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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钟花樱花色艳丽袁是我国观赏价值较高尧发展前景广阔的乡土树种之一遥本文从钟花樱种子的采集尧处理和贮藏尧催芽尧圃地选
择尧做床尧苗期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等方面介绍了钟花樱容器育苗技术袁以期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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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er Seedling Technique of Cerasus campanulata Maxim.

1袁2袁3

HU Xiao-min 1袁2袁3 * YE Xiao-ling 1袁2袁3 SU Jie 4 ZHU Jun 1袁2袁4 LIN Jia-yuan 1袁3 FENG Qin-zhao 5

渊 Shaoguan Wangdi Cerasus Planting Co.袁Ltd.袁Shaoguan Guangdong 512000曰 2 Yingde Wangdi Cerasus Planting Co.袁Ltd.曰 3 Guangzhou Tianshi
Group Co.袁Ltd.曰 4 Guangzhou Wangdi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o.袁Ltd.曰 5 Guangzhou Mangrove Ecological Technology Co.袁Ltd.冤
Abstract Cerasus campanulata Maxim. is bright and colorful袁and it is one of native tree species with high ornamental value and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s in China.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container seedling techniques of C. campanulata from the aspects of seed collection袁processing and
storage袁germination袁selection of nursery袁seedbed making袁seedling management and pest control袁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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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花樱渊Cerasus campanulata Maxim.冤袁又名福建山樱花尧

寒绯樱尧山樱花袁为蔷薇科樱属落叶乔木袁原产于我国福建尧
浙江尧江西尧广东尧广西尧台湾等地袁开花时花形奇特尧花色浓
艳尧如云似霞尧娇柔靓丽

遥

[1-5]

钟花樱每年春节前后开花袁先花后叶或花叶同放[6]袁开

花时间和当地气候密切相关袁盛花期多为 1 月下旬至 2 月下

旬袁福建地区花期长达 50 d 袁远高于日本樱花的 15 d 袁其
[7]

[8]

花色丰富多彩袁从淡粉尧粉红尧绯红尧洋红尧猩红尧淡紫红尧紫
红到深红袁极少数为白色带粉[7]袁台湾还发现纯白色变种[9]遥
钟花樱用途广泛袁除赏花外还可作插花材料曰果实酸甜可生
食或加工食用曰木材纹理细腻美观袁可作室内装饰和雕刻用
材曰树皮也可供装饰使用[10-11]遥
容器育苗可节约种子尧提高成活率尧缩短育苗周期尧减
少育苗用地和提高产量袁也便于运输袁是现代苗木生产的高
效途径之一遥目前袁国内对钟花樱及其近缘物种的研究多集
中在群落学特征尧开花生物学及引种驯化尧繁殖技术尧观赏
性评价尧功能性状尧群体多样性等方面[3袁6-7袁10-18]袁未见钟花樱
容器育苗大田生产技术相关报道遥本文对钟花樱容器育苗
技术生产规程进行综述袁以期为其大规模生产提供参考遥
1 生长环境
钟花樱为阳性树种袁喜光袁略耐阴袁喜微酸性土壤环境遥
与日本樱花相比袁钟花樱适应性强尧生长快尧抗性好尧对土壤

树越来越少[2]遥

2 容器育苗技术

2.1

种子的采集尧处理及贮藏
钟花樱果实成熟时颜色鲜艳尧果肉酸甜袁需及时采收
以防被鸟类尧松鼠等食用袁一般在 4 月中下旬果皮金黄色
稍带红斑时或在成熟过程中人工采收遥采收的未完全成熟

种子要在通风环境中堆放 3~7 d袁待种皮完全变红后再进
行清洗处理 [19]袁果实清洗时不停过水揉搓去掉果皮直到完
全洗净遥清理干净的种子袁先用 2译高锰酸钾水溶液浸泡
5 min袁清水洗净袁剔除瘪种尧坏种袁置于通风处阴干袁并注意
防范鼠害遥
种子阴干后袁需及时储藏遥沙藏可以保持种子的湿度袁

但存在易霉烂且操作复杂的缺点[20-21]曰在低温条件下袁胚中
GA4 含量逐渐增加袁能有效解除生长因子合成受到的抑制袁
从而促进种子萌发[22-24]遥因此袁在日常生产中种子一般采用
较为简便的低温保存[13袁25-26]袁将阴干后的种子用密封袋封好袁
置于 4 益冰箱中冷藏备用遥
2.2 种子催芽

在播种前 100 d 取出冷藏种子进行低温沙藏遥沙藏时要
选用细河沙袁用 2译高锰酸钾水溶液浸泡 8 h 后洗净并滤干
水分袁曝晒干透袁备用袁使用时浇水至以手握沙成团不散为

宜遥沙藏时一层沙一层种子袁种子不重叠袁放于 4 益冰箱中袁

要求不高且较耐高温曰野生钟花樱多零星分布于亚热带海

每 10 d 左右观察浇水以保持湿润袁每次补水时可使用恶霉

弱尧自然更新困难袁再加上近年来的过度采挖袁导致野生大

70 d 后取出沙藏的种子袁清洗浸种并剔除坏种袁常温浸种

拔 100~2 000 m 的次生林尧溪边尧林缘或疏林处袁群落生境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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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尧多菌灵尧百菌清或咪鲜胺等 500~1 000 倍液 [21] 喷淋遥约
12 h 后换水袁继续浸种 12 h袁取出种子继续低温沙藏直至小
苗出芽渊30 d 左右冤袁即可进行芽苗移植 [19]袁出芽率可达到
90%以上遥
2.3

苗圃选择与做床
容器育苗大多在温室或塑料大棚内进行袁可人为控制温

湿度袁为苗木创造较佳的生长条件袁促进苗木生长袁缩短育
苗时间遥在室外进行容器育苗袁应选地势平坦尧交通便捷尧通

陈端妮等院钟花樱容器育苗技术
风尧光照条件好的半阳坡或半阴坡袁忌选易积水的低洼地
和风口处遥苗床以方便操作管理为准袁苗床土壤应精细打

2.7

苗木出圃
苗木达到出圃高度时应控制水尧肥袁进行炼苗遥此项工

碎尧创面平整遥一般苗床宽 1.0~1.2 m尧高 25~30 cm袁步道宽

作一般在出圃前 1 个月左右进行遥出圃前 1 d 淋透水即可出

等预防根长入地遥

3 结语

30 cm遥容器不可直接放置于地面袁应在床面上铺砖块尧地膜
2.4 基质与容器准备
钟花樱容器育苗较佳基质为 V

草炭土颐V

黄心土颐V

谷壳颐V

鸡粪=

60颐15颐10颐15袁基质中加入美国生产的爱贝斯渊EPX冤长效缓
释肥 2 kg/m3尧多菌灵 0.5 kg/m3袁搅拌混匀遥育苗容器通常选用
8 cm伊8 cm 无纺布袋遥容器袋提前装填好基质袁整齐摆放于
苗床中备用遥浇水时使用与沙藏时相同配比的杀菌性溶液进
行浇淋袁必须完全浇透以保证所移植的土壤无菌遥容器苗
培育过程中袁需注意苗木营养空间竞争程度并及时调整容
器摆放位置袁以利于培育壮苗遥
2.5 芽苗移植

待芽苗展开第 1 对叶片时即移植到容器中遥芽苗在沙

盘时间过长会造成徒长袁移植时需做支撑防止倒伏遥种植深
度以 1~2 cm 为宜袁需完全覆盖根部袁并且无倾斜倒伏袁徒长
苗种植深度臆3 cm遥移植前将培育芽苗的沙盘浇透水袁每个
容器移植芽苗 1 株袁晴天移植应在早晚进行袁移植后随即浇
透水遥

2.6 苗期管理

小苗出苗至真叶展开约 10 d袁此时小苗细弱需精细管

理袁可以用多菌灵或百菌清等杀菌剂 800 倍液喷洒防病曰从
真叶展开到迅速生长约需要 40 d袁其间生长量约为总生长量
的 10%袁小苗叶片数量增加尧苗高增长缓慢袁侧根部分比地
上部分生长快袁需要加强水肥管理尧保持基质湿润并及时松
土除草曰小苗进入速生期渊约 90 d冤后袁应满足小苗所需肥水
并及时中耕除草遥进入木质化期后袁小苗仍会保持一定的
生长量袁地上部分及地下部分根系开始木质化袁该阶段的管
理在于促进小苗木质化袁应控制或停止灌溉以防徒长遥

定期追肥袁每 15 d 施薄肥 1 次袁前期一般施用 5译尿素

水溶液袁中后期浇 1%复合肥袁同时每 30 d 喷施 1 次 1译磷
酸二氢钾水溶液遥追肥宜在傍晚进行袁严禁在午间高温时施
肥袁追肥后应及时用清水清洗幼叶叶面遥
钟花樱苗期病害主要有炭疽病尧根腐病和立枯病袁可用
代森锌尧多菌灵尧甲霜灵锰锌等药剂的稀释液进行浇灌曰同
时幼苗期要预防苗木猝倒病袁防治方法为出苗期施用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尧65%代森锌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袁
每周喷药 1 次曰主要虫害为地老虎等地下害虫袁可使用灭虫

菊酯或甲胺磷在苗床土干燥时浇灌预防曰其他虫害可用敌
百虫或敌敌畏防治袁每 2 周用药 1 次遥

钟花樱容器苗在幼苗期易遭受高温日灼危害袁应进行遮

荫处理袁可以搭建遮荫架或大棚覆盖遮荫网袁遮光度控制

在50%~70%遥当钟花樱长至 7~8 片叶时可以进行光照炼
苗袁当苗高 5~10 cm尧茎部完全木质化时可以去除遮荫网遥容
器内的杂草采用人工除草袁在基质湿润时要连根拔除袁不要
松动苗根遥苗圃周边的杂草可用草甘膦进行防除遥缺株容器
应及时补苗袁补苗后随即浇透水遥育苗期发现容器内基质下
沉应及时补填基质袁以防根系外露遥

圃造林或换袋进行绿化大苗定植培育遥

钟花樱是我国珍贵的本土樱花树种袁个体间花部性状差
异大袁后代性状分离明显[27]袁选择潜力大袁开发前景广阔遥长
期以来袁日本就一直非常注重收集我国的钟花樱资源袁并
不断进行品种创新袁其中以钟花樱为亲本材料袁培育了多个
非常有推广价值的樱花品种袁如河津樱渊Cerasus伊kanzakura
耶Kawazu-zakura爷冤尧椿寒樱渊Cerasus 耶Introrsa爷冤尧修善寺寒樱

渊Cerasus伊kanzakura耶Rubescens爷冤尧大渔樱渊Cerasus伊kanzakura
耶Taiyo-zakura爷冤尧阳光樱渊Cerasus耶Youkou爷冤等遥台湾地区育成

的品种有重瓣山樱花渊C. campanulata cv.耶Double-flowered爷冤尧

深红花系的雾社种和粉红花系的竹子湖种[12]曰大陆地区所培
育的中国红樱渊C. campanulata耶Zhongguohong爷冤和富贵樱渊C.

campanulata耶Fugui爷冤能适应华南地区较热的气候[17]袁并已被
大规模应用遥但目前袁相较于我国丰富的钟花樱资源袁其选
育研究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袁今后还应继续加强袁不断选育
出观赏价值高尧适应性强的新优品系渊种冤遥钟花樱容器育苗
日常生产技术规程的总结和完善袁将有助于提高其育苗产
量和质量袁为钟花樱新优品系渊种冤的规模化生产提供技术
支撑袁推动其在园林绿化方面的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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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树栽植遥造林时可按此比例选择无性系苗木造林袁也可先
用优良种源实生苗造林袁成年后再对多余的雄株进行嫁接
改造遥

山桐子苗种植前用 50~100 mg/L ABT 溶液蘸根袁栽植时

目的遥依照山桐子分枝习性[4]袁采用疏散分层型树体为宜袁即
每个单株为 7~9 个主枝袁分 2~3 层轮盘排布遥种植后第 3 年
冬袁在主干距地面 150~170 cm 处进行短截曰第 4 年冬袁每层
主枝的每个枝条上袁多年生枝条疏除直立旺长枝条袁短截或

剪去过长的须根袁使根系舒展放入种植坑内袁深浅适宜袁回土

缓放平斜枝遥6~7 年后袁树体进入盛果期袁应及时疏除过密

覆盖袁并夯紧土壤袁使根系与土壤紧密结合遥土壤覆盖至树

枝尧病虫枝尧下垂枝尧平行枝尧轮生枝尧徒长枝尧竞争枝等袁促

颈上方 1~2 cm 即可袁种植后应及时浇定根水遥

2.2 林地抚育管护
2.2.1

除草遥造林后袁每年均应实施除草等抚育管理措施遥

每年除草 1~2 次袁可在 5要6 月或 8要9 月进行袁以树冠下局

进果实良好发育遥
2.2.4

病虫害防治遥坚持野预防为主袁综合治理冶的方针袁通

过加强培育尧可持续经营等措施袁增强山桐子对有害生物的
抵御能力遥改善山桐子林地生态环境袁根据有害生物和环境

部除草方式为主袁范围以不影响幼树生长为原则遥梯田埂上

之间的相互关系袁充分发挥自然控制因素的作用袁因地制宜

着生的植被在不影响山桐子生长的情况下尽量保留袁以提高

地协调应用必要措施袁保持生物多样性袁构建复杂稳定的生

林地生物多样性和有利于水土保持遥

态系统袁将有害生物控制在经济损害水平以下袁以获取最佳

2.2.2 水肥管理遥造林后袁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每年应在旱季

灌溉 2~3 次袁同时需注意雨季及时排水遥

实行平衡施肥袁鼓励测土配方施肥袁因土因树制宜袁施

足基肥袁减少施肥次数遥以有机肥为主袁尽量控制化肥施用
量遥严禁施用未腐熟的人粪尿与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工业尧城
市垃圾尧磁化肥料和来自医院的粪便尧废弃物等遥基肥在果
实采收后至休眠之前施入袁提倡应用腐熟的农家肥料袁成年

树可施栏肥 80~100 kg/株或饼肥 5~8 kg/株尧人粪尿 30 kg/株遥
催芽肥于叶萌动前施入袁以氮肥为主袁适量配以磷钾肥渊N颐P颐

K=3颐1颐1冤袁以恢复树势袁有利于加快植株的营养生长袁防止植
株徒长袁根据树体大小施肥量为 1~5 kg/株不等遥5要9 月
为山桐子速生期袁此时应施用保果肥袁以磷钾肥渊N颐P颐K=0.5颐

1颐1冤为主袁施肥量以 2~7 kg/株为宜遥另外袁采后还阳肥可结
合基肥一并施用袁可以不单独施用遥如遇干旱天气袁应适当
调整施肥的频率和时间袁以不烧根为原则袁并在施肥后及时
浇水遥
2.2.3

整形修剪遥对山桐子进行整形修剪袁在保障山桐子结

实量的基础上袁进行树体矮化控制袁以达到降低采收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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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效益尧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遥
山桐子病害较少袁主要有锈病和炭疽病袁发病初期及时

喷施 75%甲基托布基可湿性粉剂 1 500 倍液或 50%多菌灵

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遥未发病的植株可用 29%石硫合剂水
剂 6~11 倍液袁或 1颐0.5颐240 波尔多液进行防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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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低和植株需水情况遥待植株完全恢复袁可以正常生长后袁

水状态也会干枯死亡遥

5.7.4

输液遥输液可为树体提供足够的水分和养分袁能大大

提高移栽树木的成活率遥输液一般在 4要9 月进行遥输液前
需提供深至髓心的 3~5 个输液孔袁一般位于大树基部袁由
上向下呈 45毅角遥将 0.1 g ABT 6 号生根粉和 0.5 g 磷酸二氢

钾溶于 1 mL 水配制成药液袁将药液以类似人体输液的方式
缓慢输入树干体内袁结束后务必用棉花团堵塞输液孔袁防止
药液流出遥具体输液频率以及间隔时间取决于干旱程度尧温
122

用波尔多液封好输液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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