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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矮化砧木新品种‘冀砧 1 号’
张学英，李中勇，邵建柱，陈海江，徐继忠*
（河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河北保定 071001）

摘

要：
‘冀砧 1 号’是由‘SH40’的实生后代中选育出的苹果矮化砧木。嫁接基砧及品种接穗亲和

性良好，成活率 90%以上。作中间砧嫁接‘天红 2 号’，定植翌年始花，开花株率可达 70%，4 年生树高
2.56 m，产量可达 27 000 kg · hm-2。成龄树树高是对照 SH40 的 75%左右，枝展是 SH40 的 75% ~ 85%，
中短枝占总枝量的 80%以上；果实平均单果质量 221.9 g，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4.5% ~ 16.5%，硬度 8.67
kg · cm-2，产量可保持在 45 000 ~ 52 500 kg · hm-2。适宜在河北省中南部或气候类似的区域应用。
关键词：苹果；砧木；品种
中图分类号：S 661.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0513-353X（2020）01-0195-02

A New Apple Dwarfing Rootstock Cultivar‘Jizhen 1’
ZHANG Xueying，LI Zhongyong，SHAO Jianzhu，CHEN Haijiang，and XU Jizhong*
（College of Horticulture，Hebe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1，China）

Abstract：
‘Jizhen 1’is a new apple dwarfing rootstock cultivar selected from the seedling progenies
of‘SH40’. It had a good grafting affinity with rootstock and cultivar，the survival rate is over 90%.
Grafting on the inter-rootstock of Fuji apple tree‘Tianhong 2’will flower in the next year，the flowering
plant rate can reach 70%. The average height of the 4 years old tree is 2.56 m，and the yield can reach
27 000 kg · hm-2. The yield can be maintained at 45 000–52 500 kg · hm-2 in high yield year. The average
fruit weight is 221.9 g，the hardness is 8.67 kg · cm-2，and the soluble solids content is 14.5%–16.5%，
which is suitable for application in the south-central part of Hebei Province or in similar climate areas.
Keywords：apple；rootstock；cultivar
矮化密植已成为现代苹果生产发展的趋势，“适地适砧”是保障矮化密植栽培成功的关键（韩
振海，2011；郝玉金和沙广利，2018）。SH40 由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用‘国光’× 河南海
棠杂交选育而成，作为中间砧表现抗抽条能力强，但其控制接穗品种生长能力还需进一步提高（徐
继忠，2017）。
2001 年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天户峪苹果砧木资源圃采集 SH40 自然授粉的种子 2 000 余
粒，2002 年 3 月温室播种，获得实生苗 1 500 株。依据枝皮率、叶片气孔密度、IOD 酶活性等矮化
相关指标（徐继忠，2017）预选出 33 株。2003 年 4 月将入选株嫁接到八棱海棠上，2004 年 4 月留
30 cm 作为中间砧嫁接‘天红 2 号’。2006—2008 年以树高低于对照 SH40、始花树龄早于 SH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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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指标与 SH40 接近为选择标准，选出 111
号。2009 年在河北保定、石家庄、秦皇岛等地
进行区域试验，矮化性状明显，嫁接亲和性好，
早果丰产性强，品质好，性状稳定。2015 年 12
月通过河北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定名
为‘冀砧 1 号’
（图 1）。
品种特征特性
树干光滑，灰褐色，1 年生枝条浅黄褐色，
平均节间长度 1.2 cm，易出分枝，叶片卵圆形，
掌状裂叶，成熟叶片浓绿色。与基砧八棱海棠
以及‘红富士’、
‘王林’、‘中秋王’、‘嘎拉’、
‘凯蜜欧’等品种接穗亲和性良好，嫁接成活
率 90% 以上，一级苗出圃率 85%以上。
作为中间砧嫁接‘天红 2 号’，矮化性状
明显（图 1）
。第 4 年平均树高 2.56 m，是 SH40
树体的 77.58%，东西枝展 1.39 m（SH40 为 1.42
m）
，南北枝展 1.49 m（SH40 为 2.08 m）
。长枝︰
中枝︰短枝为 18︰17︰65。早果性与早期丰产性
好，定植翌年始花，开花株率可达 70%，4 年
生产量可达 27 000 kg · hm-2。5 年以上成龄树
盛 果 期 产 量 可 保 持 在 45 000 ~ 52 500
kg · hm-2。果实着色 90%以上，整齐度好，平
均单果质量、果实硬度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分
别为 221.9 g、8.67 kg · cm-2 和 14.5% ~ 16.5%。
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区一般不发生抽条现象，在
不采取越冬保护措施条件下可安全越冬。无特

图 1‘冀砧 1 号’中间砧嫁接‘天红 2 号’定植第 5 年结果状
Fig. 1

The‘Tianhong 2’apple tree grafted on inter-rootstock
‘Jizhen 1’in the fifth year after planted

殊病虫害。
栽培技术要点
在河北省中南部或气候类似的栽培区域均可应用。可采用压条或组织培养的方法培育自根苗，
嫁接方法培育中间砧苗。作为中间砧适宜采用株行距 1 ~ 2 m × 4 m，要求土层深厚、土壤肥沃、有
灌溉条件。苗木选择根系发达、嫁接口愈合良好的优质大苗。树形最好选用细长纺锤形或高纺锤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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