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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studie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monocyanamide concentration and germination
promotion on germination rate of wild grape (Vitis quinquangularis Rehd.). We used 2-year-old
wild grape variety “Yeniang 2” as test material. Each plant was germinated by two germination
methods of 20 times of monocyanoamine point bud and 40 times of sprayed wet branches. We set
two ways of water treatment as a control. We investigated the germination rate after 3 weeks and
5 weeks. The result was that both germination methods can increase the germination rate of V.
quinquangularis Rehd. In particular, the germination method of spraying the branches with 40
times of monocyanamide is better than the other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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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不同单氰胺浓度与催芽方式对毛葡萄的催芽效果，本试验以2年生“野酿2号”毛葡萄为试材，对
每株进行20倍单氰胺点芽与40倍喷湿枝条两种催芽方式进行催芽，并设定两种方式的清水处理作为对照，
分别调查处理3周、5周后的萌芽率情况，结果表明：两种催芽方式均能提高毛葡萄萌芽率，尤其以40
倍单氰胺喷湿枝条的催芽方式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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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毛葡萄(Vitis quinquangularis Rehd.)是葡萄种(Vitis Linn.)中东亚种群分布较广的野生种类，原产于中国
[1]。毛葡萄是广西野生葡萄中分布最广、蕴藏量最大的种类[2]，近年来，广西毛葡萄主种植面积达到 14
万亩，广西毛葡萄成为了广西特色农业、精准扶贫、石漠化治理等方面的主导产业。其中，广西罗城仫佬
族自治县享有“中国野生毛葡萄之乡”的美称，有大于 5000 hm2 的自然生长区域[3]。毛葡萄具有长势旺、
抗性好、花芽分化极好等特点，现阶段对于毛葡萄的管理比较粗放，冬季修剪均以超长修剪为主，春季萌
芽极易不整齐，空膛现象严重，影响毛葡萄产量并给后期管理带来不便。前期研究表明：单氰胺对促进广
西地区鲜食葡萄的萌芽整齐有显著效果[4] [5]。为探索单氰胺对毛葡萄萌芽率的影响，从而进行了本次试验。

2. 实验材料与方法
2.1. 实验材料
试验于 2019 年在广西农业科学院里建试验基地毛葡萄品种园进行，属于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2
年生“野酿 2 号”毛葡萄，双臂篱架整形，长势良好。
单氰胺由浙江龙游东方阿纳萨克作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有效成分含量 50%。

2.2. 试验方法
于 3 月 1 日选择 1 行(10 株树)进行单氰胺催芽试验，对每株树的 2 条主蔓上的全部冬芽分别进行常
规的 20 倍单氰胺点芽(方法见文仁德) [4]，(处理 1)与 40 倍单氰胺喷湿整枝主蔓(处理 2)处理，选择长势
一致的另 1 行两种催芽方式的清水处理作为对照(CK)。分别在 3 月 29 日(催芽 3 周)与 4 月 12 日(催芽 5
周)调查 2 个处理与对照之间的萌芽率情况。

3. 结果与分析
3.1. 3 周后不同处理与对照间萌芽率情况
由图 1 可以看出，催芽处理 3 周后，两处理萌芽率均高于对照，其中处理 2 即 40 倍单氰胺喷湿枝条
萌芽率最高，达 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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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Germination rate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and controls after 3 weeks
图 1. 3 周后不同处理与对照间萌芽率情况

3.2. 5 周后不同处理与对照间萌芽率情况
由图 2 可以看出，处理 5 周后萌芽率 40 倍单氰胺喷湿枝条最高，达 60.75%，两处理萌芽率均高于
对照，处理 1 对照是 50.59%。

Figure 2. Germination rate between different treatments and control after 5 weeks
图 2. 5 周后不同处理与对照间萌芽率情况

4. 讨论与结论
此次试验结果表明：20 倍单氰胺点芽与 40 倍单氰胺喷湿枝条这两种催芽方法均可提高 2 年生“野
酿 2 号”毛葡萄的萌芽率，尤其以 40 倍喷湿枝条效果最好，不仅如此，喷湿枝条处理方式相比传统的点
芽，具有省工、省时的优点，因此在实际生产中，为获得毛葡萄较高萌芽率，可以在萌芽前 3 周左右采
取 40 倍单氰胺喷湿结果母枝的催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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