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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黑木相思组培苗标准化生产工艺，包括

增殖苗生产和生根苗生产，增殖苗生产内容涉及

接种密度、增殖培养时期转接周期和生产苗木时

期的转接周期；生根苗生产内容包括接种密度、

苗木切割高度、苗木切割程度、生根苗培养时放

置时间和炼苗温室放置时间，包括以下步骤：a）

获得黑木相思组培苗后，先进行15‑30天的增殖

培养，得到增殖苗；b）转移增殖苗进行接种；c）接

种的增殖苗培养25‑40天；d）切割增殖苗中高于

2.0cm的单芽作为生根苗；e）接种生根苗，f）生根

苗培养4‑24天；g）炼苗，时间为6‑26天。本发明标

准化生产实现苗木产量的增加，改善苗木质量，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推动黑木相思优

良无性系规模化生产，实现黑木相思无性系林业

高效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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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黑木相思组培苗标准化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a）获得黑木相思

组培苗后，先进行15-20天的增殖培养，得到增殖苗；b）转移增殖苗进行接种；c）接种的增殖

苗培养35-40天；d）切割增殖苗中的单芽作为生根苗，切割的生根苗的数量为25-50株；e）接

种生根苗；f）生根苗培养4-8天，培养温度为23-27℃，白天附加1500-2000Lx人工光照10-

11h；g）炼苗，时间为22-26天，炼苗温度为25-35  ℃，光照7000-10000  Lx；

步骤b）中增殖苗接种密度为每瓶接种8-9丛苗木，每丛苗木为4-6株；

步骤c）中增殖苗培养的培养基以MS为基本培养基，每升基本培养基中加入6BA  0 .4-

0.6mg、白糖25-30g、琼脂5-6g，pH值调节至5-6，培养基分装好后预先在1.0-1.2  kg/cm2高

压、高温下灭菌；

步骤e）中生根苗接种密度为每瓶接种苗木10-20株；

步骤f）中生根苗培养的培养基以1/2MS为基本培养基，每升基本培养基中加入IBA1.0-

1.5mg、白糖25-30g、琼脂5-6g，pH值调节至5-6，培养基分装好后预先在1.0-1.2  kg/cm2高

压、高温下灭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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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黑木相思组培苗标准化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黑木相思组培苗标准化生产工艺技术领域。

技术背景

[0002] 黑木相思(Acacia  melanoxylon)是含羞草科金合欢属树种，为相思类最高大乔木

之一，原产于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黑木相思木纹美丽，材质好，具有

固氮根瘤，枯落物丰富，改土性能好，20世纪90年代引进我国后在广东、福建、广西、海南等

地成功种植。

[0003] 本世纪来，本单位通过无性系选育，克服了分枝多，主干不明显的问题，黑木相思

已成为我国华南地区速生丰产、珍贵用材和生态公益等多用途树种。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

起，黑木相思无性系造林面积以超过1万亩/年的速度发展。为满足黑木相思无性系人工林

规模化发展的需要，本世纪来，国内多地相继开展黑木相思组培研究，但多数组培工厂存在

继代周期长，增殖率、生根率差异大，导致组培苗产量低，成本高等问题，基本没能实现产业

化生产。我单位在早期选择的基础上，采集10个优良无性系开展组培研究，其中7个无性系

获得较高的生产效率，已进入规模化生产。研究中发现黑木相思组织培养中标准化生产工

艺对增加苗木产量，改善苗木质量起重要作用。应用本发明可提高黑木相思组培苗生产效

率，推动黑木相思组培苗规模化生产进程，为黑木相思无性系林业奠定基础。国内外对黑木

相思组培主要集中在培养基配方等基础研究上，对生产工艺标准化研究未见报道。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以上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黑木相思组培苗标准化生产工艺，

实现黑木相思组培苗标准化生产可增加苗木产量，改善苗木质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

成本，推动黑木相思优良无性系规模化生产进程，实现黑木相思无性系林业高效培育。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黑木相思组培苗标准化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a)获得黑木相思组培苗后，

先进行15-30天的增殖培养，得到增殖苗；b)转移增殖苗进行接种；c)接种的增殖苗培养25-

40天；d)切割增殖苗中高于2.0cm的单芽作为生根苗；e)接种生根苗；f)生根苗培养4-24天；

g)炼苗，时间为6-26天；

[0007] 进一步地，更优的黑木相思组培苗标准化生产工艺，步骤a)中获得黑木相思组培

苗后，先进行15-20天的增殖培养；步骤c)中接种的增殖苗培养35-40天；步骤f)中生根苗培

养4-8天；步骤g)中炼苗，时间为22-26天；

[0008] 步骤b)中增殖苗接种密度以200mL圆柱形果酱瓶(底部直径5.5cm，高9.5cm)为接

种容器，培养基厚度1.5cm，每瓶接种8-12丛苗木，每丛苗木为4-6株；

[0009] 步骤c)中增殖苗培养的培养基以MS为基本培养基，每升基本培养基中加入

6BA0.4-0.6mg、白糖25-30g、琼脂5-6g，pH值调节至5-6，培养基分装好后预先在1.0-1.2kg/

cm2高压、121℃高温下灭菌18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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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步骤d)中切割的生根苗的数量为25-50株，切割生根苗时要求不破坏苗丛，不损伤

小苗，切割留下的苗丛可视苗木生长情况，继续增殖培养；

[0011] 步骤e)中生根苗接种密度以200mL圆柱形果酱瓶(底部直径5.5cm，高9.5cm)为接

种容器，培养基厚度1.5cm，每瓶接种苗木10-25株；

[0012] 步骤f)中生根苗培养的培养基以1/2MS为基本培养基，每升基本培养基中加入

IBA1.0-1.5mg、白糖25-30g、琼脂5-6g，pH值调节至5-6，培养基分装好后预先在1.0-1.2kg/

cm2高压、121℃高温下灭菌18min；

[0013] 步骤f)中生根苗的培养温度为23-27℃，白天附加1500-2000Lx人工光照10-11h；

[0014] 步骤g)中炼苗温度为25-35℃，光照7000-10000Lx，炼苗室为日光玻璃温室，外有

70％的遮阳网设施和降温设施，。

[0015] 由所述的生产工艺得到的黑木相思苗木，生根率达到85％，平均苗高为2.5cm，苗

木根系发达、叶片舒展、茎秆青绿。

[0016] 本发明带来的技术效果为：黑木相思组培苗标准化生产，可以实现苗木产量的增

加，改善苗木质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推动黑木相思优良无性系规模化生产进

程，实现黑木相思无性系林业高效培育，经过标准化生产得到的黑木相思苗木，根系发达、

叶片舒展、茎秆青绿，可直接用于苗圃移植。

具体实施方案

[0017]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

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在阅读了本发明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

各种等价形式的修改均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

[0018] 实施例1

[0019] a)获得黑木相思组培苗后，先进行15天的增殖培养，得到增殖苗；

[0020] b)转移增殖苗进行接种：以200mL圆柱形果酱瓶(底部直径5.5cm，高9.5cm)为接种

容器，培养基厚度1.5cm，接种20瓶，每瓶接种8丛苗木，每丛苗木为4-6株，苗木的每月增殖

率为3.35％；

[0021] c)增殖苗培养40天之后，之后进入苗木生产阶段，苗木生产时从高到低在增殖苗

丛中选择苗高大于2.0cm的苗木切割单芽作为生根苗，切割生根苗的数量为45-50株，切割

生根苗时要求不破坏苗丛，不损伤小苗；

[0022] d)接种生根苗：以200mL圆柱形果酱瓶(底部直径5.5cm，高9.5cm)为接种容器，培

养基厚度1.5cm，每瓶接种苗木20株；

[0023] e)培养生根苗：生根培养的苗木在培养室放置4天，培养室设置温度为23℃，白天

附加1500Lx人工光照11h；

[0024] f)4天之后，少量苗木基部露出白色的根尖，此时转移生根苗入日光温室进行炼

苗，炼苗温度为25℃，光照为10000Lx，时间为26天，得到苗木的生根率为98.3％，苗高在

2.71±0.08cm，生根数7.0±0.6条。

[0025] 实施例2

[0026] a)获得黑木相思组培苗后，先进行20天的增殖培养，得到增殖苗；

[0027] b)转移增殖苗进行接种：以200mL圆柱形果酱瓶(底部直径5.5cm，高9.5cm)为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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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培养基厚度1.5cm，接种20瓶，每瓶接种9丛苗木，每丛苗木为4-6株，苗木的每月增殖

率为3.41％；

[0028] c)增殖苗培养35天之后，之后进入苗木生产阶段，苗木生产时从高到低在增殖苗

丛中选择苗高大于2.0cm的苗木切割单芽作为生根苗，切割生根苗的数量为45-50株，切割

生根苗时要求不破坏苗丛，不损伤小苗；

[0029] d)接种生根苗：以200mL圆柱形果酱瓶(底部直径5.5cm，高9.5cm)为接种容器，培

养基厚度1.5cm，每瓶接种苗木15株；

[0030] e)培养生根苗：生根培养的苗木在培养室放置8天，培养室设置温度为24℃，白天

附加2000Lx人工光照10h；

[0031] f)8天之后，部分苗木基部露出白色的根尖，此时转移生根苗入日光温室进行炼

苗，炼苗温度为30℃，光照为8000Lx，时间为22天，得到苗木的生根率为91.3％，苗高在2.89

±0.09cm，生根数6.2±0.4条。

[0032] 实施例3

[0033] a)获得黑木相思组培苗后，先进行25天的增殖培养，得到增殖苗；

[0034] b)转移增殖苗进行接种：以200mL圆柱形果酱瓶(底部直径5.5cm，高9.5cm)为接种

容器，培养基厚度1.5cm，接种20瓶，每瓶接种11丛苗木，每丛苗木为4-6株，苗木的每月增殖

率为2.59％；

[0035] c)增殖苗培养30天之后，之后进入苗木生产阶段，苗木生产时从高到低在增殖苗

丛中选择苗高大于2.0cm的苗木切割单芽作为生根苗，切割生根苗的数量为30-35株，切割

生根苗时要求不破坏苗丛，不损伤小苗；

[0036] d)接种生根苗：以200mL圆柱形果酱瓶(底部直径5.5cm，高9.5cm)为接种容器，培

养基厚度1.5cm，每瓶接种苗木25株；

[0037] e)培养生根苗：生根培养的苗木在培养室放置12天，培养室设置温度为26℃，白天

附加1800Lx人工光照11h；

[0038] f)12天之后，苗木基部长出白色的根，此时转移生根苗入日光温室进行炼苗，炼苗

温度为30℃，光照为9000Lx，时间为18天，得到苗木的生根率为84 .4％，苗高在2.92±

0.10cm，生根数4.8±0.3条。

[0039] 实施例4

[0040] a)获得黑木相思组培苗后，先进行30天的增殖培养，得到增殖苗；

[0041] b)转移增殖苗进行接种：以200mL圆柱形果酱瓶(底部直径5.5cm，高9.5cm)为接种

容器，培养基厚度1.5cm，接种20瓶，每瓶接种12丛苗木，每丛苗木为4-6株，苗木的每月增殖

率为2.50％；

[0042] c)增殖苗培养25天之后，之后进入苗木生产阶段，苗木生产时从高到低在增殖苗

丛中选择苗高大于2.0cm的苗木切割单芽作为生根苗，切割生根苗的数量为25-30株，切割

生根苗时要求不破坏苗丛，不损伤小苗；

[0043] d)接种生根苗：以200mL圆柱形果酱瓶(底部直径5.5cm，高9.5cm)为接种容器，培

养基厚度1.5cm，每瓶接种苗木10株；

[0044] e)培养生根苗：生根培养的苗木在培养室放置24天，培养室设置温度为27℃，白天

附加2000Lx人工光照1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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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f)24天之后，苗木基部长出白色的根，此时转移生根苗入日光温室进行炼苗，炼苗

温度为35℃，光照为7000Lx，时间为6天，得到苗木的生根率为63 .2％，苗高在2 .13±

0.06cm，生根数1.6±0.2条。

[0046] 以上实施例中增殖苗培养的培养基以MS为基础培养基，每升基本培养基中加入

6BA0.4-0.6mg、白糖25-30g、琼脂5-6g，pH值调节至5-6，培养基分装好后预先在1.0-1.2kg/

cm2高压、120-123℃高温下灭菌18min。

[0047] 而生根苗培养基以1/2MS为基础培养基，每升基本培养基中加入6BA0.4-0.6mg、白

糖25-30g、琼脂5-6g，pH值调节至5-6，培养基分装好后预先在1.0-1.2kg/cm2高压、120-123

℃高温下灭菌18min。

[0048] 下面结合数据展现最佳的黑木相思组培苗标准化生产工艺：

[0049] 1)黑木相思接种周期

[0050] 选择生长一致的黑木相思组培苗60瓶，增殖培养周期分别为15、20、25、30天，培养

60天后统计，即培养周期为15天共转接4次，即培养周期为20天共转接3次，即培养周期为

25、30天共转接2次，结果以培养15天转接月增殖率最高，培养20天转接增殖率次之。因此黑

木相思的组培苗增殖培养周期最好为15-20天。

[0051] 表1增殖苗转接周期对苗木生长的影响

[0052]

[0053] 2)黑木相思增殖苗接种密度

[0054] 选择生长一致的黑木相思组培增殖苗，把增殖苗分切为4-5株/丛和5-6株/丛，每

瓶培养基分别接入8、9、10、11、12丛，连续接种20瓶，共1000丛，结果以每瓶接种9丛的增殖

率最高，大于2.0cm苗木的数量最多；以每瓶接种8丛的增殖率和大于2.0cm苗木的数量居第

2(表2)，增殖苗分切为4-5株/丛和5-6株/丛结果相同。因此把增殖苗切分为4-6株/丛，每瓶

接种8-9丛生产效率最高。

[0055] 表2接种密度对黑木相思组培生长的影响

[0056]

[0057] 3)生产阶段的转接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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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选择生长一致的黑木相思组培增殖苗60瓶，接种后在培养室分别培养25、30、35、

40天后生产生根苗，结果以培养40天获得最多生根苗，培养35天次之，把切割生根苗后的剩

余苗丛继续进行增殖培养，下一期可继续生产生根苗。因此生产阶段最好的转接周期为35-

40天。

[0059] 表3生根苗转接周期对产量的影响

[0060]

[0061] 4)生根苗接种密度

[0062] 把切割的生根苗分10、15、20、25株分别接种在生根培养基中培养20天，结果以接

种20株获得最高的生根率，苗高和单株生物量以接种10株/瓶为最高。

[0063] 因此从生产成本和苗木生根率综合考虑，每瓶生根苗以接种20株为好。

[0064] 表4生根苗接种密度对苗木生长的影响

[0065]

[0066] 5)生根苗炼苗时间

[0067] 把接种好的生根苗统一培养时间30天，分别在培养室和日光温室放置不同时间，

先在培养室放置4、8、12、16、20、24天，后对应地搬入日光温室炼苗培养26、22、18、14、10、6

天，结果生根率、生根数以先在培养室放置4-8天，后在日光温室放置22-26天较好。

[0068] 表5不同时间生根培养和炼苗培养对苗木的影响

[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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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上述仅为本发明的部分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设计构思不局限于此，凡利用

此构思对本发明进行非实质性的改动，均应属于侵犯本发明保护范围的行为。但凡未脱离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形式的简单修

改、等同变化与改型，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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