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扦插基质和生根剂处理对滨梅嫩枝扦插生根的影响 

王小敏 ，彭大庆 ，吴文龙 ，朱 泓 ，黄 涛 ，闾连飞 ，李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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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不 同扦插基质 、不同生根剂及其浓度与浸泡时间对 滨梅嫩枝扦插 生根 效果影响的试 

验，结果表明，复合基质对滨梅扦插的效果优于单一基质，3种生根剂对滨梅插条生根率的影响顺 

序是 ABT1>IBA>NAA，插条在生根剂中的浸泡时间对生根效果有显著影响。试验筛选出滨梅 

嫩枝扦插的最佳方案是 ：珍珠岩 ：进 口泥炭一1：2的复合基质 ，用 1 000 mg·L ABTI浸泡插条 

基部 8 min，扦插 40 d后的生根率平均达到 8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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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ulture M edium and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on the Rooting of 

Softwood Cuttings of Beach P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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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ffects of culturing factors，such as single and mixed substrates，plant growth regulators and 

soaking time on the rooting of softwood cuttings of beach plum (Prunus maritima)were investigat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ixed media were better than single medium to the rooting．The promotion effects 

on rooting rate of 3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were in an order of ABTI> IBA> NAA．Soaking time exhibi— 

te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rooting．The optimal method was selected as soaking the cuttings with 1 000 mg 

· L一 ABTI for 8 min，then inserting into the mixed substrate of perlite and peat with the ratio of 1：2， 

40 days later the rooting rate could reach 8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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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梅(Prunus maritima)是蔷薇科李属的一种 

海滩沙生小乔木 ，分布于美国纽芬兰到北卡罗莱那 

州的北大西洋沿岸[1]。滨梅根系发达 ，具有耐旱 、耐 

贫瘠、耐盐碱等方面的抗逆性，可用于海岸滩涂修复 

和沙丘固定，其果实香甜多汁 ，色泽宜人 ，除鲜食外 ， 

还可用于生产果酱、果汁、果酒、果冻、软糖等[2]，是 
一 种兼有重要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树木[3]。 

滨梅常用的无性繁殖方法是组织培养和扦插繁 

殖。采用组织培养技术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大量生长 

均匀的健壮苗木 ，但是成本较高 ，目前也未大量应用 

于生产。有关滨梅组织培养的报道已较多 4 ]，但是 

有关扦插的研究仅宰学明_8 等曾研究过丛枝菌根真 

菌对滨梅扦插苗生根、生长和抗病相关酶活性的影 

响。扦插是一种较易操作、成本低且能保持母株优 

良特性的繁殖技术，扦插前合理使用植物生根剂对 

插穗进行处理，选用适 宜的扦 插基质 ，科 学调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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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便可缩短苗木生根时间、提高生根率，得到生根 
一 致的优质苗木。扦插基质为枝条提供必需的水分 

和养分，扦插基质的特性直接影响生根的效果以及 

扦插苗的成活率，而生根剂处理有利于诱导插穗基 

部组织根原基的分化与形成。耿云芬【9]等研究了不 

同基质对濒危树种景东翅子树扦插生根的影响，结 

果表明不同基质对景东翅子树扦插的生根率有极显 

著影响。而郭有燕E1o]等以大叶黄杨为材料 ，研究了 

扦插基质、枝条状况和激素等因素对其生根的影响， 

结果表明扦插基质对生根效果的影响最大，其次是 

枝条状况和激素。由此可见扦插基质和激素或植物 

生根剂对植物的扦插生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 

未见扦插基质和植物生根剂对滨梅嫩枝扦插生根影 

响的相关报道。因此，探究适合滨梅扦插繁殖的扦 

插基质和植物生根剂，提高生根率和促进扦插苗的 

健壮生长，对滨梅的快速繁育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枝条取 自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实验苗 

圃6年生滨梅，在滨梅生长季节选用生长健壮、无病 

虫害的半木质化枝条。扦插基质有珍珠岩、东北泥 

炭 、进 口泥炭(德 国维特)、蛭石、河沙 ，均采购于南京 

虹彩花卉 有 限公 司。植 物生 根剂 有 ABT生 根 粉 

(ABT1)购于北京艾 比蒂研究开发中心，萘乙酸 

(NAA)和吲哚丁酸(IBA)为分析纯，购于上海稼 丰 

园艺有限公 司。 

1．2 方法 

将滨梅枝条剪成 12～15 cm长的插穗，上端留 

3～4片叶 ，用配制好 的生根剂浸泡插穗基 部 2～3 

cm，然后扦插到加满基质的穴盘中，扦插深度为 5 

cm，采用全光照 自动喷雾系统进行水分管理 ，前 2O 

d保持插穗附近湿度在 9O 以上，后 2O d白天喷 

雾 ，晚上关闭 喷雾 系统，40 d后 统计生根 情况。用 

pH计和电导率仪测定基质的 pH和电导率。试验 

中每处理 32个插穗 ，重复 4次。 

1．2．1 单一基 质试 验 插 穗经 1 000 mg·L-1 

ABT1处理 8 rain后，插入珍珠岩、东北泥炭、进 口 

泥炭、蛭石、河沙等 5种不同基质的林木穴盘中，40 

d后统计生根率。 

1．2．2 复合基 质试 验 插 穗经 1 000 mg·L 

ABT1处理 8 rain后，插入 9种不同复合基质的林 

木穴盘中(表 2，基质配比为体积比)，40 d后统计生 

根率 。 

1．2．3 植 物 生根 剂 试 验 插 穗 经 不 同浓 度 的 

NAA、ABT1和 IBA处理 8 rain，插入珍珠岩 ：进口 

泥炭一1：2的复合基质中，40 d后统计生根率、生 

根数量和根系长度。 

1．2．4 ABT1生根 剂不 同浸泡时间试验 插穗用 

1 000 mg·L ABT1分别浸泡 4 min、8 rain和 12 

rain，用不经任何处理的插穗为对照，插入珍珠岩 ： 

进口泥炭一1：2的复合基质林木穴盘中，40 d后统 

计生根率、生根数量和根系长度 。 

1．3 数据分析 

利用 Excel2003计算每处理的生根率 、平均生根 

数和平均根系长度，再采用 SPSS12．0对各处理进行 

方差分析。生根率为4次重复的平均值，生根数和根 

系长度为随机挑选的 2O个生根插穗的平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单一基质对滨梅嫩枝扦插生根的影响 

测定 5种不同单一基质 的电导率和 pH 值 (表 

1)。5种基质 的电导率呈现较大差异 ，河沙的电导 

率较低仅有 32．7 s·cm_。，东北 泥炭 的电导率最 

高为 895．7 s·cm～，是河沙的电导率的 27．4倍， 

而进 口泥炭的电导率是东北泥炭 的 58．1 9／6，说 明东 

北泥炭里面 的离子含量相对 其他 4种基质较 高；5 

种基质的 pH值范围在 5．447．9之间，其中东北泥 

炭呈酸性的，进口泥炭和蛭石呈弱酸性，珍珠岩和河 

沙呈弱碱性。 

表 1 单一基质对滨梅嫩枝扦插生根的影响 

Table 1 The effect of single substrates on the rooting of 

softwood cuttings of beach plum 

注 ：同列 中不 同的 小 写字 母 分 别表 不 差 异显 著 (p<0．05)， 

表 2～表 4同。 

以珍珠岩和河沙为基质的滨梅生根率较低，不 

足 5O ，而东北 泥炭和进 口泥炭 的生根率 相对较 

高。虽然珍珠岩和河沙的电导率相差 1O倍，但 pH 

值却相近，二者的生根率均较低且无显著差异，这可 

能是二者的 pH值偏高 ，影响插穗基部的水分运输 ， 

且二者的保水性较差，所以单独使用时会造成插穗 

因缺水而死亡；蛭石的保水性较好、pH值低，且含 

有一定的营养，所以生根率略高于珍珠岩与河沙；东 

北泥炭和进口泥炭含有较全面的营养 ，有利于插穗 

生根，但东北泥炭的电导率较高，容易对插穗造成盐 

害，且东北泥炭的透水性较进 口泥炭差 ，所以东北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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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的平均生根率略低于进 口泥炭。由此可知 ，基质 

的 pH值是影响滨梅扦插生根的主要因素，最适宜 

的 pH值是 5．4～6．8。单一的扦插基质总是存在 
一 些不足 ，如果几种基质按照适宜的配比使用 ，则可 

以取长补短有利于提高滨梅的扦插生根率。 

2．2 复合基质对滨梅嫩枝扦插生根的影响 

9种复合基质 的电导率和 pH 与配 比里的单一 

基质相比呈现 了不 同程度 的变化。由表 2可知 ，9 

cm_。，比其组分蛭石低，但远高于河沙 ；2-9的电导 

率最高，达到 709肚s·cm～，比其组分东北泥炭低， 

但远高于珍珠岩；2-3与 2-4的 pH较高，超过了 

8．0，呈弱碱性；2-8与 2-9的pH较低，低于 5．5，呈 

酸性；其他几种复合基质的 pH在 6．5～7．1之间， 

呈中性偏酸 ，比较有利于滨梅的正常生长。基质中 

添加东北泥炭和进 口泥炭均可 以增加基质 的电导 

率，珍珠岩和河沙可以提高基质的 pH，东北泥炭可 

种复合基质中 2—4的电导率值最低，只有 151 ffs· 以降低基质的 pH。 

表 2 不 同基 质配比对滨梅嫩枝 扦插 生根 的影 响 

Table 2 The effect of mixed substrates on rooting of softwood cuttings of beach plum 

9种基质 中 2—3和 2—4的生根 率较低 ，不 超过 

6O ，二者的电导率值相差约 400／as·cm一，但是 

生根率却无显著差异，这主要是由于二者的 pH值 

均超过 了 8．0，极不利 于枝条生根 ；2—2、2—5、2-7和 

2-8的pH值在 5．4～6．8之间，是较适宜滨梅扦插 

生根的，除 2—2的生根率最高为 89．1 外，其他几种 

基质间的生根率差 异不显著 ，且生根率随电导率的 

升高有增加的趋势；2—7和 2—8中除泥炭外的组分相 

同，2—7中进口泥炭的体积比为33．3％，2-8中东北 

泥炭的体积 比也为 33．3 ，2种基质的生根率差异 

不显著；2-2和 2-9中除泥炭外的组分相同，2—2中进 

口泥炭的体积比为 66．7 ，2-9中东北泥炭的体积 

比也为 66．7 ，但 2种基质的生根率却差异较显 

著；2-8和 2-9中均含有东北泥炭 ，2-9中东北泥炭的 

体积 比 2—8高 33．4 ，但其生根 率却 比 2—8低 

11．0 。进 口泥炭营养均衡且 比较疏松 ，有利 于提 

高基质的保水性和透气性，但其密度较小，不利于固 

定插穗 ；而东北泥炭虽然含有大量的有机质，但是通 

透性较差 ，不适宜过量添 加 ，需 和透气 性好 的珍珠 

岩、蛭石等配比使用。由此可知，合理的基质配比更 

有利于滨梅的扦插生根。本试验的 9种复合基质 

里，生根率最高、最适宜滨梅嫩枝扦插的是 2—2，即 

珍珠岩 ：进 口泥炭一1：2。 

2．3 不 同生长调 节物质对滨梅嫩枝扦插生根的影 

响 

由表 3可知，3种浓度 NAA处理的扦插生根率 

和平均生根数差异较显著，浓度为 1 000 mg·L 

和 1 500 mg·L 的平 均根系长差异不显著 ，说 明 

NAA浓度的增加促 进根系伸长 的效果不 明显，试 

验中也发现 NAA处理 的生根苗根冠 幅较大 ，毛细 

根较多；3种浓度 ABTI处理的扦插生根率 、平均生 

根数和平均根 系长均存在较大差异 ，但是当 ABT1 

浓度为 1 500 mg·L 时，扦插生根率有下降趋势， 

而生根数和根系长却呈现增加趋势 ，说明 ABT1浓 

度的适当增加对滨梅扦插生根具有积极的促进作 

用；而 3种浓度 IBA处理只有平均根系长度存在显 

著差异 ，浓度为 1 000 mg·L 和 1 500 mg·L 的 

生根率和平均生根数均无显著差异，说明 IBA浓度 

的增加促进生根的效果不 明显 。 

9种激素处理的插穗 中，生根率最高的是 1 000 

mg·L_。ABT1，平均生根数最多的是 1 500 mg· 

L ABT1，平 均 根 系最 长 的是 1 000 mg·L 

IBA。当浓度相同时，3种生根剂对促进生根的效果 

不同，对生根率的促进作用顺序是 ABT1>IBA> 

NAA，对平均生根数的促进作用顺序是 ABT1> 

NAA>IBA，对根系长度的促进作用顺序是 IBA> 

ABTI>NAA。滨梅是深根系果树，因此使用 IBA 

的生根效果优于 NAA，而相同浓度的 ABT1扦插 

生根率和生根数均优于 IBA，所以最适宜滨梅扦插 

生根的生根剂是 ABTI。综上所述，选择 ABT1作 

为滨梅扦插生根 的生根剂最适宜 ，且最佳处理浓度 

为 1 000 mg·L 时，生根率最高可达 8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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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 同生根剂对滨梅嫩 枝扦 插生根的影响 

Table 3 The effect of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on rooting of softwood cuttings of beach plum 

2．4 AB1'1浸泡时间对滨梅嫩枝扦插生根的影响 

不经激素处理的对照组生根率 仅为 l6．4 ，平 

均生根数也只有 3．1条，根系也较短，说明滨梅的扦 

插必须使用合适的生根剂，而浸泡时间对生根效果 

有显 著影 响。由表 4可 知 ，虽 然使用 1 000 mg· 

L ABTI浸泡 8 rain和浸泡 12 rain的平均根系长 

度无显著差异，但是浸泡 8 rain的生根率和平均生 

根数均高于浸泡 12 rain的，说明浸泡时间过长对滨 

梅的生根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由此可知，用 1 000 

mg·L ABT1浸泡 8 rain最适宜滨梅 的嫩枝扦插 

生根 。 

表 4 ABT1浸 泡时间对滨梅嫩枝扦插生根 的影响 

Table 4 The effect of soaking time with ABT1 on rooting of 

softwood cuttings of beach plum 

3 结论 与讨论 

通过分析几种常见基质对滨梅嫩枝扦插效果 的 

影响，表明合理配比的复合基质对滨梅扦插的效果 

优于单一基质 ，但并非混合基质中基质 的种类越多 

越好 ，在考虑通透性和营养性的基础上 ，要兼顾基质 

的电导率和 pH值；基质的 pH值对滨梅生根效果 

的影响比电导率大 ，尽管滨梅植株适 宜的土壤 pH 

值 5．8～7．7 E ，中性和偏碱性的基质对其插穗生根 

不利 。在最适宜的 pH值在 5．4～6．8之间，基质 的 

电导率适当高一些有利于插穗生根。通过分析 3种 

生根剂对插条生根效果 的影响 ，发现 NAA 对促进 

滨梅生根数量的效果最好，IBA对促进滨梅根系长 

度的效果最好 ，ABT1对促 进滨梅 生根率的效果 最 

好，最终筛选出生根率高、生根数多、根系相对较长 

的 ABT1作为滨梅嫩枝扦插的最佳生根剂，适宜浓 

度为 1 000 mg·L_。。通过分析 ABT1处理时间对 

滨梅生根效果的影 响，发现浸泡时间过长对滨梅的 

生根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最终确定最佳浸泡时间 

为 8 min。因此 ，根据试验结果 ，滨梅嫩枝扦插的最 

佳方案 为 ：用 1 000 mg·L ABT1浸 泡插 穗 8 

rain，选用复合基质珍珠岩 ：进口泥炭一1：2。 

扦插基质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所扦插植物的生物 

学特性 ，还必须满足根系养分 、水分及空气供给的原 

料。采用单一成分作基质时，河砂或珍珠岩保水性 

差，泥炭土和蛭石通 透性差 ，均不 利于植物根系生 

长，因此选用适宜的复合基质生根效果更佳。张树 

振L】 等对紫花苜蓿的扦插繁殖中也发现复合基质 

优于单一基质，因为复合基质可以集合多种基质的 

优点，克服单一基质的不足。珍珠岩通气好、材质 

轻，有利于植物生根 ，但珍珠岩 pH较高 ，且其养分 

少、比重 比水低 ，不能很好 的固定根系 。泥炭养分 

足，保水能力强 ，且本身含有腐殖酸和植物生长所 

需的各种营养元素，有利于植物根系的生长[1 ，但 

其通透性差，不利于植物生根，容易引起根系霉烂， 

因此采用珍珠岩与泥炭搭 配使用可达到保水、透气 

的良好效果 ，保持基质 的最佳含水量 ，有利于保持插 

穗基部适宜的湿度 ，因此生根效果最好。 

植物生根剂促进植物扦插生根的机理 目前 尚不 

十分清楚。徐兴友[1 等研究结果也证实 ，用外源激 

素处理植物的插穗 ，可提高插穗细胞渗透压、吸水力 

和酶活性 ，使细胞顺利完成脱分化和再分化。梁玉 

堂_】 等研究认为外源激素还能影响插穗内部营养 

物质的分配，使插穗下切口附近变成吸收营养物质 

的中心，促进愈伤及不定根的形成。彭少兵[1朝等研 

究结果也显示了激素在一定范围内可促进植物不定 

根的形成。生长素类 NAA 和 IBA 含有硫脲基团， 

可使细胞壁松驰，促进蛋白质等物质的合成，进而促 

进植物根细胞的生长，但是过高的浓度可诱导乙烯 

的产生 ，而乙烯对生根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从而抑制 

根的产生[1 。因此选择适宜的植物生根剂和处理 

时间对植物的扦插生根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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