开始施肥（Ｎ、Ｐ、Ｋ、Ｂ混合肥料），浓
度为１００ｍｇ·Ｌ－１，１４ｄ１次［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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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统计分析
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起棚，观测记录愈伤组织产生

数量，生根数量和根长超过 ２ｃｍ的植株数量，用
ＷＰＳ２０１９和ＳＰＳＳ２５进行数据整理、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生根液浓度对愈伤组织产生的影响
愈伤组织是指植物体的局部器官在受到创伤刺

激之后，在伤口表面大量分裂分化形成的新生组织。

愈伤组织的产生是植物体生根的前置条件，也是判

断插穗成活的重要依据。

从表２可以看出，佛奥出愈率：Ｔ３、Ｔ４、ＣＫ与其
他浓度在００５水平和００１水平间差异均显著；Ｔ１
浓度和 Ｔ２浓度在００５水平和００１水平间差异均
不显著，与其他浓度在００５水平和００１水平间差
异均显著。

鄂植出愈率：ＣＫ与其他浓度在 ００５水平和
００１水平间差异均显著；Ｔ１浓度与其他浓度在
００５水平间差异均显著，与 Ｔ２浓度在００１水平间
差异不显著，与其他浓度在００１水平间差异均显
著；Ｔ２浓度与 Ｔ４浓度在００５水平和００１水平间
差异均不显著，与其他浓度在００５水平间差异均显
著，与Ｔ２浓度在００１水平间差异不显著，与其他浓
度在００１水平间差异均显著；Ｔ３浓度与其他浓度
在００５水平间差异均显著，与Ｔ４浓度在００１水平
间差异不显著，与其余浓度在００１水平间差异均显
著；Ｔ４浓度与 Ｔ２浓度在００５水平间差异不显著，
与其余浓度在００５水平间差异均显著，与 Ｔ２浓度
和Ｔ３浓度在００１水平间差异不显著，与其他浓度
在００１水平间差异均显著。

表２ 各处理间愈伤组织产生的显著性差异

Ｔａｂ．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ｉ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ａｌｌｕ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出愈率／％

浓度

佛奥 鄂植

均值
５％显著
水平

１％显著
水平

均值
５％显著
水平

１％显著
水平

Ｔ１ ４０．５ ｄ Ｄ ２８．１３ ｄ Ｄ
Ｔ２ ４４．６３ ｃｄ ＣＤ ４４．１３ ｃ ＣＤ
Ｔ３ ７６．２５ ａ Ａ ７０．２５ ａ ＡＢ
Ｔ４ ６３ ｂ Ｂ ５３．１３ ｂｃ ＢＣ
ＣＫ ５．５ ｅ Ｅ ４．５ ｅ Ｅ

２．２　不同生根液浓度对生根率的影响
生根率是指植物体生根个体数占植物体总数的

比例。这是判断扦插成功与否的关键。

从表３可以看出，佛奥生根率：Ｔ４浓度和ＣＫ与

其他浓度在００５水平和００１水平间差异均显著；
Ｔ１浓度和Ｔ２浓度在００５水平和００１水平间差异
均不显著，与其他浓度在００５水平和００１水平间
差异均显著；Ｔ３浓度与其他浓度在００５水平间差
异均显著，与Ｔ４浓度在００１水平间差异不显著，与
其他浓度在００１水平间差异均显著。

鄂植生根率：ＣＫ与其他浓度在００５水平间差
异均显著，与Ｔ１浓度在００１水平间差异不显著，与
其他浓度在００１水平间差异均显著；Ｔ１浓度与其
他浓度在００５水平间差异均显著，与 ＣＫ和 Ｔ２浓
度在００１水平间差异不显著，与其他浓度在００１
水平间差异均显著；Ｔ２浓度与Ｔ４浓度在００５水平
和００１水平间差异均不显著，与其他浓度在００５
水平间差异均显著，与 Ｔ２浓度在００１水平间差异
不显著，与其他浓度在００１水平间差异显著；Ｔ３浓
度与其他浓度在００５水平间差异均显著，与 Ｔ４浓
度在００１水平间差异不显著，与其余浓度在００１
间差异均显著；Ｔ４浓度与Ｔ２浓度在００５水平间差
异不显著，与其余浓度在００５水平间差异均显著，
与Ｔ２浓度和Ｔ３浓度在００１水平间差异不显著，与
其他浓度在００１水平间差异均显著。

表３ 各处理间生根率的显著性差异

Ｔａｂ．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ｏｔｉｎｇｒａｔｅｓ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生根率／％

浓度

佛奥 鄂植

均值
５％显著
水平

１％显著
水平

均值
５％显著
水平

１％显著
水平

Ｔ１ ３７ ｄ Ｄ ２１．２５ ｄ ＤＥ
Ｔ２ ４２ ｃｄ ＣＤ ４０．５ ｃ ＣＤ
Ｔ３ ７６ ａ ＡＢ ７０．２５ ａ ＡＢ
Ｔ４ ６３ ｂ Ｂ ５３．１３ ｂｃ ＢＣ
ＣＫ ３ ｅ Ｅ ２ ｅ Ｅ

２．３　不同生根液浓度对根长的影响
根长是指植物个体生根的长度。当根长超过２

ｃｍ后，移栽成活的几率明显更高。这是判断扦插苗
是否具有经济价值的关键。

从表４可以看出，佛奥根长超过２ｃｍ的概率：
Ｔ４浓度和ＣＫ与其他浓度在００５水平和００１水平
间差异均显著；Ｔ１浓度和 Ｔ２浓度在 ００５水平和
００１水平间差异均不显著，与其他浓度在００５水
平和００１水平间差异均显著；Ｔ３浓度与其他浓度
在００５水平间差异均显著，与Ｔ４浓度在００１水平
间差异不显著，与其他浓度在００１水平间差异均显
著。

鄂植根长超过 ２ｃｍ的概率：ＣＫ与 Ｔ１浓度在
００５水平间差异不显著，与其他浓度在００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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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差异均显著，与Ｔ１浓度和Ｔ２浓度在００１水平间
差异不显著，与其他浓度在００１水平间差异均显
著；Ｔ１浓度与 Ｔ２、Ｔ３浓度在００５水平间差异不显
著，与其他浓度在００５水平间差异均显著，与Ｔ３浓
度在００１水平间差异显著，与其他浓度在００１水
平间差异均不显著；Ｔ２浓度与ＣＫ在００５水平间差
异均显著，与其他浓度在００５水平间差异均不显著
显著，与所有浓度在００１水平间差异均不显著；Ｔ３
浓度与Ｔ１、Ｔ２浓度在００５水平间差异不显著，其他
浓度在００５水平间差异均显著，与 ＣＫ在００１水
平间差异显著，与其余浓度在００１水平间差异均不
显著；Ｔ４浓度与 Ｔ２浓度在 ００５水平间差异不显
著，与其余浓度在００５水平间差异均显著，与Ｔ２浓
度和Ｔ３浓度在００１水平间差异不显著，与其他浓
度在００１水平间差异均显著。

表４ 各处理间生根率的显著性差异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ｏｔｉｎｇｒａｔｅａｍｏｎｇｄｉｆ
ｆ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根长超过２ｃｍ的百分数／％

浓度

佛奥 鄂植

均值
５％显著
水平

１％显著
水平

均值
５％显著
水平

１％显著
水平

Ｔ１ ３５．８８ ｄ Ｄ １５ ｄｅ ＤＥ
Ｔ２ ４０ ｃｄ ＣＤ ３６．６３ ｃｄ ＣＤＥ
Ｔ３ ７６ ａ ＡＢ ７０．２５ ａｄ ＡＣＤ
Ｔ４ ６２．７５ ｂ Ｂ ５３．１３ ｂｃ ＢＣ
ＣＫ ２．１３ ｅ Ｅ ０ ｅ Ｅ

３　结论与讨论

通过后期对油橄榄插穗的观测，油橄榄扦插后

若叶片在两个月内脱落或插条干枯则不会产生愈伤

组织，因此在扦插后要保持棚内的湿度，但又不能过

高，否则会导致插穗发霉。通过观察油橄榄的生根

过程发现，油橄榄插穗要先产生愈伤组织，再通过愈

伤组织分化生根，属于愈伤组织生根型。

从试验结果来看，与对照相比，插穗的出愈率，

生根率，根长呈现随生根液浓度的升高而上升的趋

势，当浓度达到３００ｍｇ·Ｌ－１时为最高点。而不同
的是：出愈率超出３００ｍｇ·Ｌ－１后开始降低，而愈伤
组织生根和根长并未受到生根液浓度抑制，超出最

适浓度后仍然有较高的生根率。通过试验的对比，

我们发现插穗的长度和品种对插穗出愈率、生根率

根长的影响很小，对研究最适生根液浓度研究没有

干扰。通过试验结果可以看出，低浓度状态两个品

种生根情况虽有所差异，但两个品种的生根液最适

浓度都是３００ｍｇ·Ｌ－１，并未因品种不同造成差异；
当生根液浓度低于最适浓度时，即使产生了愈伤组

织，也难以将愈伤组织转化成根，即使生成了根，根

的长度也不够；高于最适浓度，虽然对愈伤组织有一

定的抑制作用，但愈伤组织转化成根的机率仍接近

１００％，根长也几乎全为２ｃｍ以上。可以得出：油橄
榄扦插育苗的最适生根液浓度为３００ｍｇ·Ｌ－１。

油橄榄扦插生根液浓度比较研究是为了确定最

佳的生根液浓度，提高油橄榄扦插繁殖的成活率，从

而减少成本，提高效率。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利

于推广。通过查资料得到，四川省广元市与油橄榄

原产地的年平均温度基本相同，虽然冬季的平均温

度与原产地相比较低，但整体相差不大。所以，在保

证冬季气温与原产地气温相似的情况下，广元市满

足了引种油橄榄的基本气温条件［１４］。我国中西部

经济落后于沿海地区，但却有大量的土地资源，种植

油橄榄良种３年结果，４年便可以达产，年公顷良种
利润十分可观。并且，可一次种植百年受益［１５，１６］。

在未来，油橄榄必将成为中国中西部主要的经济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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