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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季节和基质对紫蝉扦插的影响(简报) 
刘雪霞，蔡邦平 

(厦门市园林植物园，福建 厦门 361003) 
 

摘  要：以紫蝉 Allamanda violacea 不同茎段作插条，在不同季节和基质中进行扦插试验。结果表明，插条为

未木质化幼茎的成活率为 0，不宜作扦插繁殖材料；插条为一年生木质化茎段的在春季扦插效果最好，在沙基

质中扦插成活率为 50%，平均生根 32 条，平均根长 15 cm。扦插基质以红土为最好，扦插成活率为 71%，平

均生根 43 条，平均根长 21 cm。综合试验，紫蝉扦插以一年生木质化茎段为插条在红土基质中春季扦插效果

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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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ifferent stem section of Allamanda violacea for cutting，the cutting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in different seasons and matrix.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urvival rate of the 

non-lignification young stem cutting was 0, which was not suitable for cutting propagation materials; 

the annual lignification stem section of cutting worked best in spring, and the survival rate of the 

cuttings was 50% in sand matrix, which had 32 roots and 15 cm of the root length in average. Th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data indicated that A. violacea cutting worked best with the annual 

lignification stem section cutting in the matrix of red clay in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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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名称及材料类别  紫蝉 Allamanda violacea 一年生木质化茎段和未木质化幼茎作为插条。 

2 方法  2010 年 1 月 20 日至 2011 年 8 月 21 日，在厦门市园林植物园苗圃大棚内进行扦插试验。棚内

最高温 39.7 ℃，最低温 11 ℃，平均温度 23 ℃，空气相对湿度 80%。插条长 8～10 cm，去掉叶片，插

入基质深度为其总长 1/3，插后压紧，浇透水。每处理 200 条，重复 3 次。 

分别在春季(谷雨)、夏季(大暑)、秋季(霜降)、冬季(大寒)以沙为基质进行扦插，检测不同季节扦插

成活率；在扦插成活率最高的季节进行沙、红土、砻糠灰三种苗床基质试验。不同基质均用 50%多菌

灵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喷洒消毒，备用。将基质填入扦插床内，填充深度 20 cm，平整扦插床后扦插

插条，4 个月后统计成活率、生根数和根长。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季节扦插效果  不同季节扦插未木质化幼茎的生根率均为 0(表 1)，表明未木质化幼茎不宜用

于扦插繁殖。一年生木质化茎段在不同季节中扦插成活率差异较大，春季扦插成活率最高，为 50%，

显著大于其他季节的扦插成活率；在不同季节中，一年生木质化茎段作为插条的平均生根数量和平均

根长差异均较大，其中春季扦插插条的平均根数最多，为 32 条，显著大于其他季节；根长亦最长，达

15 cm，与夏季无显著差异，但显著大于秋、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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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插条在不同季节中的扦插成活率、生根数和根长
Table 1  The survival rate, rootage and root length of 

cutting in the different seasons 

季节 插条 
成活数

/条 
成活率 

/% 
平均生根数 

/条 
平均根长

/cm 
木质化 100 50 c 32 c 15 c

春 
未木质化 0 0 0 0 
木质化 6 3 a 19 b 14 bc 

夏 
未木质化 0 0 0 0 
木质化 2 1 a 16 b 12 b 

秋 
未木质化 0 0 0 0 
木质化 30 15 b 11 a 9 a 

冬 
未木质化 0 0 0 0 

注：同列数值后不同小写英文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表 2 同。

3.2 不同基质扦插效果  由表 2 可知，一年生木质

化插条在三种不同基质中扦插成活率、平均生根数

和平均根长差异均较大。其中在红土基质中扦插生

根率最高，为 71%；平均生根数亦最多，达 43 条；

平均根长最长，达 21 cm。三指标均显著大于沙和

砻糠灰。 

4 小结与讨论  本研究表明，紫蝉扦插以春季应用

一年生木质化茎段为插条在红土基质中扦插效果

最优。 

插条生根是细胞分化的过程，插条质量起着关

键作用。同一枝条不同部位所含的营养物质、内源

激素等存在差异，对外界因子的敏感度也不同[1]
。

本试验利用紫蝉不同茎段作插条，结果表明一年生

木质化茎段扦插效果较好，未木质化嫩茎不适宜作

插条。初步认为一年生木质化茎段自身较粗，生长

健壮，营养物质含量较为丰富，作为插条更有利于

生根。 

表 2  插条在不同基质中的扦插成活率、生根数和根长
Table 2  The survival rate, rootage and root length of 

cutting in the different matrices 
基质 成活数 

/条 
成活率 

/% 
平均生根数 

/条 
平均根长

/cm 

沙 100 50 b 30 a 16 a 

红土 142 71 c 43 c 21 b 

砻糠灰 76 38 a 39 b 18 a 

植物扦插成活率，除了与插条本身的生理状况有关，还受到外界环境条件(如温度、水分、光照、

空气、扦插基质等)的影响[2—4]。季节对扦插影响很大，本试验对紫蝉在不同季节扦插的效果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春季扦插成活率最高。这与陈璐等[5]的结论一致。在不同季节里，植物体内各激素含量、

比值会出现变动，而在春季植物体内激素含量、比值最利于紫蝉生根，同时春季的温度、湿度等条件

最利于紫蝉生根。 

扦插基质的不同，对扦插插穗的成活率、生根数及根长影响较大[6]。适宜基质的选用是决定扦插

成活的重要因素之一[7]。本试验采用三种基质对紫蝉进行扦插试验，结果表明，偏酸性的红土作为扦

插基质成活率高于其他基质。紫蝉喜酸性土壤，在酸性土壤中扦插成活率更高，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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