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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生活质量有了更高要求,对自然生态也提出了新的挑
战。楠木树种作为一种天然分布有限并弥足珍贵的植物资源之一,被越来越多国家所重视。目前我国已
经成为世界上楠木树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以及最具有一定规模效益的国家,产出量高居第一位,但随
着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园林绿化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如何选择楠木
优良树种,已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楠木树种良种选育及景观树种培育技术进行分析和研究,
并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够作为楠木景观树种良种选育及培育技术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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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Q4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breeding an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of improved varieties of Phoebe species
Yanxiang Fang
State-owned Longli Forest Farm in Guizhou Provinc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people hav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put forward new challenges to the natural ecology. As one of the precious plant resources with limited natural
distribution, Phoebe species are valued by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At present, China has become the country with the
largest planting area, the highest yield and the most economies of scale in the world. The output ranks first.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in recent years,
the requirements for landscaping are becoming higher and higher. Therefore, how to select excellent species of Phoeb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roblem.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breeding of improved Phoebe species and the
cultivation technology of landscape tree speci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hoping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eeding and cultivation technology of improved Phoebe landscape tree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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