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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瓣一品红嫩枝扦插繁殖研究 

堡互墨 S衍．2 ．串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204) 

摘要：对重辩一品红( Willd．)的嫩枝扦插育苗技术进行了研 

究．结果表明：半木质化枝条生根快，成活率明显高于老基千和成熟枝条；叶和芽对 
一 品红插条生根影响较大，全部去叶时其生根率仅8．7％，以去除下部叶厦上部叶 

片的1／2并保留芽较为适宜；NAA和IBA对一品红插条生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最适浓度质量分数比分剐为 300×10-6和500x 10一，但二者的混合液效果更好； 

以1／1 000的多茵灵和百茵清在插前处理插条，百茵清使生根率提高而多茵灵对 

生根有抑制作用；过强和过弱的光照均不利于生根，前期保持 40％的相对光照， 

12d后透光量增加到85％．在所试验的6种基质中，以红土+炭渣 +庸殖土(1：1： 

1)生根效果最好．插前将插条置于清水中浸泡2h既能使插条吸足水分又可洗去切 

口上的白色汁液，因而对生根有促进作用．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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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品红( pu／chen'／ma WiLld．)又名象牙红、猩猩术、圣诞花，属大戟科大戟属，直 

立灌木，全株含有白色汁液，冬季基茎顶枝条节问变短，簇生瓣化的苞片变成红色，显得异常 

漂亮．作为圣诞节用花和日常用花，市场对其需求量日益增长．一品红通常采用扦插方式进 

行繁殖，但由于管理等多种原因，插后易腐烂，成活率不高，难以形成规模生产．为此，作者于 

1994—1996年开始对重瓣一品红的规模育苗技术进行研究，探索影响其生根的主要因子． 

1 材料与方法 

1．1 插条 

完全来自于2年生、生长健壮、无病害的盆栽一品红，根据试验要求选取不同类型和规 

格的插条，其长度为 10—12era，用消过毒(75oC酒精)的刀片将基部削平，除不浸水试验的插 

条外，其余的以30条为 1捆即置于清水中浸泡 2h． 

1．2 方法 

试验在塑料大棚的插床内进行，4—8月气温为 15—36℃，空气相对湿度 3o％一85％，光 

照强度为自然光照的85％．根据试验要求在插床上设高80em小拱棚，上覆白色塑料薄膜或 

遮光网．插床内的基质厚度 8em，基质除珍珠岩外，均于试验前 15d用福尔马林消毒．扦插深 

度 3era，插前基质浇透水，再用竹签打孔，密度 3era×4era，每次处理 300个插条，设 3次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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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期内，前 10el每天用喷雾器喷水4次，10d后每天喷水 2次．14d起每 2天检查一次 

生根情况，30d统计生根率．根数、根长则随机选取 1O个插条测量，求其平均值．试验结果为 

3次重复的平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插条类型对一品红生根的影响 

试验以珍珠岩 +红土 +腐殖土 裹1 不同类型插条对生根的影响 

(1：1：1)混合土为基质，浸水2h，并 

用质量分数比为 200×i0 的 NAA 

处理插条．在相同的处理条件下，不 

同类型的插条生根及生根后的生长 

有一定差异：半木质化枝条生根率比老基干和成熟枝条高，且生根快(表 1)，这是因为半术 

质化枝条为母体的生长中心，细胞分裂能力强，枝条本身所含的生长素和营养水平较高，插 

后能较快愈合切口，形成幼根原始体 ． 

2．2 叶和芽在一品红插条生根中的作用 

叶和芽对一品红插条生根影响 裹2 去叶和芽对生根的影响 

很大．一方面，一品红是叶片较大的 

植物，过多保留叶片势必造成蒸发 

量加大及扦插密度降低，否则会因 

通风不良造成插条的腐烂．如果前 

期遮荫，叶片本身不能制造光合产 

物而消耗原有营养物质．另一方面，根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控制，叶片作为碳水化合物的供 

给源，按正常密度扦插，去叶使插条失去了营养物质供给源，生根率降低(表 2)，部分插条甚 

至发黄死亡．芽是合成生长素的重要部位，通过韧皮部运输到基部的生长素能刺激插条生 

根[I· 
． 

2．3 化学药剂对一品红插条生根的作用 

由表3可见，在所试的浓度范围内，NAA和IBA对生根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两者的 

最适浓度是不一致的．IBA以较高浓度为好，NAA则要低一些．IBA处理的插条生根数较多 

且根细长，NAA处理的插条生根粗而短．而 NAA和IBA混合使用的效果好于各自单独使用， 

裹3 化学药剂对一品红插条生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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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生根率增加，根粗则介于两者之问．百菌清和多菌灵是用得较多的插条防腐剂，多菌 

灵对一品红生根似乎产生了抑制作用，而百菌清有促进作用． 

2．4 不同遮光■对一品红扦插生根的影响 

薄膜的透光量为 85％，薄膜 + 

遮光网的透光量约等于 45％，遮光 

网55％．如表 4所列：光照对一品 

红扦插生根影响很大．强光使燕腾 

量增加，温度高而导致扦插不久插 

表4 不同光照强度对一品红插条生根的影响 

穗大量叶片脱落，并影响生根．长时问遮光同样导致部分叶片发黄，枝条抽长，生根不良 

2．5 基质对一品红生根的影响 

表 5中 9种基质试验结果表 

明：泥碳土及 3种混合基质生根效 

果较好，其次是炭渣、腐殖土．泥炭 

土本身含有腐殖酸，这种腐殖酸具 

有激动素的活性，能刺激植物生长， 

特别是根系生长【3．4j．另外泥炭土 

和腐殖土颗粒较大，透气性好，且均 

为黑色，有利于吸收太阳辐射，提高 

基质温度．资料表明，如果基质温度 

衰5 基质对一品红生根的影响 

高于气温，有利于降低插条的呼吸作用，抑制地上部分生长，促进插穗生根区的细胞分裂而 

形成新根[1·21． 

3 小结与讨论 

(1)叶和芽对插条生根的效应据报道有截然相反的两种结果：一是对不定根具有促进 

作用，即叶和芽作为生长素、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氨基酸等的供给源而起作用；二是抑翩作 

用，即由于茎、叶生长消耗了不定根形成所需的营养物质 J．Richard T．Poole在榕树上的试 

验表明，去叶 50％或更多或完全去叶使椿树插条的生根率降低 J．作者认为保留部分叶和 

芽对一品红插条生根有积极的效应，但过多叶片会导致蒸腾量加大和插穗之间叶片重叠，造 

成基部透气不良而影响生根．丛欣对榆叶梅的试验也表明了相似的结果 J． 

(2)光照对插条生根的作用也有两方面的结果：一是制造碳水化台物等营养物对生根 

起促进作用；二是通过破坏生长素而起抑制作用 J．过强过弱的光照不利于生根．过强加大 

蒸发量，造成棚内高温，叶片脱落而影响生根；过弱则不能提供生根所需营养物质．汪治斓等 

引用黄玉民对 200多种乔灌术的扦插试验的结果：绝大部分植物遮光量以60％为宜L8 J．作者 

认为，对一品红扦插繁殖采用逐渐加大透光量的方法较为适宜，插后 10d遮光 50％ ～55％， 

避免水分过度蒸发造成萎蔫，lOtl后揭去遮光网，让其通过光合作用制造所需的营养物质， 

并在此时适当控f6j水分以加快生根． 

(3)化学药剂对生根的影响比较复杂，植物种类、激素种类及浓度、植物体内的激素平 

衡等都将影响生根_9J．可以说激素是使反应系本身所特有的一种潜在的、一定的形态建成能 

变成显性话的一个“引发机”，细胞年龄不同对激素的敏感程度不同，一般幼嫩细胞较老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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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一些 徐继忠等认为插条吸收 IBA后，IBA刺激形成细胞活性，形成层细胞大量产生 

IAA，LAA能促进细胞脱分化，产生新根 ．李玲等认为 IBA处理插条可提高叶光合速率，并 

增加茎和不定根的光合产物分配 ．试验中以质量分数比500—800×10-6IlIA处理插条效 

果较好．百菌清、多菌灵是广泛使用的插条踌腐剂，百菌清对生根有一定促进作用，而多菌灵 

则抑制生根．李海航也认为多菌灵抑制 IBA诱导绿豆下胚轴插条生根” ． 

(4)～品红植株体内含大量白色汁液，陈树国等介绍了两种插前处理方法：插条稍加 日 

晒和用清水洗去汁液，再蘸草木灰 ．作者认为，日晒势必造成插条失水萎焉，不宜作为嫩 

枝扦插的处理方法．这些白色汁液可能含有抑制物，通过浸水洗去这些物质促进了生根． 

(5)一品红本身并不难生根，只是由于插后管理要求较为精细，以致大量繁殖时成活率 

不高、作者认为一品红适宜于6～7月采用嫩枝扦插，此时插条生长旺盛，插后加强光照和水 

分管理，易获得较高的成活率，并于当年冬天形成商品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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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Techniques of Euphorbio pulcherrima 

Propagation by Semi·hardwood Cutting 

ZHANG Shi．bao 

(KnmrfingInstitute &n ，the 0l  ̂ 0f Sden~e，Kunming Yummn(x50204，China) 

Alwaraet：Thetechniques of Euphorb／opu／cherr／ma propagation by branchonttng were studie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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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sper．The resnlts showed that：①The roofing percentage and sur~'ival rate of semi—hardwood cutting 

werf~ohviensly hi出ely than that ofhardwood cutting．②R0毗iIlg pementage w8s only 8．7％ with entire 

leaves reraoving from cuttings．Remaining one secendleavesinthemiddle part ofthe cutting ，however， 

w8s suitablefor rooting．③Rooting capacity Wilts significandy improved by the treatment of NAA and 

IBA with the ooncentrafiou of 300x 10Ï ，500x 10Ïrespectively，but the combination ofthe two kind 

ofplant hom3one~ould be better．④Catting treat~e．nt with Dacorml prccnoted root formation，but Bay— 

istinll'ealxncnt reducedrooti~ capacity
．

． ~The naturaltightintensity should keep at40％ in12d after 

cuttage，andthenincreasedto 85％．⑥ bestirlg~afor cuttage Wiltsthemixtureof equal red soil， 

humus and coal cinder．⑦Putting cuttingsinto w'aterfor 2h before cuttage couldir~ ve rooting be— 

causethe cuttings~hsorbed emHlgh water"and cleanedthewhitejiliceon the cnt 

Keywords：曲 ∞‰ pu／cherr／ma；Senti—hardwbed cutting；Plant honhone；．ght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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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CASIO fx一4500P计算器 

进行林业抽样调查的计算方法 s研 2 

逊  
(西南韩学院 资源学院，云南 昆明650 4) 

摘要：利用CASIO&_4500P计算器，设计了3个程序，对林业抽样调壹中的等距抽 

样、二阶抽样、回归抽样进行计算，井在数字实例中应用． 

关键词： 查； 45∞P计算多；程序 秫t凑 调查 
中图分类号：s 757．2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CB一7179(2000)01—0Cl22—04 

抽样调查是由局部推知总体的～种方法，也就是根据非全面调查资料，来估计全面的情 

况，通过抽取所研究的全部对象中的部分单元进行实际调查，依据调查结果，对全部研究对 

象的数量特征作出有一定可靠性的估计和判断，以达到对现象总体的认识．由于抽样调查只 

需对部分总体单元进行调查，具有费用低、速度快、精度高并有概率保证的特点，因此，抽样 

调查方法在林业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L1 J． 

CASIO fx-4500P计算器是先进的可编程计算器，能同时显示计算方程式及计算结果，该 

机小巧轻便，易于携带，是林业工作者进行外业调查时的重要计算工具．本文设计了3个程 

序，对抽样调查中的等距抽样、二阶抽样、回归抽样进行计算，对林业资源调查具有实践意 

义．另外，对于林业抽样调查中经常用到的筒单随机抽样与分层抽样，可参看丁维安教授编 

著的(c~sto fx-4500P运用程序》一书 J．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于北京林业大学宋新 

民教授编著的《抽样技术》一书⋯． 

1 等距抽样 

1．1 原理 

等距抽样是从含有 Jv个单元的总体中，随机地确定起点后，按照预先规定的间隔抽取 

rl,个单元组成样本，用以估计总体的方法．其估计方法可采用简单随机抽样估计方法，也可 

采用较差法估计，这里采用较差法进行估计，计算方法如下： 

总体平均数估计值了： 1蓦主 ；估计值的方差 

s = [ 季Iy；一 莹二善：y∥ +。一 1宝( + )]，其中， ：样地纵向排列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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