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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科学

阜新地区杨树大垄双行育苗技术
张秋颖
渊阜新市国有彰武县四合城林场袁辽宁彰武 123208冤
摘要 介绍了阜新地区杨树大垄双行育苗技术袁主要包括整地尧采条冬贮尧切穗及处理尧扦插尧苗期管理等方面内
容袁以期为杨树良种壮苗培育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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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是造林绿化常见的树种之一袁繁育方法操作
简单袁管理较为粗放袁苗木成活率较高袁是广大林农较
易掌握的一项育苗技术之一遥 阜新地区杨树品种较
多袁发展历程也较为复杂遥 20 世纪 70要80 年代袁小青

长袁木质化程度高袁抗逆性强袁苗木质量高遥

1 整地
在育苗前要进行整地袁阜新地区提倡在前 1 年秋

季对育苗地进行整理袁并结合秋施基肥进行袁以达到

杨尧小叶杨占据造林和育苗的主导地位袁经过几十年

增加地力尧疏松土壤尧提高地温尧促进生根的作用遥 可

的优胜劣汰自然选择袁这些品种表现出低产低效的性

施有机肥 60~75 t/hm2袁耙平保墒遥 当年 4 月初做垄尧施

状袁逐渐被淘汰出局曰90 年代引进了欧美杨 107尧108

速生杨袁在阜新地区栽植了 5~6 年袁因为不适应本地

区温度袁冬季遭受严重低温冻害而逐渐死亡曰21 世纪

底肥袁底肥种类为复合肥袁垄宽为 1.1 m袁耙平后覆盖

黑地膜遥

2 采条尧冬贮

以后袁阜新地区的主栽品种有乡土树种小美旱和小钻

杨树插条最好在前一年秋末冬初之前采集遥 选取

杨袁表现出较好的生长优势袁一直栽植至今袁但因为栽

当年生健壮尧芽体饱满尧无病虫害的枝条作种条袁可以

植时间较长袁性状退化袁急需采用提纯复壮技术进行

是当年的平茬条袁也可以选取健壮大树树干下部当年

良种培育曰从外地引进的中绥 12尧中黑防尧小成黑等半

萌生的枝条遥 将采集的种条贮藏在挖好的窖内袁与湿

速生杨树新品种表现出生长迅速尧适应性强尧抗性好尧

沙混拌后冬藏贮存遥 杨树种条也可在当年春季进行采

扦插成活率高尧树形美观尧林相好等特点袁一直被广大

集袁不经过冬季贮藏袁切穗处理后袁进行浸泡即可扦

育苗户所喜爱遥

插遥 但是经过冬贮的种条有保水性好尧成活率高的特

传统的杨树育苗多采用单垄扦插育苗方式袁存在

点遥主要因为春季采集的种条经过冬季野外越冬以后袁

苗木长势不均尧质量不一尧高矮不齐的现象袁壮苗和弱

部分种条水分流失袁加上种条自身含水量较低尧春季

苗相差较大袁1 级苗木的出苗率为 50%~60豫渊22 500耀

干旱少雨尧土壤水分供应不足袁扦插后插穗极易因缺

30 000 株/hm 冤遥 为了提高杨树育苗的出苗率袁总结出

水而死亡袁降低成活率曰经过冬贮的种条袁与湿沙混

了育苗的成活率和 1 级苗出圃率遥 野大垄双行尧黑地膜

扦插以后袁由于水分含量较高袁只要温度适宜袁极易萌

苗数量 52 500耀59 500 株/hm2袁1 级苗出苗率 100豫袁苗

3 切穗及处理

2

野大垄双行尧黑地膜覆盖冶的杨树育苗技术袁大大提高

覆盖冶杨树育苗技术具有以下优势院一是培育的 1 级

木病虫害少曰二是可减少除草环节袁不伤苗袁节省劳务

藏袁保水性好袁有效避免了种条野外越冬失水的弊端袁
发袁发芽率和成苗率远远高于春季采集的种条[1-2]遥
3.1 切穗

支出袁降低成本曰三是可减少灌水次数袁保水保肥效果

杨树种条不同部位选取的插穗质量不一样袁切穗

好袁降低经营成本曰四是插穗萌芽期提前袁避开了象鼻

时要针对不同部位的穗条进行分级处理袁以保证扦插

虫尧金龟子的危害袁生长期增加 1 个月袁苗木生长时间

时出苗整齐袁确保苗木质量遥 插穗最好选择粗 1~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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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条袁不足 1 cm 的枝条不宜作种条遥 插穗长度为 20~

比较密集袁芽体质量差袁营养积累好袁穗条可稍短些曰

张秋颖院阜新地区杨树大垄双行育苗技术
种条上部的芽比较稀疏袁芽体质量好袁营养积累差袁穗

条可稍长些遥 上切口距离最上芽 1 cm 左右袁注意不要

可适当增加追肥次数曰8 月中旬以后停止追肥袁以防止
苗木徒长袁影响其木质化程度袁越冬遭受冻害遥 追肥方

让最上面的芽体受到损伤曰下切口要在最后一个芽的

式以条施为主袁追肥以后浇透水袁并及时进行中耕保

下部遥 上切口切成平口袁下切口切成平口或斜口袁扦插

墒遥 由于当年扦插的杨树苗根系分布较浅袁降雨或浇

时斜口容易插入土壤内部袁 但切口损伤面积较大曰要

水后如遇大风危害袁容易发生倒伏现象袁应及时用犁

注意保护皮部完好袁不可以劈裂和碰伤袁以免影响苗

蹚沟袁进行培土遥

木扦插成活率 遥

5.2 抹芽修枝

[3]

3.2 插穗处理

扦插前 1 周左右袁从窖内挖出种条袁截成插穗袁放

到清水池或大缸中浸泡 3~5 d袁最短应保证浸泡 24 h

以上袁让穗条吸足水分袁促进皮层软化袁有利于成活遥

在扦插前可采用 ABT 2 号生根粉液处理插穗袁将生根

粉配制成 50 mg/kg 或 100 mg/kg 低含量的溶液袁将插

杨树具有极强的萌蘖能力袁在当年新梢生长过程
中袁要经过多次抹芽袁才能保证主干通直尧树形圆满遥
及时除去叶节间萌芽袁还能减少养分竞争袁促进主干
新梢向上快速生长遥 当年新生枝条枝叶越多袁光合面
积越大袁光合效率越大袁养分积累越多袁可更好地促进
根系和主干生长袁达到最佳生长量遥 冬季 1要3 月袁有

穗捞出沥干水分袁以 50 个或 100 个打成一捆袁垂直竖

条件的地方要对越冬的杨树苗进行适当修剪袁剪除树

2~4 cm 为宜遥

枝以下的衰弱枝和病虫害枝也要及时清除[4]遥

立在配制好的生根粉溶液中浸泡 3~4 h袁浸泡深度以

4 扦插

4 月中旬开始扦插袁插穗用量 10.5 万条/hm 曰4 月
2

冠上与主干有竞争的枝条袁 保证主干的生长优势曰长
5.3 平茬

为了培育良种壮苗袁可以对当年生杨树苗在秋季

下旬插穗开始抽芽生长遥 在铺好地膜的垄上按 30 cm

进行平茬处理袁以养根促干袁不但树干长势极强袁而且

80 cm尧小行距 30 cm 的大垄袁可达到良好的通风透光

壮遥 第 2 年春季袁要及时抹除平茬后长出的萌条袁当萌

的株距和 30 cm 的小行距扦插 2 行插穗袁形成大行距

效果袁且方便除草尧施肥等作业管理遥 由于是透过地膜
扦插袁扦插时下切口不能粘有地膜遥 扦插后立即浇透
底水袁防止插穗落干袁影响出苗率遥
扦插时最好分级扦插遥 种条下部芽和上部芽因为
芽体不饱满尧营养积累少等原因袁不是质量最好的穗
条袁要插在圃地外围或者地垄两头曰种条中间部位的

树干通直袁根系发达袁培育出的杨树苗抗性强尧长势
条长 10~20 cm 时袁要保留 1~2 个生长粗壮尧长势优良
的萌条进行培养袁其余的全部抹除遥 阜新地区由于春
季大风天气较多袁而且多为南风袁在留苗定株时袁尽量
不要选择北部萌生的枝条袁 防止因风大而将萌条吹
折遥 当萌条长 30 cm 以上时袁及时定株袁培育主茎遥

5.4 病虫害防治

切穗芽体最饱满尧营养积累最充足尧质量最好袁要扦插

杨树苗期易遭受白杨透翅蛾尧大青叶蝉和食叶害

在地垄中间部位袁扦插深度以上切口与地面平行或略

虫危害袁要及时用药防治袁可喷施氧化乐果尧高效氯氰

微高于地面为最佳遥

菊酯等内吸性杀虫剂 1 500 倍液防治遥 应及时清除细

5 苗期管理

弱枝和病死树木袁以免传病遥

5.1 浇水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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