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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３０。Ｖ型刀具嫁接法、劈接法、双舌接３种核桃微体嫁接方法进行对比试验。对比试验的
嫁接接穗采用经过８周试管培养的试管苗，砧木采用出土１３ ｄ的核桃切根子苗。试验结果表明，
３０。Ｖ型刀具嫁接苗成活率最高，为４０．６％，显著优于劈接法（２５．１％）和双舌接（１０．８％），说明３０。
Ｖ型刀具嫁接方法比劈接法和双舌接法更适用于核桃的微体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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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卯崩口）是我国重要的木本油料树
种之一，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传统嫁接繁殖方式由
于繁殖系数低、成苗慢，不利于核桃优良品种的快速
繁殖。子苗嫁接法［１。５３可缩短育苗周期、降低成本‘８｜，
但因核桃接穗粗、髓心大、成活率不稳定［引。而利用

１

ａ生核桃良种嫁接苗的当年生茎段。培育嫁接砧木

用种为陕西省商洛地区核桃种子。

方法

２

２．１微体嫁接试管苗培育
剪取温室１ ａ生核桃良种嫁接苗的当年生茎段

组织培养技术，采用微体嫁接方法具有良种材料繁
殖系数高、成苗快的优点［６Ｊ］。但核桃微体嫁接研究

培养在以ＤＫＷ为基本培养基，附加６－ＢＡ

起步较晚，通过改进或创新核桃微体嫁接方法的研

Ｌ＋ＩＢＡ０．１ ｍｇ／Ｌ＋Ｖｅ５．０

究未见报道，当前核桃微体嫁接仍采用传统的劈接

Ｌ＋琼脂６．０９／Ｌ的培养基上，培养时间８周以上。

依据。
１

材料

ｍｇ／

ｍｇ／Ｌ＋蔗糖３０．０ ｍｇ／

每一处理接种１５瓶，每瓶接种１个外植体，重

等方法。该研究对采用３０。Ｖ型刀具核桃微体嫁接
方法进行了初探，为核桃良种的快速繁育提供科学

１．０

复３次。
培养温度２５±２。Ｃ，光照时间１６ ｈ／ｄ，光照强度
１ ８００

ｌｘ左右。

２．２微体嫁接砧木培育

核桃微体嫁接试管苗组织培育材料来源于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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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于基质中（图１、图２）。

混合物为基质的塑料桶内，并在基质上覆盖２ ｃｍ左
右的湿锯末，将塑料桶置于恒温光照培养箱中。待子
苗胚根长出１．５ ｃｒｎ左右后将胚根尖端切除，然后再

２２卷

光照培养箱培养温度设置为２７±２。Ｃ，光照时
间１６ ｈ／ｄ，光照强度１

Ｉｘ左右。每处理１５株，设

３次重复。

圜１砧木生长状况
Ｆｉｇ．１

８００

Ｓｔｏｃｋ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ｉｇ．２

图２子苗切胚根后须根生长状况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ｂｒｅ

ｒａｄｉｃｅｌ

２．３不同微体嫁接方法
试验采用自身验研制的３０。Ｖ型刀具嫁接法和
常规的劈接、双舌接３种嫁接方法进行对比试验。２０
ｄ后观察并统计成活率。每一处理嫁接１５株以上，
设置３次重复。
２．４接穗和砧木试验材料的剪取

万方数据
接穗试验材料的剪取：接穗采用经８周以上试
管培养并且生长健壮，粗度０．５ Ｃ１Ｔｌ左右，苗高大于
２．５

ｃｍ，植株发育正常的试管苗。嫁接时剪取试管苗

上端带有顶芽、长度约２．０ ｃｍ、下端粗度约０．５

ｃｍ

的茎段作为接穗。

圈３

砧木试验材料的剪取：采用出土１３ ｄ的核桃子
苗作为砧木。此时砧木茎粗平均０．５５ ｃｍ左右，苗高
平均１０．４ ｃｍ左右，真叶开始出现但尚未展开。嫁接
使砧木切断的位置粗度约０．５ ｃｍ左右。
２．５

３０。Ｖ型刀具嫁接方法

用３０。Ｖ型刀具（图３），先在接穗基部切割ｖ

把切割了的接穗接入砧木切１７Ｉ中，之后用胶带绑扎，
并涂以接蜡。

嫁接操作完毕并进行保湿处理后，把嫁接苗仍
置于光照培养箱中，培养环境条件同嫁接砧木的培
育。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０。Ｖ型刀具嫁接方法以及劈接、双舌接３种

嫁接方法试验统计结果（表１，图４）。

表１不同嫁接方法对嫁接成活率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ｃｕｔｔｅｒ

２．６嫁接苗培养环境条件

型切１２Ｉ，然后把砧木在粗度约０．５ ｃｍ处剪断，在剪
口处用切割接穗同一刀具对砧木也切割Ｖ型切口，

３０。Ｖ型刀具

Ｆｉｇ．３ ３０。Ｖ ｇｒａｆｔ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注：表中平均成活率一栏中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代表１％、ｓ ０Ａ水平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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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本研究结果表明，核桃微体嫁接采用３０。Ｖ型

刀具，砧木接口和接穗接口吻合较好，且操作简单方
便、速度快，使接口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缩短，嫁接
成活率显著高于劈接和双舌接。影响核桃微体嫁接
的因素，除一些关键、重要因素外，在嫁接过程中，每
一环节都可能会影响嫁接成活率。本试验在现有试
图４嫁接成活状况（接穗上的叶柄目然脱落）
Ｆｉｇ．４

Ｇｒａｆｔｓ ｓｕｒｖｉｖｅ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２（ｐｅｔｉｏｌ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对试验结果利用ＤＰＳ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方差
分析表２说明，处理间差异显著（Ｆ＝７２．５）。利用同
一软件进一步进行多重比较分析，结果（表１）表明，
３０。Ｖ型刀具嫁接苗成活率最高，为４０．６％，显著优
于其他２种嫁接方法。其次为劈接法２５．１％，比较
复杂的双舌接嫁接成活率仅为１０．８％。３０。Ｖ型刀
具嫁接方法简单、便于操作、嫁接速度快，砧木和接
穗的切口吻合好，所以嫁接成活率高于其他２种方
法。劈接及双舌接相对Ｖ型刀具嫁接操作复杂，对
嫁接操作人员熟练程度要求较高，使嫁接成活率受

率的因素，进一步提高嫁接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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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不同嫁接方法对嫁接成活率的影响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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