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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簪种苗生产技术及质量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玉簪（Hosta spp.）植物种苗组培生产流程、种苗生产技术、质量检验、包装和运输、

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玉簪种苗组培生产和质量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NY/T 1656.6    花卉检验技术规范 第 6 部分：种苗检验 

3 生产流程 

玉簪种苗生产流程见图 1 。  

 

 

 

 

图1 玉簪种苗生产流程 

4 种苗生产技术 

4.1 繁殖 

4.1.1 外植体采集和处理 

宜在春季生长旺盛期采集。选取生长良好和无病虫害的幼嫩侧芽或花蕾，取0.5cm~1.0cm，剥去侧

芽的外层皮或花蕾的外苞叶。 

4.1.2 外植体灭菌 

绿叶、花叶品种 选择外植体：腋芽、花蕾 处理与灭菌 诱导培养 

腋芽萌发、愈伤组

织再分化芽 

增殖培养 壮苗培养 生根培养 

瓶苗驯化、移栽 炼苗管理 标示、包装、出苗 成品苗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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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冲洗 1h～2h，置于 75%乙醇灭菌 0.15 min～1 min，取出转入加有吐温-20 的饱和漂白粉上清

液中浸泡 10 min～15min，再用无菌水冲洗 4 次~5 次，用消毒滤纸吸干水分。 

4.1.3 初代（诱导）培养 

切取外植体长 0.8cm～1.5 cm，接种于诱导不定芽的培养基 MS + 6-BA 3.5~4.0 mg/L + NAA 0.2～0.3 

mg/L。诱导培养的温度控制在 24℃～28℃，光照强度为 1500 lux～3000 lux，光照时间为每天 10 h～16 

h。   

4.1.4 继代培养 

4.1.4.1 母本苗质量要求 

苗龄（30~45）d，丛生芽（3~5）个，基部无明显愈伤组织，幼芽健壮，叶色正常，花叶品种能保

持原品种花叶性状，无变异株。 

4.1.4.2 代数和系数 

增殖代数绿叶品种控制在 24 代以内，繁殖系数控制在(3.0~4.0)倍。花叶品种控制在 16 代以内，繁

殖系数(2.5~3.0)倍。 

4.1.4.3继代条件 

不定芽长 1.0cm～3.0cm，转接到增殖培养基 MS + 6-BA 2.0~3.0 mg/L + NAA 0.2～0.3 mg/L。每隔

(30~45)d 继代一次。温度控制在 23℃～27℃，光照强度为 1500 lux～3 000 lux，光照时间为每天 10 h～

16 h。   

4.1.5 生根培养 

将丛生芽切成单株，选苗高 3.0 cm ~5.0cm，生长健壮、有心叶的幼苗接种到 1/2MS + NAA 0.1 

mg/L+0.2%活性炭的培养基上。温度白天控制在 23℃～27℃，夜晚 14℃～18℃，光照强度为 1500 lux～

3 000 lux，光照时间为每天 12 h。   

4.1.6 瓶苗出圃质量要求 

4.1.6.1 整体效果   

出圃幼苗健壮，根基处无明显愈伤，无畸形，叶色正常，具有品种特性。 

4.1.6.2 质量指标   

应有不定根 3 条以上，根长 3.0 cm ~4.0cm，叶片数不少于 3 片，苗高 4.0cm~7.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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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炼苗 

4.2.1 驯化 

将培养瓶中符合 4.1.6 要求的生根苗移至常温下适应 3d~5d，并打开瓶盖适应 2d~3d。若叶片出现

枯萎，宜在培养基中加入少量水分，保证其湿度在 80%~-90%。 

4.2.2 生根苗移栽 

4.2.2.1 瓶苗处理   

将生根苗根部附着的培养基清洗干净，剔除不合格苗，整齐堆放于容器上，贴上品种编号、日期，

用干净薄膜保湿。 

4.2.2.2 基质选择   

宜采用新鲜草炭+珍珠岩+蛭石为基质，配比为 3∶1∶1。 

4.2.2.3 基质消毒   

移栽前用 0.5g/L 多菌灵溶液淋透备用。 

4.2.2.4 移栽准备   

宜选用 128 孔穴盘。 

4.2.2.5 移栽   

苗床移栽行间距皆为 2cm。用工具插孔，将小苗舒展根系后放入，覆土压实。移栽深度以基质盖住

幼苗基部不露根为宜，移栽后采用广谱性杀菌剂 1500 倍喷雾进行防病。 

4.3 移栽后管理 

4.3.1 温度 

适宜温度 18℃～25℃。最低温度大于 10℃，夏季最高温度 30℃~32℃，持续时间不大于 3h。 

4.3.2 湿度 

移植(2~3)周内，相对湿度不低于 80%，宜用薄膜小拱棚保湿，每天通风 0.5h~1.0h；当第一片新叶

完全张开后，逐渐打开小拱棚薄膜，增加通风时间；(8~10)周后，完全打开，相对湿度保持在 60%以上。 

4.3.3 光照管理 

移栽 4 周内，光照 5000 lux～10 000 lux，之后宜通过控制遮阳方法逐渐增加光照。 

4.3.4 肥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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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栽 4 周内，宜采用喷雾补水。4 周后用喷淋浇水。宜喷施液肥，N∶P∶K 为 0∶20∶20 或 20:15:20，

浓度为 0.3%～0.5% ，每 7 d～10 d 施肥一次为宜。EC 值在 1.0 mS/cm 以下，pH 值控制在 5.8～7.2。 

4.3.5 常见病虫害防治 

参见附录 A。 

5 质量检验 

5.1 合格苗质量要求 

合格苗质量见表 1。 

表1 玉簪合格种苗质量要求 

评价项目 合格苗 

1 整体感 长势健壮，株型完整；叶片、叶色正常；无徒长、异常状况 

2 根系状况 完整发达，能包住基质不松散；无盘根，无黄褐根 

3 品种纯度 具有品种特征，变异率低于 1% 

4 整齐度 同一批次植株一致性不低于 95% 

5 苗高 8cm～13cm 

6 叶片数 5 片～8 片 

7 病虫害状况 无检疫性病虫害，无其他病虫或明显为害症状 

8 缺损 无明显压伤、挤伤、冷害或其他机械损伤 

5.2 检验 

见 NY/T 1656.6。 

6 包装与运输 

6.1 包装 

6.1.1 无穴盘包装 

种苗从穴盘中拔出，装入带孔大小适宜的包装袋，每袋 50 株，然后装入透气性好的纸箱。 

6.1.2 带穴盘包装 

穴盘应装入特制苗箱，箱内用衬板分隔，每箱 3 张~5 张穴盘。 

6.2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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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装箱上应注明品种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等信息；宜具有方向性、防雨防湿、防挤压等标

示。 

6.3 运输要求 

装车时不应倒置，温度宜保持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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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主要病虫害为害和防治 

名称 危害症状 物理防治 化学防治方法 

炭疽病 

沿叶脉形成圆形棕色病斑，

后期病斑形成棕黄色边缘的

大病斑，至干枯。 

及时清除病叶及残株。 
发病初期宜用 65%代森锰锌 500倍 ~ 600 

倍液， 或 80%多菌灵 800 倍液，喷施。 

白绢病 

病株根颈表皮呈褐色水渍

状，长有白色菌丝，后形成

白色菌丝层，状如白色丝绢，

叶柄基部腐烂、倒伏。 

及时拔除病株。盆土宜采用

物理高温加热处理，或夏季

在太阳下暴晒灭菌。 

发病初期宜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或 70%甲基托布津 1000 倍液，向

植株茎基部喷雾。或用黑白粉（即草木灰 3 

份、石灰 1 份）、石灰硫磺粉撒施植株基

部。 

蚜虫 

聚集危害嫩叶、顶芽等部位，

造成叶片卷曲、畸形、生长

点坏死。 

悬挂黄板，及时清除杂草。 
宜用菊酯类农药喷雾防治，或用吡虫啉

3000 倍液喷施。 

蜗牛 
取食幼苗顶心嫩叶处，昼夜

取食。 

及时清除杂草、排干积水。 

宜用竹签等工具进行人工捕

杀。 

为害初期宜用 40%明矾颗粒剂(50～60)倍

液或硫酸铜晶体(900～1000)倍液，在傍晚

或早晨喷雾灭杀。 

夜蛾类害虫 

取食幼苗顶心嫩叶处，昼夜

取食。低龄幼虫聚集取食，

高龄幼虫白天潜伏于基质

中，夜晚出土取食嫩叶。 

及时清除杂草和老叶；进行

人工捕杀或利用太阳能杀虫

灯、频振式杀虫灯、黑光灯、

糖醋液、性诱剂等诱杀成虫。 

宜采用 2.5%溴氰菊酯乳油 2500 倍液、40%

菊马乳油 2 000 倍液、1.8%阿维菌素乳油

2500 倍液喷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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