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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紫荆容器育苗与造林技术研究
田晓明 颜立红 蒋利媛 向光锋 李高飞
渊湖南省森林植物园袁湖南长沙 410116冤
摘要 本文总结了黄山紫荆容器育苗和造林技术袁调查了黄山紫荆果实和种子形态特征尧一年生容器苗年生长节
律尧生物量分配规律以及不同土壤类型造林效果遥 结果表明院黄山紫荆在石漠化山地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袁造林成活率和
保存率均较高袁可以作为石漠化治理的优选乡土灌木树种曰黄山紫荆一年生容器苗在生长过程中各器官生物量生产分
配具有规律性袁地上部分生物量分配比例在生长初期较高曰地下部分生物量分配比例从生长盛期末和生长后期就处于
稳步上升状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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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紫荆渊Cercis chingii Chun.冤属豆科渊Legumino-

释 800 倍喷雾消毒袁地膜覆盖 3耀5 d 即可使用遥 播种量

分枝常呈披散状袁枝形奇特袁花常先叶开放袁数朵簇生

右袁播种前 1 d 浇足底水袁播后依次覆盖细土尧塑料薄

sae冤紫荆属渊Cercis冤落叶小乔木或丛生灌木 [1]袁主干和

于老枝袁淡紫红色袁与常见的紫荆明显不同袁故又称为

为 60.0~67.5 kg/hm2袁人工条播或撒播袁播深 1.00 cm 左
膜袁四周压实遥

曲枝紫荆[2]遥 黄山紫荆在野外有许多天然分布群落袁在

1.2.2 苗床管理遥 出苗期袁根据幼苗生长情况及时浇

旱袁适应性强袁观赏性高袁具有较高的园林观赏和生态

出齐需 30~40 d 时间遥

安徽尧浙江尧广东北部尧湖南南部等地广布袁耐瘠薄袁耐干
学价值袁是防治石漠化的优良乡土灌木树种袁同时也

可为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旅游提供优质生态景观遥本文
对黄山紫荆种子和果实形态特征尧容器育苗和石漠化
山地造林技术开展了研究袁调查了一年生容器苗年生长
节律袁以期为黄山紫荆的繁育及推广应用提供参考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概况
黄山紫荆种子采自湖南省江永县袁容器育苗地点
为湖南省森林植物园苗圃袁造林地点为湖南省江永县
石漠化山地遥
1.2 试验方法
1.2.1 芽苗培育遥 2015 年 10要11 月采集黄山紫荆种

子袁12 月至翌年 2 月播种遥 播种前浸种袁 浸种水温在
40 益左右袁时间为 1 d渊种子全部露白冤袁室温下待种子

自然冷却即可播种遥 育苗床面高于步道 15~20 cm袁床
面宽 80~120 cm袁步道宽 40 cm袁苗床基质为黄土尧珍珠

岩渊1颐1冤遥 用 70%甲基托布津 900耀1 350 g/hm2 兑水稀
基金项目 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项目渊也2018页XT01 号冤遥
作者简介 田晓明渊1986要冤袁女袁湖南湘潭人袁博士袁高级工
程师袁从事珍稀濒危植物致濒机理尧保护与利用
方面的研究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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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尧除草松土袁待苗木全部出齐后及时揭开覆膜遥 苗木
1.2.3 芽苗移栽遥幼苗高度 6 cm 左右时即可分批移植
装袋袁幼苗装袋选择 10 cm伊10 cm 的育苗容器遥育苗基

质为 50%的黄心土+40%的泥炭土+10%的钙镁磷肥遥

将容器苗移入搭遮阴网的阴棚内袁根据育苗袋内

土壤的湿度适时浇水遥 在苗木恢复期内每天浇水 1 次袁

苗木恢复期过后及时加强肥水管理遥

1.2.4 整地遥 水平带状整地袁清理林地内所有杂草袁保

留灌木和乔木遥 穴规格一般为 40 cm伊40 cm伊30 cm曰造

林密度 2 m伊2 m袁具体根据地形而定遥

1.2.5 造林遥造林时间 2017 年 2要3 月遥为克服土层浅

薄对苗木生长的影响袁应集中局部土壤进行造林袁同
时确保容器土不散袁放正栽直袁栽植不宜太深遥
1.2.6 抚育管理遥 前 3 年袁每年 2 次松土抚育尧2 次施

肥渊第 1 年只施肥 1 次袁每次穴施复合肥 50 g冤曰第 3耀

5 年袁每年 1 次松土抚育尧1 次施肥渊每次穴施复合肥

100 g冤遥

每年冬季落叶后至春季萌芽前袁剪除有病虫害的

树枝尧交叉树枝和重叠树枝袁以保持优美的树形遥
1.3 调查统计
采集豆荚后袁取出种子袁立即用游标卡尺测定种
子的长度尧宽度和厚度遥 将称量瓶置于恒温干燥箱中
烘 4 h 后取出冷却袁称重渊W 冤曰将种子装入已称重的称

田晓明等院黄山紫荆容器育苗与造林技术研究
量瓶中加盖袁称重渊W 1冤曰揭开瓶盖袁置于恒温干燥箱中
烘 17 h袁取出冷却后袁称重渊W 2冤袁计算种子含水量袁计

算公式如下院

根数则显著低于容器苗遥
表 1 直播苗和容器苗性状比较
一级主根长/ 一级侧根数/
条
cm
直播苗
54.00依7.67 0.61依5.71 16.52依1.85 23.56依9.35
移栽容器苗 45.25依6.43 0.55依0.10 25.90依7.39 34.43依10.26
类型

种子含水量渊%冤=渊W 1-W 2冤/渊W 1-W 冤伊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形态特征观测

果荚长 6.75耀9.52 cm袁平均值为渊8.26依2.91冤cm曰宽

1.27耀1.58 cm袁平均值为渊1.35依0.17冤cm遥 种子近圆形袁

扁平袁褐色袁长 0.69耀0.95 cm袁平均值为渊0.83依0.13冤cm曰
宽 0.55耀0.79 cm袁平均值渊0.65依0.23冤cm曰厚 0.10耀0.26 cm袁

苗高/cm

地径/cm

2.3 黄山紫荆容器苗年生长节律

黄山紫荆芽苗于 2016 年 3 月移栽容器育苗袁缓

苗 1 个月后袁4 月 15 日观测容器苗株高和地径遥 从图 1

可以看出院一年生容器苗呈慢要快要慢要快要慢的

生长过程袁株高和地径从 4 月开始增长袁一直持续到

平均值为渊0.23依0.06冤cm遥 种子百粒鲜重为 2.5耀2.9 g袁

10 月袁8要10 月是快速增长期曰10 月下旬后袁有一段增

2.2 直播苗移栽对一年生苗木质量的影响

止生长袁进入休眠期遥 由于黄山紫荆的快速生长期出

平均为渊2.76依0.75冤g遥 含水率平均为渊12.18依3.19冤%遥

由表 1 可知袁直播育苗和容器育苗 2 种不同育苗

长相对缓慢时期曰在生长后期袁生长缓慢曰12 月基本停

现在 8 月袁所以应在 7 月中下旬开始施肥遥 一年生黄

方式的黄山紫荆苗木性状均有显著差异袁其中直播苗

山紫荆容器苗高年生长量为渊45.25依2.20冤cm袁地径年

株高和地径显著高于容器苗袁但一级主根长和一级侧

生长量为渊4.77依0.65冤mm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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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6 年黄山紫荆株高和地径年生长节律

2.4 黄山紫荆生物量分配规律

从图 2 可以看出院黄山紫荆生长初期主要是地上

部分的生物量生长曰随着幼苗进入生长高峰期袁地下

5
4

部分生长积累袁地上部分生物量持续下降曰在生长末

3

期和生长后期袁地下生物量分配比例显著增加袁此时

2

生物量主要用于根系生长和根系快速木质化袁以提高
抗性袁促进越冬遥
2.5 不同土壤类型黄山紫荆造林效果

由表 2 可以看出袁 黄山紫荆苗在潜在石漠化尧轻

度石漠化和中度石漠化地区造林袁成活率和保存率均
达到 80%以上遥

3 结论与讨论

野生黄山紫荆多发现在石漠化山地遥 2014 年 8 月
[3]

颜立红等 在江永县石漠化山地发现大面积黄山紫荆

地上部分生物量
地下部分生物量
总生物量

1
0

6

7

8

9

月份

10

11

12

图 2 2016 年黄山紫荆生物量年生长情况

野生群落袁这是该种在湖南地区的新分布遥 黄山紫荆
在石漠化山地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袁造林成活率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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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辉院辽西北风沙区苜蓿与芍药综合栽培技术推广的意义
剂袁则可发挥更高的药用价值遥 三是鲜切花市场发展

前景大遥 目前袁全世界有超过 50 个国家研发芍药观赏

新品种和商品化生产技术遥 我国各地学者潜心研究芍

生产尧生态平衡结合起来袁改善了当地的生态和人居
条件袁造就了和谐的生态链环境遥

4 科技意义

药鲜切花的各项生产技术袁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袁生产企

加大力度落实本地区的项目推广袁有利于提高本

业及其上下游产业链也在为芍药鲜切花产业化而努

地苜蓿和芍药种植水平遥 此项目从苜蓿播种开始袁包

力遥 因此袁未来芍药鲜切花产业市场潜力巨大遥

含杂草防控尧刈割尧病虫害防治尧抗寒越冬尧青贮全流

苜蓿尧芍药的广泛种植袁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结

程的技术指导曰同样袁芍药栽培也从整地开始袁包含栽

构更合理发展袁形成牧草种植尧加工尧销售尧运输以及

植尧除草尧肥水管理尧去蕾尧病虫害防治等一系列的流程

畜牧养殖等产业链袁以点带面袁除了种植业相关的企
业发展外袁其上下游产业以及由此辐射的产业链条也

技术指引遥 虽然部分农户可能早已开始种植这 2 种
植物袁但是从技术提升角度来说袁引入大专院校的科

会加速延伸袁有助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袁促

学种植技术袁 必将 有利于 提升整 个地区 的种植 水

进本地区经济持续推进尧人居社会和谐发展遥

平袁为本地区发展提供更好的技术指引袁加速本地的

3 生态意义
近年来袁受干旱尧开荒尧过牧等因素影响袁辽宁省

草原资源面积大幅减少袁质量下降袁全省 70%以上的

经济发展[4-5]遥

随着项目的深入袁一方面研究人员进入林场和农

户种植区袁了解农户种植难点袁再进行对应的疑难解

天然草原沙化或退化遥 现代沙漠化的形成过程袁实际

决曰另一方面研究人员也把之前在实验室研究的新型

上是脆弱的自然尧社会和经济条件共同作用于不稳定

种植方法传授给农户袁并在试点区开展种植试验遥 这

的生态环境的结果遥 近年来袁我国每年因荒漠化造成

两方面的实践袁使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得到有机结

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500 亿元遥 因此袁防止沙漠化的

加剧袁不仅对治理和防护有重要意义袁对于改善生态
草地生态系统的生产和生态功能衰退袁造成土地
荒漠化和水土流失袁危及生态平衡和生物链的安全袁也
是制约草地畜牧业发展的因素之一遥 苜蓿尧芍药综合
栽培技术推广项目的实施有助于生态重建袁有利于提
高人工种植水平袁可以充分利用沙化地尧弃耕地等闲
置土地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袁缓解了

农作物需水矛盾袁促进了生态系统向着良性循环改进曰
同时袁推动了农村产业化发展袁推进了生态体系建设袁
改善了种植业的条件和环境袁把种植健康作物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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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土壤类型黄山紫荆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
岩石裸露度
约30
30~50
50~70
跃70

能够最大化地提升种植水平袁促进产业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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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气候状况也有重要意义遥

土壤类型
潜在石漠化
轻度石漠化
中度石漠化
重度石漠化

合袁加速了技术提升袁同时把经验和技术都落到实处袁

成活率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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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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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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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袁容易形成地表干旱袁致使植株生长困难[4]遥 因此袁
渊%冤

率均较高袁可作为石漠化治理的优选乡土灌木树种遥
对黄山紫荆一年生容器苗生物量变化进行研究
发现袁苗木在生长过程中各器官生物量生产分配具有
规律性遥 地上部分生物量分配比例在生长初期较高曰
地下部分生物量分配比例从生长盛期末和生长后期
就处于稳步上升状态遥 因此袁培育黄山紫荆时应根据
生物量变化规律合理进行水肥管理袁以促其健壮生长遥
由于石漠化土壤的特殊性袁土层瘠薄袁水分流失

黄山紫荆造林时袁 应尽可能保留石山上的原生植被袁

利用原生植被遮阴袁提高造林成活率遥 造林密度不能
强求一致袁宜采用野见缝插针冶的方式[5]袁既不大量破坏
石漠化山地上原有植被袁又不影响造林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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