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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生产实践袁总结了陕西关中地区经济林木核桃的嫁接技术袁包括嫁接前准备及枝接和方块芽接方法袁以期为经济林木核桃
嫁接改良和早结果尧早丰产栽培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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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袁核桃树作为生态和经济两用林木袁在山地尧丘陵
和平原的退耕还林中被广泛应用遥采用嫁接法繁殖核桃苗
木袁优点在于能保持品种的优良特性袁早结果尧早丰产袁增加
树体抗逆性袁提高果品品质曰但由于嫁接技术不成熟袁导致
嫁接成活率低尧嫁接苗成本较高遥针对这一现象袁结合多年
生产实践袁对陕西关中地区经济林木核桃嫁接技术进行了
总结遥
1

嫁接前准备

1.1 接穂采集
用于嫁接的核桃接穗袁应从具有典型良种特征尧生长发

4 月 20 日至 5 月 10 日之间袁即立夏前后核桃树叶片展开期

为最佳遥在嫁接前 10 d袁将砧木接口的上部锯掉袁作用是放

水袁最大限度地降低伤流对核桃树嫁接成活率的影响遥嫁接

时袁先锯掉 10 cm 砧木袁再用刀削平锯口袁选择砧木光滑的
一面袁由下向上削去一层长 6~10 cm尧宽约 1 cm 的老皮袁露
出皮层曰将蜡封接穗下端削一长 5~8 cm 的切面袁刀口开始

向下切凹渊超过接穗髓心冤袁然后斜削袁保证整个斜面较薄袁
用手指捏开削面背后皮层袁使之与木质部分离曰最后将接穗
的木质部插入砧木削面的木质部与皮层之间袁使接穗的皮层
覆盖在砧木皮层的削面上[3]袁用宽绳将嫁接口扎紧裹严遥

育健壮尧无病虫害的成年母树上采集袁以选择树冠外围或上

3.1.2

部发育充实尧芽饱满尧无病虫害的结果枝为好袁发育枝次之袁

木的直径接近或略大于接穗的直径遥嫁接时袁将所选砧木和

也可以选择强壮的雄花枝遥一般在芽尚未膨大时采集袁然
后埋藏于 4耀9 益低温湿沙中遥当地有良种树袁如盛产于陕西

扶风尧周至的隔年核桃[1]袁陕西省太白尧陇县等适应性强尧耐
寒抗霜性强的串子核桃[2]遥

1.2 嫁接工具准备

嫁接工具有接芽刀尧劈接刀尧修枝剪尧手锯等遥常用绑扎
材料有塑料条尧宽绳等遥

舌接遥又称双舌接袁是常用的嫁接方法遥要求所选砧

接穗削成长 5~8 cm 的大斜面袁并分别在接穗和砧木削面的
1/3 处向下切削 2~3 cm曰然后将砧木和接穗插合在一起袁对
齐形成层袁使其削面紧密结合曰最后用塑料薄膜将接口处扎
紧裹严遥如果所选砧木和接穗的直径不一致袁应将一边的形
成层对齐遥
3.2 方块芽接
芽接接穗随采随用遥需要长途运输的袁运输时应采取必

2 嫁接时间

要的保护措施袁防止失水袁避免碰伤蜡质保护层和芽遥所采

平均气温达到 10 益时嫁接为宜遥嫁接后愈伤组织产生的快

30 日袁此时温度和湿度条件适宜袁砧木和接穗都生长旺盛袁

核桃树嫁接最佳时间在 4 月中旬至 5 月上旬袁以当地

慢和多少是影响嫁接成活率的重要因素遥经过多年嫁接实

践总结袁有利于核桃树愈伤组织产生的条件是院土壤含水量
在 15豫左右袁嫁接口内相对湿度为 75豫耀85豫袁温度在 25耀
30 益之间遥

3

嫁接方法
核桃嫁接方法主要分为枝接法和芽接法遥枝接法主要有

插皮舌接尧双舌接尧劈接尧插皮接等袁芽接法有方块芽接尧双
开门芽接尧单开门芽接尧套芽接尧环形芽接等遥实践发现袁适
合本地且嫁接成活率较高的嫁接方法有插皮舌接尧双舌接
和方块芽接遥
3.1 枝接法
枝接法适用于大树高接换种及实生苗木嫁接遥核桃枝

接最适宜的时间为 4 月 1 日至 5 月 10 日袁枝接接穗渊春季
枝接用冤要在萌芽前 20~30 d 采集袁选择髓心小尧枝条充实尧
芽饱满的枝条遥

3.1.1 插皮舌接遥插皮舌接要求砧木直径在 1 cm 以上遥砧

木越粗袁越方便操作袁嫁接后成活率越高遥嫁接时间最好在
收稿日期 2019-02-23

的接穗必须在当天用完遥芽接最佳时间在 5 月 10 日至 6 月
嫁接后愈伤组织很容易形成遥芽萌动后生长快袁木质化程度
高袁有利于安全过冬遥

方块芽接[4]时期一定要在生长期袁最好在 6 月 1要15 日遥

要求砧木为一至二年生枝条或者当年生新梢遥嫁接时袁砧木
切口大小必须与方块状芽片大小一致遥先用接芽刀从接穗
上取下方块芽片袁芽片长度和宽度以芽的大小为标准袁一般

为长 3~4 cm尧宽约 1 cm 的方块袁注意芽片背后的野护芽肉冶
要确保完好[5]袁芽片切口周围要整齐尧无毛茬曰然后在地面以
上大约 30 cm 砧木当年生茎上切去和芽片大小相同的表
皮袁并向下切割出放水口曰再把接穗的芽片镶入砧木上的切
口处袁使接穗芽片和砧木之间切口密切结合袁至少要保证下
部和一侧相互结合紧密曰最后用宽绳扎紧袁把芽眼露在外边曰
接口上面保留 3 片复叶剪砧遥在以后管理时袁随时抹芽除
萌袁促使嫁接芽萌发曰在嫁接芽长到 15 cm 时袁及时去掉绑
绳袁成活率一般能达到 80%以上遥

方块芽接主要操作要点院锯掉砧木上过密尧多余的枝

条袁整出合理的树形曰选留直径 1 cm 以上的枝条袁在距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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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文娟院天水市秦州区中药材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材价格难以提高袁群众收入低而不稳遥药材销售依靠经纪人

司渊合作社冤尧市场和农户间的联动机制遥鼓励企业通过合

零星收购袁没有真正的药材市场袁阻碍了中药材产销一体化

同形式袁直接与农户建立种植尧购销关系袁形成野公司渊合作

和社会化服务袁影响了人们对中药材产业发展的重视程度遥

社冤+市场+农户+基地冶现代化种植经营模式遥鼓励有实力的

3 发展对策

龙头企业和销售企业渊合作社冤与农户签订订单袁推行标准

3.1

加强组织领导袁积极引导扶持

化生产袁带动基地发展遥企业为农户提供产前尧产中尧产后服

制定切实可行的中药材发展目标和主要措施袁合理规划

务袁提供药种尧药苗尧肥料尧技术服务袁以市场保护价回收药

布局袁引导药农有组织尧有计划地进行中药材生产遥成立中

材袁形成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公司渊合作社冤与基地尧企业

药材生产协会袁及时落实好发展中药材涉及农业尧林业尧卫

渊合作社冤与农户利益共同体袁推进中药材生产的产业化

生等多个部门的各项政策和工作经费袁协调解决中药材生

经营遥

产尧加工尧销售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遥坚持因地制宜袁突出

3.4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袁加大资金投入
为加快秦州区中药材建设步伐袁政府应制订尧出台具体

地方特色袁坚持科技创新遥
3.2

健全生产管理体系袁推广先进技术

扶持中药材加工企业尧合作社尧种植大户尧基地建设相关兴

中药材生产标准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给中药材生产带来

农尧支农优惠政策袁把对中药材产业的扶持与发展放在更突

的新课题遥首先袁要加强中药材生产质量监控体系建设遥根

出的位置袁并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遥加快中药材技术人才

据中药材的品质特点和生长特点袁建立完善尧全过程的中药

培养袁把中药材科研经费和人才培训费用纳入财政预算遥紧

材生产质量标准控制体系袁立足源头控管袁强化生产管理袁

紧抓住省尧市启动中药材板块的机遇袁加大中药材项目申报袁

规范中药材种植袁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袁切实加强中药

积极争取省财政尧省农业厅对秦州区中药材板块的支持袁加

材市场管理 遥其次袁要坚持科技兴药方针袁不断创新科技推

大在新品种新技术引进尧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曰对

广方式尧方法袁推进秦州区中药材生产标准化袁实施野走出

已有的农贸市场袁结合小城镇建设与开发袁加大资金投入袁提

[2]

去尧引进来冶战略遥

高信息服务功能袁使其尽快形成网络[5]袁进一步促进秦州区

3.3

中药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遥

注重龙头带动袁推进产业化经营
一是积极扶持天森药业公司尧茂丰中药材公司等重点龙

头企业袁发挥企业带动作用遥切实将各项措施真正落到实处袁
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袁充分发挥企业及市场的带动作
用袁力促中药材生产基地化尧规模化和规范化袁把秦州区中
药材产业做好尧做大尧做强袁带动药农增收致富[3]遥在产品开
发上袁积极推进中药饮片渊天水茂丰中药材公司冤生产袁对天
麻尧党参和桔梗等药食两用药材进行小型化尧精品化尧礼品
化包装袁开发保健药酒尧药膳尧药饮和药浴等[4]遥二是建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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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产优质抗病品种袁改善农田水利尧交通等基础设施袁提高农

加大宣传力度袁激发内生动能

业机械化推广应用水平[4]袁培育以农户为主的专业合作社等

学习借鉴毕节等马铃薯产业发展较好地区的经验袁利

新型经营主体袁推进产供销一体化建设袁提高产业组织化程

用广播尧电视尧网络尧报纸尧图书等形式加大在主流和新兴媒
体上的宣传力度袁宣传普及马铃薯营养知识袁推广主食产品遥
举办富有地方特色的马铃薯节尧马铃薯营养活动周尧产品交
易会和营养餐推广等活动曰举办马铃薯产业开发成果展袁展
示马铃薯产业在脱贫攻坚中取得的经验和成效袁吸引社会
力量积极参与马铃薯产业开发[3]遥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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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资金投入袁改善基础设施
建设具有仓储尧物流尧交易尧信息发布等多种功能的大

型马铃薯交易市场袁筛选出 2 个以上适宜昭阳区种植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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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 10 cm 的范围内选出嫁接部位袁在枝上方留 4~5 片叶后去
顶曰灵活掌握接芽方向袁中心干芽方向朝里袁其余侧枝芽朝
枝背或一侧袁以利于树形恢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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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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