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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锦地区刺嫩芽引种栽培技术
郝 鹏
渊辽宁省盐碱地利用研究所袁辽宁盘锦 124000冤

摘要 刺嫩芽是东北地区最著名的山野菜袁有野山野菜之王冶的美誉遥本文总结了盘锦市大洼区刺嫩芽引种栽培技术袁包括地块概况尧
种子处理尧播种育苗尧定植尧温度管理尧水肥管理尧整枝修剪尧杂草防除和采收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盘锦地区引种刺嫩芽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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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嫩芽是中国东北地区著名的山野菜袁有野山野菜之王冶
的美誉袁原产于中国袁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部遥刺嫩芽营
养丰富袁含有人体需要的多种氨基酸和大量钙尧磷尧铁尧镁尧锌

后便可进行条播或撒播遥播种后覆土厚 1~2 cm袁然后覆盖

地膜袁待幼苗出土时揭膜遥若苗床干旱应注意浇水袁并及时
除草间苗[2]遥

等矿物元素袁每 100 g 刺嫩芽含有蛋白质 0.55 g尧脂肪 0.33 g尧

4

和树皮都可入药袁对糖尿病尧浮肿尧便秘尧胃痉挛尧急慢性炎

到 12 益以上时进行袁秋栽在落叶后至上冻前均可进行遥需

有机酸 0.71 g曰刺嫩芽是特有的食药兼用型山野菜袁其根皮
症尧神经衰弱都有很好的疗效遥刺嫩芽属无污染尧低脂尧低
糖尧多纤维尧多维生素纯天然的绿色食品袁长期以来很受人
民的喜爱 遥辽宁省本溪尧丹东尧抚顺尧清原县等地区刺嫩芽
[1]

分布较多袁资源丰富袁但盘锦地区刺嫩芽的种植不常见遥在
盘锦地区引进种植刺嫩芽袁能丰富盘锦地区蔬菜品种袁为人
们提供无污染尧低脂尧低糖尧多纤维尧多维生素并且具有防病
治病尧保健益寿作用的山野菜遥现将引种栽培技术总结如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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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种地概况
刺嫩芽在酸性或偏酸性土壤的条件下能够正常生长袁

喜欢生长在沟谷尧阳坡尧土壤肥沃尧潮湿或半阴的地区遥地
块 选 择在 盘锦市 大洼区 辽宁省 盐碱地 利用研究所 试验
基地遥对盘锦试验地进行土壤化验袁结果表明袁HCO3-含量为
0.023 4%尧Cl-含量为 0.004 4%尧SO42-含量为 0.015 6%尧Ca2+含量
为 0.008 5%尧Mg 含量为 0.004 9%尧Na +K 含量为 0.000 2%尧
2+

+

+

盐分含量为 0.057%尧碱解氮含量为 101.55 mg/kg尧速效磷含

定植

刺嫩芽春栽和秋栽均可袁春栽于 4要5 月 10 cm 地温达

要尽早定植袁以提高刺嫩芽成活率袁促进刺嫩芽茎叶生长袁
使根系发达袁提高产量遥刺嫩芽一年生幼苗生存能力不足尧
死亡比例高袁二年生幼苗生存能力强尧成活率高遥因此袁定植
时可以选择二年生幼苗遥刺嫩芽畦栽或垄栽均可遥畦面按株
距 50 cm 的标准挖 20 cm伊20 cm伊40 cm 的穴袁穴内施入足量
的农家肥袁然后把消毒好的刺嫩芽幼苗整齐放入穴内并将

根系摆平袁进行浇水袁待水沉好后覆土尧踩实遥垄栽采取隔垄
栽植袁垄距 60 cm袁株距 50 cm袁栽植方法同畦栽[3]遥

5 温度管理

刺嫩芽是耐寒植物袁在北方露地-40 益的情况下也能安

全越冬曰在温度达到 5 益以上就能够缓慢生长袁15~20 益为
刺嫩芽的生长适宜温度曰温度达到 25 益以上时袁刺嫩芽生
长缓慢遥夏季炎热季节袁注意浇水降温遥
6 水肥管理
在早春时节袁刺嫩芽萌芽之前袁将农家肥直接施在畦上尧

量为 93.25 mg/kg尧速效钾含量为 3.776 8 mg/kg尧有机质含量

垄上或穴上遥在刺嫩芽的生长过程中不再追肥袁究其原因

种试验结果表明袁盘锦地区盐碱性土壤中刺嫩芽幼苗成活

品标准曰二是防止刺嫩芽徒长尧茎杆不能完全成熟袁影响刺

为 2.020 7%袁土壤酸度为 7.75遥盘锦地区为盐碱性土壤袁引
率达到 80%以上袁能够存活和正常生长发育遥
2 种子处理

刺嫩芽种子特别小袁价格低袁一般采用种子繁殖遥播种
前袁为保证出苗质量袁一般进行种子处理遥具体方法是在

9月下旬至 10 月中旬袁刺嫩芽的浆果黑熟时进行采摘袁使其
变软袁放入水中揉搓袁去掉果皮和果肉袁筛出种子袁留作备

有院一是保证刺嫩芽能够保留原有的野生味道袁达到绿色食
嫩芽正常生长袁影响产量和经济效益遥刺嫩芽是喜水植物袁若
遇旱情要及时浇水曰否则会导致刺嫩芽根部不生长袁幼苗死
亡遥一定要防止春旱袁保证刺嫩芽苗齐苗壮遥炎热夏季袁水分
蒸发快袁注意及时补水袁但刺嫩芽不耐涝袁要防止过度浇水遥
7 整枝修剪
刺嫩芽的剪枝原则是株高不宜过高袁以适合正常采收为

用曰11 月中旬袁将种子放入 30耀50 益水中浸泡 4耀6 h 后捞出

宜遥修剪时去掉顶端枝条袁促进侧枝发育和根系发育袁靠近

中袁保持空气湿度 60豫耀70豫尧温度 0耀5 益的条件袁每隔 15 d

8 杂草防除

晾干袁按刺嫩芽种子颐细河沙土越1颐5 的比例拌匀袁装入木箱
翻动并检查 1 次曰1 月中旬袁在-5耀0 益条件下进行冷冻处理遥
待条件适宜时进行催芽播种遥
3 播种育苗

当 10 cm 地温达到 12 益以上时进行播种遥播种前袁将冷

枝条的基部留 4耀6 个侧芽袁以提高刺嫩芽产量遥

刺嫩芽幼苗很容易受到杂草的侵害袁刺嫩芽除草分为
化学方法除草和人工方法除草遥用化学方法除草时袁选用处
理豆科植物的除草剂效果良好袁如用 10%精喹禾灵乳油进
行喷施除草遥人工除草时必须注意不要损伤刺嫩芽根系或

冻处理过的刺嫩芽种子用温水浸种消毒后进行催芽袁大部

其他部位遥若对刺嫩芽造成机械损伤袁会影响刺嫩芽正常生

分种子已经露白时即可播种遥播种前苗床浇透水袁水渗下

长袁同时为立枯病尧疫病病菌提供侵入刺嫩芽的伤口袁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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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鉴定袁操作简单直观袁是植物种质资源鉴定及品种选育的
常用基础方法[7-8]遥本研究对潮州地区的 8 个柿品种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调查测定袁包括 154 个表型性状袁涉及叶片尧枝
条尧花尧果实和种子等组织器官遥

本研究通过分析对比获得的数据发现袁潮州柿资源表
型变异类型多袁变异程度高袁变异幅度大袁存在丰富的多样
性遥127 个描述性表型性状中袁大多数性状分为多个类型遥

27 个数量性状变异系数在 0.04~0.53 之间袁 除心室数外袁其
他性状的变异系数均超过 0.1遥其中袁核数平均为 2.37 个袁变
异系数最大渊0.53冤袁极差为 3.40 个袁遗传变异程度较高遥通
过分析 12 个果实性状尧5 个叶片性状和 7 个花性状的变异
系数发现袁果实性状的平均变异系数为 0.24袁叶片性状和
花性状的平均变异系数均为 0.17袁由此可以说明袁果实的
变异程度高于叶片和花的变异程度袁而叶片变异程度和花
变异程度相当遥说明在进行潮州地区柿资源种质鉴定时袁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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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染病尧死亡遥
9 采收

刺嫩芽在 4 月萌芽袁一般在 4 月中旬至 5 月下旬刺嫩芽

的嫩芽长到 10~15 cm 时即可进行采收遥先采收顶端嫩芽袁可
促进侧芽发育袁然后再采收侧芽袁一般可采收 2~3 次[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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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光袁更好地促进桃树生长遥
2.4.3

果实管理遥为了进一步提高桃树果实品质袁应针对不

同品种和不同生长期适时合理地进行疏果尧套袋袁同时也要
注意适时采收袁以提高桃树果实品质[4]遥
2.5

病虫害防治
桃树主要病虫害有桃缩叶病尧溃疡病尧蚜虫尧桃蛀螟等遥

在防治过程中应遵循野预防为主尧科学防控冶的防治原则[5-6]袁
坚持生物防治尧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相结合袁根据桃树病
虫害发生时期尧类型袁适时对症用药尧规范用药 [7-8]遥常用药

剂有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3 000 倍液尧10%氯氰菊酯乳油

2 000 倍液尧80%敌敌畏乳油 1 500 倍液尧50%抗蚜威可湿性
粉剂 2 000 倍液袁或 2.5%敌杀死乳油 8 000 倍液袁最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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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在长廊的瓜苗出现死苗或生长不良现象时袁有健壮的
同龄瓜苗进行替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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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1 500 倍液尧50%扑海因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防治葡萄

灰霉病袁以科博尧大生尧喷克等药剂为主防治葡萄霜霉病袁开
花及幼果期施美果露尧高效钙等叶面肥遥对于虫害袁开花前
后主要防治葡萄透翅蛾袁秋季防治斜纹夜蛾袁以广谱性高效
低毒杀虫剂为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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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状可能起到关键作用遥这些形态指标的差异为潮州地
区柿资源品种多样性及变异程度分析提供了更科学尧更合
理的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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