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科技 圆园19 年第 12 期

林业科学

凤丹牡丹丰产高效栽培技术研究
韩红英 1 汤素青 2 孙艳艳 2 焦文艳 3 陈爱英 1 刘 彤 1
渊 河北省邯郸市林业局袁河北邯郸 056002曰 2 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曰
1

3

峰峰矿区林业办冤

摘要 凤丹牡丹因兼具油用尧药用等价值且具有耐旱耐瘠薄尧易管理等特点袁被各地广泛种植和推广遥为了提高凤丹牡丹的产量和效
益袁特开展了间作试验尧密度试验尧平茬试验袁以研究最佳栽培模式遥结果表明袁核桃与凤丹牡丹间作效果较好曰不同苗龄最适密度不同袁4 年
以上苗龄定植最适密度为 3 万株/hm2 左右曰平茬措施是促进凤丹牡丹丰产的有效措施袁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遥凤丹牡丹高效丰产栽培
关键技术研究为种植户取得更高的收益提供了科学依据袁对推进当地凤丹牡丹规模化尧标准化发展有重要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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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丹牡丹渊Paeonia ostii T.Hong et J.X.zhang冤 [1] 为芍药科

渊Paeoniaceae冤落叶小灌木袁是新兴的木本油料作物遥除油用
之外袁凤丹牡丹还兼具药用尧观赏等价值遥近年来袁邯郸各地
纷纷掀起种植油用牡丹的热潮遥为指导当地生产袁邯郸市林

树要凤丹渊A3冤尧凤丹纯作渊A4冤遥各组处理均为 667 m2袁间作树
木均为 21 株袁凤丹牡丹株行距均为 0.3 m伊0.7 m袁间作密度
为 3.0 万株/hm2袁纯作密度为 4.5 万株/hm2遥
1.3.2

密度试验遥试验地点在峰峰北神岗村袁根据密度不同

业局于 2016要2018 年组织研究了影响凤丹牡丹产量的关

设 3 组处理袁分别为院处理 B1袁密度 3.0 万株/hm2袁株行距为

研究袁为当地凤丹牡丹丰产高效提供了科学依据袁对当地油

0.7 m曰处理 B3袁密度为 6.0 万株/hm2袁株行距为 0.30 m伊0.55 m遥

键因素袁重点就种植模式尧种植密度尧平茬措施进行了试验
用牡丹规模化尧标准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
1 材料与方法

0.4 m伊0.8 m曰处理 B2袁密度为 4.5 万株/hm2袁株行距为 0.3 m伊
各组处理均为 667 m2袁种植模式为纯作遥
1.3.3

1.1 试验地概况
研究地点设在邯郸市涉县黄岩村尧峰峰北神岗村袁2 个
试验点均为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遥涉县黄岩村地处北纬

平茬试验遥试验地点在峰峰北神岗村袁设 2 组处理袁

分别为平茬渊C1冤尧不平茬渊C2冤遥各组处理均为 667 m2袁种植模
式为纯作袁密度均为 3 万株/hm2遥

上述试验每组处理设置 3 次重复袁随机区组排列遥

36.45毅袁海拔 612 m袁年降雨量 535 mm袁年均温度 12.8 益袁日

1.4

神岗村地处北纬 36.35毅袁海拔 206 m袁年降雨量 540.8 mm袁

获其全部果荚袁分别自然晾干袁收集种子并挂签袁计算平均

4 970 益遥

件对重复统计数据进行方差分析遥

照时数 2 607.5 h袁无霜期 190 d袁年均积温 4 891.3 益遥峰峰北

年均温度 14.3 益袁日照时数 2 456 h袁无霜期 210 d袁年均积温
1.2 试验材料

调查统计

试验调查采取五点取样法袁每小区抽取 30 株样株袁收

单株产量袁由平均单株产量伊密度计算产籽量遥使用 SPSS 软
2 结果与分析

以 2.2 万株凤丹牡丹苗木为试验材料遥

2.1

2016 年在涉县尧峰峰设置间作试验尧密度试验尧平茬试

示遥可以看出袁处理 A1~A4 产量在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袁说

产量遥2017要2018 年连续 2 年观测统计密度试验中四年生尧

A1跃A2跃A3袁纯作产量高于间作曰间作模式中袁核桃要凤丹产量

1.3.1 间作试验遥试验地点在涉县黄岩村袁根据间作物不同

能是因为柳树性喜湿地袁不宜与耐涝性弱的油用牡丹间作曰

1.3 试验设计

验曰2018 年观测间作试验中 5 年苗产量和平茬后 6 年苗的
五年生苗木的产量遥

共设 4 个处理袁分别为核桃要凤丹渊A1冤尧杨树要凤丹渊A2冤尧柳

间作试验分析

对不同种植模式产量和收益进行分析袁结果如表 1 所

明产量受种植模式影响较大遥将产量由高到低排序为 A4跃

最高袁其次为杨树要凤丹袁产量最低的是柳树要凤丹遥这可
杨树与凤丹牡丹均耐旱不耐涝袁适宜间作遥

表 1 不同种植模式对产量和收益的影响

处理
A1
A2
A3
A4

种植模式
核桃要凤丹
杨树要凤丹
柳树要凤丹
凤丹纯作

平均产量/kg窑hm-2
2 536.5依349.5 a
2 062.5依318.0 ab
1 356.0依102.0 c
2 815.5依205.5 ad

凤丹收益/元窑hm-2
50 760
41 250
27 120
56 310

与处理 A4 比较袁处理 A1尧A2尧A3 产量分别减少了 9.9%尧

核桃收益/元窑hm-2
28 350

综合收益/元窑hm-2
79 110
41 250
27 120
56 310

不显著遥凤丹牡丹种子按 20 元/kg 计算袁核桃按 315 株/hm2尧

26.7%尧51.8%遥说明间作后由于株数减少袁单位面积产量减

3 kg/株尧30 元/kg 计算袁凤丹牡丹与经济效益较高的核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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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后可获得更高的综合收益袁值得推广遥

2017要2018 年观测不同密度对产量的影响袁结果如表 2

所示遥可以看出袁四年生苗木和五年生苗木单株产量均随密
度的增加而减少袁密度为 3.0 万株/hm2 时单株产量最高曰四

韩红英等院凤丹牡丹丰产高效栽培技术研究
年生苗在 3.0 万~6.0 万株/hm2 密度范围内袁折合产量随密度

显著袁说明四年生苗单株产量受密度影响较小袁五年生苗单

内袁折合产量随密度的增加而减少遥

单株产量少袁受密度影响不明显曰而五年生苗已进入丰产期袁

的增加而增加曰五年生苗在 3.0 万~6.0 万株/hm2 密度范围
对单株产量进行方差分析袁结果表明袁四年生苗木处理

B1尧B2尧B3 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袁五年生苗木各处理之间差异

株产量受密度影响较大遥这是因为四年生苗刚进入结果期袁
若栽培密度高袁一方面影响叶片的光合作用袁使植株体内的
有机物积累较少袁另一方面影响圃地的通风条件和植株授

表 2 不同密度对产量的影响

密度
万株窑hm-2
3.0
4.5
6.0

处理
B1
B2
B3

单株产籽量/g
43.5依0.1 a
43.1依0.2 ab
42.8依1.7 abc

四年生苗
折合产量/kg窑hm-2
1 305.0依3.0
1 941.0依9.0
2 566.5依100.5

粉袁导致圃地植株结实量降低袁进而影响其产量[2]遥

3

结果表明袁各处理折合产量受密度的影响较大遥不同苗
龄最佳密度不同袁在生产中为减少间苗和节省劳力成本袁定
植密度以 3.0 万株/hm 左右最佳 遥
2

单株产籽量/g
75.5依0.3 d
47.3依0.3 e
34.2依0.4 f

五年生苗
折合产量/kg窑hm-2
2 265.0依7.5
2 130.0依12.0
2 052.0依24.0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袁核桃与凤丹牡丹间作的效果较好曰不同苗

龄最适密度不同袁4 年以上苗龄定植最适密度为 3 万株/hm2
左右遥平茬是一项极其有效的丰产措施袁凤丹牡丹平茬后枝

2.3 平茬试验分析

平茬措施是指从地面或者地面上的一定高度将植株剪
平袁从而刺激枝条萌发的一项技术手段 遥其机理主要是去
[3]

除顶端优势袁使营养集中袁同时减少生长抑制剂的含量袁解
除其抑制作用袁从而控制主枝生长袁促进侧枝和根蘖萌发袁
扩大树冠的光合面积袁使植株发枝多而整齐[4]遥董利君提出袁
油用牡丹在种植的第 2 年秋季可以进行 1 次平茬 遥本试验

条数明显增加袁产量可增加 20%袁但也不是枝条数越多越好袁

枝条数多袁则果荚数多袁籽粒容易干瘪袁影响产量遥因此袁枝
条达到一定数量后袁应加强修剪遥牡丹定植后 2~3 年内应培
养主枝袁每株选留 3~4 个主枝袁在主枝上逐年增加侧枝遥成
形后的株丛袁每株花枝数视生长空间保持 12~15 个袁形成适
度开张较为牢固的丰产树形[6]遥

[5]

本试验的创新性在于针对生产实际提出了当地最适宜

于 2017 年 11 月在峰峰北神岗村的凤丹牡丹落叶时袁统一

的种植模式和最佳种植密度袁为当地凤丹牡丹丰产稳产提

土冤进行平茬袁2018 年对平茬和不平茬处理的产量情况进行

之处在于袁间作的最佳株行距及平茬的最佳时间和高度等还

在距地面 1 cm 高度处渊栽植时已在根茎上 2 cm 高度处封
调查袁结果如表 3 所示遥
表3

供了理论依据袁对推进当地油用牡丹生产有指导意义遥不足
有待进一步试验研究遥
4 参考文献

平茬措施对产量的影响

进凤丹牡丹丰产的有效措施袁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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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的增加袁有利于增殖袁并较好诱出丛生芽曰在 0.4 mg/L

下降袁不利于后期生长遥

高反而抑制芽的再生袁导致芽苗玻璃化等现象遥生根以 1/2

处理

技术措施

枝条数

C1
C2

平茬
不平茬

6依1
4依1

密度
单株产量
万株窑hm-2
g
3
105.0依16.0
3
87.5依10.6

折合产量
kg窑hm-2
3 150.0依478.5
2 625.0依318.0

可以看出袁平茬组枝条数增加明显袁单株产量和折合产

量均增加 20%遥这是由于凤丹牡丹的顶端优势强袁只有顶
芽可以开花袁下方侧芽不开花袁平茬后顶端优势被抑制袁一级
分枝数和产量明显增加袁可提前进入丰产期遥平茬措施是促

时袁生根率较高袁但基部形成大量愈合组织袁生根倍数有所
表 3 不同浓度 NAA 对生根的影响
NAA/mg窑L-1
0
0.25
0.50
0.75
1.00

3 结论与讨论

生根率/%
6.6 d
53.3 c
66.7 b
83.0 a
80.0 a

生根倍数
1.0
1.9
3.4
3.6
2.7

银雀花组培快繁过程中袁选择合适的基本培养基是组
培快繁成功的关键之一 [6]遥本试验结果表明袁初代培养以
MS+1.2 mg/L 6-BA+0.15 mg/L NAA 培养基为宜袁可以获得较

高的成活率遥在增殖培养过程中袁在一定范围内袁TDZ 随着

的条件下 TDZ 增殖效果最好袁增殖系数可达 4.5曰但浓度过
MS 基本培养基中添加 0.75 mg/L NAA 生根效果最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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