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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牛筋条是一种适应性强尧耐干旱尧耐瘠薄的优良造林树种和城市绿化树种遥本文结合本地苗木培育的生产实践袁对二年生牛筋
条苗木的培育技术和造林技术进行了总结袁以期为牛筋条造林的进一步推广应用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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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筋条渊Dichotomanthus tristaniaecarpa冤又名白牛筋尧牛
筋木尧山胡椒袁为蔷薇科牛筋条属常绿灌木或小乔木袁树高
2~5 m袁野生多呈丛生状袁栽培种主干明显袁主要分布于西南

地区袁以云南滇中地区分布最广遥牛筋条为阳性树种袁稍耐
阴袁适应性强袁具有耐干旱尧耐瘠薄的特点袁是石漠化岩裸
地尧困难立地的优良造林树种曰同时其枝繁叶茂尧萌发力强尧
耐修剪袁对二氧化硫尧氯气等有毒气体有较强抗性袁夏季红
色果实挂满树枝袁十分艳丽袁是城市绿化中不可多得的景观
树种

遥现今昆明汤池还保存 1 株高 6.8 m尧胸径 1.15 m尧树

[1-2]

龄 500 年的牛筋条古树袁生长健壮袁枝繁叶茂[3]遥牛筋木用途
广泛袁除绿化功能外袁在药用方面也有较高的价值袁具有祛

风活络尧解毒消肿尧止血止痛的功能 [4]遥牛筋条适应性强袁耐
干旱瘠薄袁耐寒袁萌芽率强袁是营造防护林尧水土保持林尧水
源涵养林和风景林的优良树种曰同时由于树形优美袁枝叶繁
茂袁入秋红果满枝袁是极佳的观果尧观叶树种袁在城市园林绿
化中也广泛应用曰近年来在本地区还作培植苹果树盆景的砧
木使用遥牛筋条在云南滇中地区荒山造林尧城市绿化中的应
用越来越广泛袁对苗木的需求量也逐年增大遥牛筋条种子易
采集袁苗木培育技术成熟袁病虫害较少袁苗期管理和造林技
术等简单易行袁可以大面积推广应用遥本文结合近几年开展
的牛筋条苗木培育和推广应用情况袁将苗木培育和造林技
术总结如下遥
1 苗木培育

1.1 苗圃地慨况
苗圃地位于昆明市富民县罗免镇麻地村袁距离昆明市区

60 km袁海拔 2 100 m遥该地属于低纬度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

区袁年平均气温 15.8 益袁全年无霜期 245 d袁年均降雨量为

847 mm袁年平均日照时数 2 287 h袁阳光辐射较为充足遥土壤

千粒重 4 d 左右袁1 kg 种子 25 万粒遥
1.3 苗床整理及土壤处理

苗圃地采取全垦整地袁机械深翻 25~30 cm袁阳光曝晒

15 d袁耙细土块袁加入已备好打细的腐殖土和农家肥并翻恳
拌匀袁再选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或 90%敌克松粉剂 3~

5 g/m2 拌细土袁均匀撒入苗圃地进行土壤消毒遥土壤消毒处

理后整理苗床尧装营养袋遥做高床用于播种育苗袁高床床面

高度 20 cm 左右袁床面宽度 120 cm袁步道宽度 45 cm 左右曰做
低床用于装营养袋培育容器苗袁将营养土装入 10 cm伊13 cm

营养袋中袁以 10 袋 1 行整齐排列并挤实袁用土填实营养袋
间缝隙遥

1.4 播种
1.4.1

种子处理遥播种前用 50%多菌灵 600 倍液对种子浸

种消毒 2 h袁取出种子与干净潮湿的细沙拌匀袁置于阳光可
照晒的地方做催芽处理袁每日定时翻动遥

1.4.2 播种遥牛筋条种子宜随采随播袁播种时间为 10要11 月遥

播种时将经过处理的种子均匀地撒播于育苗床内袁然后覆

盖 1 层厚 1~2 cm 的细土袁再覆盖 1 层稻草袁浇水保湿袁并搭
设遮阳网防日灼遥

1.4.3 幼苗移植及苗期管理遥播种后适时浇水保湿袁苗木出
土后逐渐揭去稻草曰当幼苗高 3~5 cm 时袁及时移入营养袋

内培育容器苗袁移苗前先将育苗床和营养袋内土壤浇湿袁以
便取苗和插苗袁移苗时间选择在上午或下午曰幼苗移入营养

袋后浇透水并搭设遮阳网防日灼袁15 d 后拆除遮阳网遥苗木
移栽后适时浇水保湿尧除草尧追肥袁幼苗生长期追肥 2~3 次袁
以施清粪水或沼液为主袁或施尿素遥造林前 1 个月开始炼苗袁

控制水尧肥袁同时对生长旺盛的幼枝及多余的侧枝作适当修
剪袁避免过密袁以保证苗木之间通风透光曰6要7 月苗木充分

为黏质土袁质地黏重袁通气性能差袁肥力中等遥苗圃地为山地

木质化后便可出圃造林遥

苗圃袁属全光照无遮挡开放式育苗地袁设置喷灌设施遥

1.5 苗期病虫害防治

1.2 种子采收与处理

在滇中地区牛筋条种子一般 9要11 月成熟袁当果实由红

由于苗圃高温和高湿的特殊环境以及苗木栽植密度
大袁导致牛筋条苗期极易感染病害袁影响苗木正常生长遥经

色变为暗褐色时则表明种子成熟[5]遥选择生长健壮尧无病虫

调查发现袁牛筋条苗期主要病虫害有立枯病尧白粉病尧锈病尧

害的优良单株为采种母树进行采种遥果实采收后用水浸泡

蚜虫等遥

12~24 h袁捣碎红色外种皮袁用清水漂洗去果肉袁取出纯净的

1.5.1 立枯病遥由半知菌亚门丝核菌属立枯丝核菌引起袁主

种子袁放阴凉通风处晾干袁装入布袋袁常温下保存备用遥种子

要危害幼苗茎基部或地下根部袁病症初期为椭圆形或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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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暗褐色病斑袁病苗早期白天萎蔫袁夜间恢复袁病部逐渐凹
陷尧溢缩袁有的渐变为黑褐色袁最后干枯死亡袁但不倒伏遥立
枯病的防治以预防为主袁播种前用多菌灵 400~600 倍液均
匀喷施于苗床袁对苗床土壤进行消毒处理曰同时使用敌克松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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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克菌等进行拌种遥
1.5.2 白粉病遥白粉病由子囊菌亚门白粉菌目的真菌引起袁
主要发生在叶尧嫩茎等部位袁初期为黄绿色不规则小斑袁边
缘不明显袁随后病斑不断扩大袁表面生出白粉斑袁最后形成

的区域袁3 年苗木平均苗高生长量可达 270 cm袁平均苗木地
径生长量达 4.5 cm袁因而牛筋条已经成为昆明地区石漠化

区域尧废弃矿山尧困难立地植被恢复及城市景观绿化的重要
树种[7]遥

无数黑斑遥为了预防该病害的发生袁应加强土壤和肥水管

2.1 造林混交模式

剂尧退菌特 800~1 000 倍液或 70%甲基托布津 800~1 000 倍

树种营造乔灌混交林袁或与苦刺尧车桑子尧火棘等营造灌木

1.5.3 锈病遥锈病由病原菌为担子菌亚门冬孢菌纲锈菌目

2.2 选地整地

理袁改善苗木通风透光条件遥发病初期施用 0.5 毅B佴 石硫合
液喷施叶尧嫩茎等部位进行防治遥

牛筋条可与云南松尧藏柏尧墨西哥柏尧滇青冈尧冬樱花等
混交林遥

的真菌引起袁主要危害苗木的叶尧茎等部位遥被害叶片最初

牛筋条是适应性较强的优良造林树种袁对生长环境及

出现黄绿色圆点袁中央逐渐扩大呈现红褐色小疱袁小疱破裂

土壤条件要求不高袁萌发力强袁生长快袁适宜在土壤条件差尧

后露出橙黄色至桔红色的夏孢子堆袁外观似一朵黄花曰有的

石漠化及困难立地等区域造林用遥造林整地时间为造林前
1 个月袁一般 5要6 月进行整地袁整地规格按 80 cm伊80 cm 进

还可在枝干上引起肿瘤尧粗皮尧丛枝尧曲枝等症状袁严重时孢
子堆密集成片袁植株因体内水分大量蒸发而迅速枯死遥加强
苗木管理袁增加通风透光袁防止苗木徒长袁提高抗性袁早春发
现病叶时及时摘除可有效控制病害遥发病季节可喷洒 0.2~

行林地清理袁清除杂草尧石块等袁然后按 50 cm伊50 cm伊40 cm
规格挖植树塘袁表土堆一旁袁种植时与复合肥 100 g 混合后
回入塘底遥

0.5 毅B佴 石硫合剂或 25%粉锈宁 800 倍液进行防治遥

2.3 造林

刺吸式口器对苗木幼嫩部位进行危害遥蚜虫繁殖力尧适应

去掉营养袋袁不要将袋土弄散袁栽植时扶正苗木袁边回填土边

1.5.4 蚜虫遥蚜虫属于半翅目蚜总科的一类植食性昆虫袁用
力强袁并且有些蚜虫还能传播其他病害袁对植物的生长造成
很大影响遥防治蚜虫的主要措施是及时清理病株尧杂草袁利
用害虫趋性使用黄板诱杀袁严重时可用 50%杀螟松乳油

昆明地区选择雨季造林袁造林时间为 6要7 月袁植苗时

用脚踩实袁回填土与地表相平或略低于地表袁再覆 1 层松土遥
可根据不同立地条件和树种混交配置情况袁选择不同的造林
密度遥一般牛筋条与乔木树种混交营造乔灌混交林则株行

1 000 倍液或 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 1 500 倍液喷洒苗木

距按 2.0 m伊1.5 m袁即造林密度为 3 330 株/hm2曰如营造牛筋

1.6 大苗培育

造林密度为 4 440 株/hm2遥

进行防治遥

为提高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袁在昆明地区一般选择二年
生苗木进行造林[6]遥经抽样调查袁在富民罗免苗木基地牛筋

条一年生苗木平均高为 22.85 cm尧平均地径为 0.24 cm袁不能

满足造林需要遥培育二年生苗木选用规格为 18 cm伊18 cm 的
营养袋袁11要12 月进行苗木移植袁移栽时先在大袋内装少量

营养土袁然后将撕去营养袋的小苗移入大袋内袁填充营养土

并压实袁浇足定根水袁搭遮阴网遮阳袁15 d 后除去遮阴网袁日
常管护与培育小苗一致遥经 6 月中旬测量袁苗木生长量为平
均株高 70.5 cm尧平均地径为 0.82 cm袁木质化程度明显提高袁
根系发达袁苗木抗性增强袁可出圃造林遥
2 造林技术

自 2015 年以来袁项目组在昆明阳宗海面山尧昆要石高

速公路沿线困难造林地袁选用牛筋条与其他树种混交营造了

逾 66.67 hm2 试验示范林遥经调查袁选用二年生苗木造林袁3 年
平均造林保存率达到 91.5%袁平均苗高生长量为 168.2 cm袁

平均苗木地径生长量为 2.6 cm遥在土层深厚尧立地条件较好
渊上接第133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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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纯林或与其他灌木树种混交则株行距按 1.5 m伊1.5 m袁即
2.4 抚育管理

造林后进行封山育林袁严防森林火灾和牲畜危害袁每年

5要7 月进行小块状抚育 1~2 次袁连续抚育 3 年遥抚育时清除
影响幼苗生长的杂草袁结合抚育进行松土和追肥袁每株施
尿素或复合肥 100~200 g遥牛筋条为常绿树种袁枝叶繁茂袁果
实鲜红袁盛果期满枝红果袁加强苗期栽培管理可培植成树

干通直的小乔木或园林造型袁用于城市绿化尧庭院等种植袁
可提升景观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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