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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grafting technology of the main fruits and vegetables in China was
reviewed. The selection of the rootstock, the suitable sowing date, the grafting method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grafted seedlings we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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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综述了国内主要果菜类蔬菜嫁接育苗技术的研究进展，包括了砧木的选择，适宜播种期和嫁接方法
以及嫁接苗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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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瓜类嫁接栽培在我国至少有 3000 年历史，公元前 100 年。我国《氾胜之书》就有用嫁接法生产大瓤
的记载。现代的蔬菜嫁接研究始于上世纪 20 年代的日本,最初主要是利用葫芦砧防治西瓜保护地生产的
连作障碍。后逐渐扩展到其它果菜类，50 年代以后，由于西瓜土传病害枯萎病的蔓延流行，嫁接技术才
得以迅速推广[1] [2]。我国研究嫁接技术始于 60 年代，目前国内很多单位从事蔬菜嫁接砧木的引进、筛
选，嫁接方法、方式的研究[3]。
由于保护地的不可移动性，连茬导致的土传病害日益严重，极大地影响了菜农的生产积极性，嫁接
换根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好办法之一。另外，培育出健硕、整齐、抗病的蔬菜苗是实现高产、优
质、高效生产的大前提，嫁接育苗恰巧能够满足这些要求。因此，嫁接育苗技术在蔬菜生产中的作用显
得尤为重要。

2. 砧木的选择
2.1. 瓜类
砧木应具备抗瓜类多种枯萎病、与接穗的亲和力强、嫁接苗能顺利生长、正常结瓜、果实品质无不
良影响等特性。
西瓜砧木的种类主要有瓠瓜、南瓜、冬瓜、西瓜共砧，最常用的是葫芦和南瓜。近年的研究认为西
瓜的砧木以葫芦为最佳，郑州果树研究所育成的超丰 F1 葫芦和大连农科院从日本引进的葫芦一号和西砧
一号表现较好[4]；另外“京欣砧”系列 1 号~4 号砧木也是西瓜嫁接中较好的砧木品种[5] [6] [7]。
甜瓜嫁接砧木种类有南瓜、冬瓜、甜瓜共砧，一般以南瓜为主，因为南瓜对甜瓜枯萎病菌抗性极高，
根的吸收水肥能力比甜瓜根要强很多，增产潜力很大[8]。侯栋等[9]认为日本南瓜与厚皮甜瓜的亲和性最
好，嫁接苗在田间生长健壮。王庆喜[10]的研究结果表明杂交南瓜 A12 和世纪星砧木嫁接薄皮甜瓜都表
现出与接穗较好的亲和性，嫁接苗也较自根苗长势健壮。
黄瓜砧木的主要种类是南瓜，越冬栽培的黄瓜嫁接砧木以黑籽南瓜为主；高温期选用土佐系、铁盔、
马库斯等品种[11]。我国常用品种为火凤凰、南砧一号、京欣砧 5 号、6 号等。

2.2. 茄果类
茄子砧木第一代品种为赤茄(又名红茄、平茄)；第二代品种为 CRP (也叫刺茄)；第三代品种，也是
目前茄子嫁接最常用的砧木为托鲁巴姆，源于日本，对黄萎病、枯萎病、青枯病和根结丝线虫病 4 种土
传病害达到高抗或免疫程度[12]。“世纪星”番茄根砧和“浙砧一号”以及“果砧一号”比较适合作番茄
嫁接的砧木[13]。甜辣椒嫁接应选用京研新育成，集抗病毒病、青枯病、根腐病、疫病和抗线虫为一体的
甜辣椒砧木新品种——“格拉夫特”砧木，也可选用荷兰瑞克斯旺(青岛)有限公司的瑞旺 1 号或 2 号野生
辣椒品种[14]。

3. 播种及嫁接
最佳的播种期主要取决于嫁接方法。瓜类嫁接一般以插接、劈接和靠接法为主[15]，茄果类一般以劈
接、贴接和套管嫁接为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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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瓜类嫁接
3.1.1. 插接法
一般砧木早于接穗 8~10 d 播种，待砧木一叶一芯，接穗两片子叶完全展平时为最佳。嫁接时先将砧
木顶芽及真叶去掉，仅留两片子叶，然后用一个与瓜类接穗苗粗细相当尖端带有 6~8 mm 斜面的竹签，
斜面向下沿砧木子叶叶脉与砧木茎约 45˚的方向插入，以竹签尖端刚好露出为准。将瓜苗在子叶下 8~10
mm 处用刀片斜切断茎，切面长度 8~10 mm，拔下竹签迅速将瓜苗接穗切面向下插入砧木中，使两个切
面贴紧，砧木子叶与接穗子叶呈“十”字形交叉[17]。
3.1.2. 劈接法
砧木及接穗的播种期基本与插接方法相同。嫁接时先将砧木顶芽及真叶去掉，用刀片尖于胚轴的一
侧自子叶间向下劈开长约 1.5 cm 的切口，只劈一侧，不可将胚轴全劈开，否则子叶向两边下垂，无法固
定接穗，
难于成活。
沿接穗下胚轴距子叶下 1~1.5 cm 处朝根部方向将接穗斜削成楔形，
削面长 1.0~1.5 cm，
将接穗插入劈口，使两者的削面紧贴，用嫁接夹固定。
3.1.3. 靠接法
一般接穗要早于砧木 7~10 d 播种。靠接法砧木和接穗真叶露心时为嫁接适期。嫁接前两天要在苗子
上喷洒百菌清或多菌灵，嫁接前一天下午苗床要浇透水。嫁接时先去掉砧木生长点，再在其子叶下 0.5~1.0
cm 处呈 45˚角向下斜削，深度达胚轴粗度的 1/2~2/3。取接穗苗，用刀片在子叶下 1.0~1.5 cm 处呈 45˚角
向上斜切，深度达下胚轴粗的 3/4。砧木和接穗的切口嵌合，用嫁接夹固定接口部位。嫁接后将砧木、接
穗同时栽入苗钵，两者根部离开约 1 cm，以便断根。嫁接后 10 d 切断接穗的根部[18]。
3.1.4. 双断根贴接法
将南瓜贴土表断根，用刀片将南瓜的一个子叶连同生长点斜切下去，留出 0.3~0.5 cm 的斜面。将黄
瓜在子叶以下 1.0~1.5 cm 处斜切下去，留出 0.3~0.5 cm 的切面，将 2 个斜面相贴，用嫁接夹夹好。把接
好的黄瓜苗用生根粉 1000 倍液蘸根，
扦插到准备好的 72 或 50 孔穴盘中(扦插用的基质用播种基质即可，
浇透底水) [19]。

3.2. 茄果类嫁接
3.2.1. 劈接法
劈接法是茄果类蔬菜最常用的一种嫁接方法。此法要求砧粗穗细，一般砧木早于接穗 10~15 d 播种，
当砧木 5~7 片真叶、接穗 4~6 片真叶时嫁接。在砧木 2 片真叶上部，用刀片横切去掉上部，再于茎横切
面中间纵切深 1.0~1.2 cm 的切口；取接穗苗保留 2~3 片真叶,横切去掉下端，再小心削成楔形，斜面长度
与砧木切口相当,随即将接穗插入砧木切口中，对齐后用嫁接夹夹牢，放到搭好的小拱棚地上。
3.2.2. 贴接法
此法可将砧木与接穗同时播种，待长到 3~4 叶期时为适宜嫁接期。先将砧木保留 2 片真叶，去掉上
部，再削成 30˚斜面，斜面长 1~1.2 cm；取接穗，保留 2~3 片真叶，横切去掉下端，削成与砧木大小相同
的斜面,二者对齐、靠紧，用嫁接夹夹牢即可。
3.2.3. 套管嫁接法
在砧木基部上方 3~5 cm 处用刀片以 30~45 度角向下斜切，去掉砧木茎尖，保留根部。再根据砧木苗
茎大小，选择内径 2.8 mm、3.0 mm 或 3.5 mm 的套管，套管内径与砧木茎大小相当或略小于砧木茎为宜，
将套管的一半套在切削好的砧木上。将接穗从苗床取出，在接穗苗 1 叶 1 心或 2 叶 1 心处用刀片以 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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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角向根部方向斜切，保留接穗苗尖。将切削好的接穗插入砧木上的套管内，两个切面紧密贴合即可[20]。

4. 嫁接苗的管理
嫁接后的管理直接影响嫁接苗成活率的高低，从嫁接到成活一般需要 10~12 d，在这期间要抓好保温、
保湿、遮光等主要环节[21]。

4.1. 保温
冬季在日光温室内搭小拱棚放嫁接苗，夏季小拱棚上要遮阴降温。
4.1.1. 瓜类嫁接苗
嫁接苗愈合的适宜温度为白天 25℃~30℃，夜间 18℃~20℃，超过 40℃或低于 10℃都会影响成活率。
晴天遮阴防高温，夜间采用覆盖或加热保温，5~7 d 后，适当降低温度，白天气温保持 22℃~24℃，夜间
15℃以上，地温 20℃。黄瓜嫁接苗在定植前一周应让瓜苗逐步得到锻炼，晴天白天可全部打开风口，接
受自然气温，夜温可达 10℃~13℃。
4.1.2. 茄果类嫁接苗
嫁接后前 3 d 是接口愈合的关键时期。白天小拱棚内温度保持 28℃~30℃，夜间 20℃~22℃，土温 25℃
左右。3 d 后，逐渐降低温度，温度高时可采用遮光和换气相结合的办法加以调节，白天掌握 25℃~27℃，
夜间 17℃~20℃。约 8~10 d 后嫁接苗完全成活，可去掉小拱棚逐渐转入正常管理。

4.2. 保湿
最大限度的降低接穗水分蒸发是提高嫁接成活率的关键。
4.2.1. 瓜类嫁接苗
苗床内空气湿度小，接穗容易失水萎蔫，严重时影响成活。为保证湿度，栽植时要将苗床浇透水，
苗床上的小拱棚要密闭封严，使棚内湿度达到饱和状态。3~7 d 保持湿度 90%以上，7 d 后保持 80%~85%，
约 10 d 后，嫁接苗长出新叶成活。
4.2.2. 茄果类嫁接苗
空气相对湿度 95%以上，即小拱棚内膜面要达到均匀布满水珠。

4.3. 遮光
4.3.1. 瓜类嫁接苗
嫁接后 3 d 内棚顶用遮盖物覆盖遮阴，避免阳光直射。3 d 后，可适当在早、晚去掉侧面遮阴物，以
后视苗情逐渐增加透明度，延长透光时间，7~10 d 后除中午强光下，其余时间可不再遮阴。
4.3.2. 茄果类嫁接苗
嫁接后前 3 d，小拱棚一般情况下完全关闭，用草帘遮阴。3 d 后，早晚要逐渐增加光照时间，6 d 后
逐渐撤掉覆盖物。

4.4. 通风换气
4.4.1. 瓜类嫁接苗
嫁接 3 d 内，每天可揭开薄膜两头换气 1~2 次，5 d 后嫁接苗新叶开始生长，应逐渐增加通风量，通
风口由小到大，通气时间由短到长，10 d 后嫁接苗基本成活，可去掉小拱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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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茄果类嫁接苗
嫁接 3 d 内，每天可揭开薄膜两头换气 1~2 次，6 d 后逐渐撤掉覆盖物，开始通小风，随着嫁接伤口
的愈合，通风逐渐扩大。

4.5. 去除砧木萌芽
砧木摘除生长点后，仍有侧芽陆续萌发，这些侧芽生长迅速，常与接穗争夺养分，影响嫁接苗成活，
要及时去除；同时注意操作要轻，以免损伤子叶和松动接穗。

4.6. 断根
靠接法嫁接后 10~12 d，可从接口下 0.5~1 cm 处将接穗的下胚轴剪断，上下两刀，将接穗的下胚轴
清除。断根时，可先试 2~3 株，若不发生萎蔫，第 2 d 即可全部断根。断根后如遇晴天高温，应适当遮
阴和喷水。

4.7. 撤嫁接夹
当嫁接苗通过缓苗期后，接穗长出新叶，证明嫁接苗已成活。嫁接后 10~15 d，应及时去掉嫁接夹或
其他辅助工具，否则会影响嫁接苗的正常生长发育。如接口长得不好，可于定植前后后逐渐去掉嫁接夹。

5. 发展蔬菜嫁接育苗的建议
5.1. 提高蔬菜嫁接育苗标准化程度
目前，我国蔬菜的嫁接苗生产基本依靠经验来进行管理。嫁接育苗是将嫁接和育苗进行了有机结合，
在嫁接苗生产过程包括砧木和接穗品种选择、育苗基质、水肥管理、温光控制、病虫害防治等方面需要
进行全程的标准化管理，提出标准化技术规程，是我国蔬菜嫁接育苗实现产业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5.2. 以育苗工厂为抓手促进蔬菜嫁接育苗产业发展
发达国家的蔬菜嫁接苗生产基本上由专业的种苗公司完成，产业化程度较高。育苗工厂经营规模大、
集约化程度高、技术应用标准等方面的优势为嫁接育苗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契机。今后，应依托
各地大力发展育苗工厂，实现我国蔬菜嫁接育苗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将嫁接苗的生产和蔬菜品种的引进
示范、高效栽培技术等进行集成创新，推动我国蔬菜嫁接苗产业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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