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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砧木新品种‘抗砧 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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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砧 3 号’是以‘河岸 580’为母本，
‘SO4’为父本杂交育成的葡萄砧木新品种，耐盐碱，

高抗葡萄根瘤蚜和根结线虫，适应性广，产条量高。与生产上常用品种嫁接亲和性良好。与常用砧木‘贝
达’、
‘SO4’相比，对‘巨峰’、
‘红地球’、
‘香悦’
、
‘夏黑’和‘郑黑’等接穗品种的主要果实经济性状
无明显影响。在郑州地区，4 月上旬开始萌芽，5 月上旬开花，7 月上旬枝条开始老化，11 上旬开始落叶，
全年生育期约 216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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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Grape Rootstock Cultivar‘Kangz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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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angzhen 3’is derived from‘Hean 580’
（Vitis riparia Michawx.）×‘SO4’
（V. berlandieri
Planch × V. riparia Michawx.），which is high resistant to salinity，phylloxera and root-knot nematode.
‘Kangzhen 3’has strong adaptability，high yields，and good compatibility with the commercial cultivars.
Compared with‘Beta’and‘SO4’
，it has no appreciable effect on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Kyoho’，
‘Red Globe’，
‘Xiangyue’，
‘Summer Black’and‘Zhenghei’. This cultivar germinate in early April，
bloom in early May. Its branches began to mature in early July，and leaves began to drop in early
November. The annual growth period is about 216 days in Zhe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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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根瘤蚜和根结线虫严重威胁着我国葡萄的安全生产，嫁接是目前唯一经济有效的栽培防治
措施（孙海生 等，2008；张化阁 等，2009）。由于我国葡萄育种偏重于鲜食品种（郭修武 等，2010；
马小河 等，2010）
，砧木育种一直未得到重视，致使葡萄砧木多为国外引进品种，缺乏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多抗品种。
‘抗砧 3 号’
（图 1）是 1998 年以‘河岸 580’为母本，
‘SO4’为父本，杂交选
育而成的葡萄砧木新品种。2002—2008 年经鉴定和区域试验，其耐盐碱，高抗葡萄根瘤蚜和根结线
虫，适应性广，产条量高，与生产上常用品种嫁接亲和性良好。与常用砧木‘贝达’和‘SO4’相
比，对‘巨峰’、
‘红地球’、
‘香悦’、‘夏黑’和‘郑黑’等品种的可溶性固形物、平均单穗质量、
平均单粒质量、风味等主要经济性状无明显影响。2009 年通过了河南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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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特征特性
植株生长势旺盛。嫩梢黄绿色带红晕，梢尖有光泽。新梢生长半直立，无绒毛，卷须分布不连
续，节间背侧淡绿色，腹侧浅红色。成熟枝条横截面呈近圆形，表面光滑，红褐色，节间长 12.4 cm。
冬芽黄褐色。幼叶上表面光滑，带光泽。成龄叶肾形，绿色，全缘或浅 3 裂，泡状突起弱，下表面
主脉上有密直立绒毛，锯齿两侧直和两侧凸皆有，叶柄洼开张，V 形，不受叶脉限制，叶柄 11.0 cm，
浅棕红色。雄花。产条量高。生根容易，根系发达。耐盐碱（0.5%NaCl 溶液）
，高抗葡萄根瘤蚜和
根结线虫，抗寒性强于‘巨峰’和‘SO4’，但弱于‘贝达’。
在郑州地区，4 月上旬开始萌芽，5 月上旬开花，花期 5 ~ 7 d，7 月上旬枝条开始老化，11 月
上旬开始落叶，全年生育期 216 d 左右。
栽培技术要点
适应河南省各类气候和土壤类型，在不同产区均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在开封的沙土地、安阳
的偏碱性粘土地上均能正常生长，连年丰产稳产。对肥水要求不严格，为增加产条量和枝条成熟度，
每年 10 月秋施基肥 1 次。为促进养分回流，增加枝条成熟度，枝条应在叶片自然脱落后进行采收。
由于葡萄砧穗组合之间的互作比较复杂，不同品种之间差异显著，为了确保安全，嫁接新品种时，
应先做嫁接试验。

图 1
Fig. 1

葡萄砧木新品种‘抗砧 3 号’

A new grape rootstock cultivar‘Kangz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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