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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繁育优质苦参种子的方

法，具体为中草药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生产条件选择：选择的繁育田要远离

周边苦参生产田，要求四周隔离带1000m以内无

豆科作物，种植技术，选地整地，配方施肥，种苗

选择，移栽，田间管理，中耕锄草，追肥，合理排

灌，去杂去劣，病虫害防治，采种。本方法通过合

理的栽培措施，在不同生育期去除杂株、病弱株，

种子收获后去除杂质、瘪粒和受损种子，繁育出

的苦参种子纯度、净度和发芽率均比传统方法繁

育出的要高，使苦参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分别

达到95％以上。通过优质种子繁育，为苦参大田

生产提供了优质种源，保证了大田基本苗及其后

期健壮生长，提高了苦参药材的产量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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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繁育优质苦参种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生产条件

选择：选择的繁育田要远离周边苦参生产田，要求四周隔离带1000m以内无豆科作物，且大

气环境质量应符合GB3095中的二级标准规定，灌溉水质量应符合GB5084中的二级标准规

定，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GBl5618中的二级标准规定；

(2)、种植技术：苦参种子繁育采用种苗移栽方式，生产周期3～5年；

(2-1)、选地整地：选择地势平坦向阳、土层深厚、土质疏松，透水透气性良好，前茬未种

植豆科作物的地块，土壤PH值7.5～8.2，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深翻晒垡，一般耕深35cm以

上，最后一次秋季浅耕、耙耱收墒；

(2-2)、配方施肥：按照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基肥和追肥相结合的原则，基肥：结合整地

667m2撒施充分腐熟农家肥3000kg～5000kg，过磷酸钙30kg～40kg ,硫酸钾5kg～7kg，结合

整地深翻入土；

(2-3)、种苗选择：选择苗龄1年的、无病斑虫卵的健壮种苗；

(2-4)、移栽：每年的3月中旬～4月中旬进行移栽；

(3)、田间管理；

(3-1)、中耕锄草：苗出齐后即可锄草培土，6月中下旬、7月中下旬分别进行第2、3次锄

草，以后视田间杂草生长情况随时锄草；

(3-2)、追肥：水地结合灌水追肥，旱地结合降雨进行，苗期追肥以尿素5kg/667m2为宜；

开花期采用氨基酸活性追肥、磷酸二氢钾叶面追肥，追施量按肥料施用说明，喷施1％白糖

水，能吸引蜜粉授粉，促进籽多粒饱；

(3-3)、合理排灌：苦参种子田在现蕾初期如遇干旱要浇现蕾水一次，浇水应以小水灌

溉为宜，切忌大水漫灌，雨季注意排涝，防止积水烂根；

(4)、去杂去劣：苦参种子田分别在现蕾期、开花期以及病虫害初发期去除杂株、病弱

株，以保证采收种子的纯度、净度和生活力；

(5)、病虫害防治：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坚持以“农业防治、物理防

治、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无公害治理原则，苦参抗病能力较强，但在高温高湿季

节，田间可零星发生白粉病，发病初期选择百菌清、三唑酮、丙环唑、氟硅唑、代森锰锌允许

在中草药上使用的农药按说明喷施；

(6)、采种：苦参生长的第3-5年9月中下旬，当苦参荚果外皮变为深褐色时，分批采收，

采收过迟种荚裂开，种子脱落，种荚采收后，在干净、空旷的场地上晾晒2-3天后脱粒，除去

杂质、瘪粒和受损种子，使种子净度达到95％以上；采收种子要及时晾晒，以防发霉，影响种

子质量，晾晒好的种子装入布袋，放置在通风、干燥、无鼠害的室内架板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繁育优质苦参种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2-

4)中移栽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露地移栽，具体方法为：用铁锨开沟，沟深25-30㎝，株行距

25cm×35cm，种苗短的将苗按株距斜摆在沟壁上，倾斜度为45°，摆好后接着按等行距开第

二行，并用后排开沟土覆盖前排药苗，苗头覆土厚度2cm～3cm，边开沟、边摆苗、边覆土、边

耙磨，也可用犁开沟移栽，视沟深浅，药苗可斜摆或头尾相接平放在沟中。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繁育优质苦参种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第二种移栽方法

为地膜露头移栽，具体方法为：先在地块的边缘用平铁锹铲开一条深10cm、宽35cm的沟，然

后将种苗苗头露出第一条边线2～3㎝，按株距25cm斜摆入已铲开的沟中，摆好后接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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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铲开第二行沟，同时将开沟取出的土覆在第一行已摆好的苗上，厚度在6㎝～8㎝且苗头2

～3㎝暂不覆土，在沟始端埋入35㎝的地膜，平铺在第一行苗上，使苗头露出地膜2～3cm，同

时取第二行土盖在第一行苗头上3～4㎝厚，覆土的同时将地膜边缘压实，摆放第二行种苗

时，使苗头搭在前一行地膜边缘2～3cm，以此类推，开沟、摆苗、覆土、覆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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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繁育优质苦参种子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繁育优质苦参种子的方法，具体为中草药种植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草药苦参有清热利湿，抗菌消炎，健胃，杀虫之效，常用作治疗皮肤瘙痒、神经衰

弱、消化不良及便秘等症；茎皮纤维可织麻袋。苦参的干燥根、植株、果实中经乙醇等有机溶

剂提取制成的苦参碱农药，具有杀虫活性、杀菌活性、调节植物生长等多种功能，是一种有

机绿色农药，是现代农业病虫害防治重点推荐产品，符合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经中

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对不同地区苦参中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含量进行测定，甘肃地区

所产苦参氧化苦参碱含量高达2.3％，高出药典1倍以上，也高于贵州、四川、河南、山东、浙

江等地。目前在苦参生产上使用的种子均来源于农户自繁自育，生产过程中缺乏人为的选

育，种质资源混杂退化现象严重，影响了中草药苦参的种植和品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优质苦参种子的繁育方法，该方法有利于提高苦参种

子纯度、净度和生活力，繁育出优质的苦参种子，以优质的种源供应大田生产，促进中草药

苦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最终保障生产者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安全。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繁育优质苦参种子的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05] 1、生产条件选择：选择的繁育田要远离周边苦参生产田，要求四周隔离带1000m以

内无豆科作物，且大气环境质量应符合GB3095中的二级标准规定，灌溉水质量应符合

GB5084中的二级标准规定，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GBl5618中的二级标准规定；

[0006] 2、种植技术：苦参种子繁育采用种苗移栽方式，生产周期3～5年；

[0007] 2-1、选地整地：选择地势平坦向阳、土层深厚、土质疏松，透水透气性良好，前茬未

种植豆科作物的地块，土壤PH值7.5～8.2，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深翻晒垡，一般耕深35cm以

上，最后一次秋季浅耕、耙耱收墒；

[0008] 2-2、配方施肥：按照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基肥和追肥相结合的原则，基肥：结合整

地667m2撒施充分腐熟农家肥3000kg～5000kg，过磷酸钙30kg～40kg ,硫酸钾5kg～7kg，结

合整地深翻入土；

[0009] 2-3、种苗选择：选择苗龄1年的、无病斑虫卵的健壮种苗；

[0010] 2-4、移栽：每年的3月中旬～4月中旬进行移栽；

[0011] 3、田间管理；

[0012] 3-1、中耕锄草：苗出齐后即可锄草培土，6月中下旬、7月中下旬分别进行第2、3次

锄草，以后视田间杂草生长情况随时锄草；

[0013] 3-2、追肥：水地结合灌水追肥，旱地结合降雨进行，苗期追肥以尿素5kg/667m2为

宜；开花期采用氨基酸活性追肥、磷酸二氢钾叶面追肥，追施量按肥料施用说明，喷施1％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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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水，能吸引蜜粉授粉，促进籽多粒饱；

[0014] 3-3、合理排灌：苦参种子田在现蕾初期如遇干旱要浇现蕾水一次，浇水应以小水

灌溉为宜，切忌大水漫灌，雨季注意排涝，防止积水烂根；

[0015] 4、去杂去劣：苦参种子田分别在现蕾期、开花期以及病虫害初发期去除杂株、病弱

株，以保证采收种子的纯度、净度和生活力；

[0016] 5、病虫害防治：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坚持以“农业防治、物理防

治、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无公害治理原则，苦参抗病能力较强，但在高温高湿季

节，田间可零星发生白粉病，发病初期选择百菌清、三唑酮、丙环唑、氟硅唑、代森锰锌允许

在中草药上使用的农药按说明喷施；

[0017] 6、采种：苦参生长的第3-5年9月中下旬，当苦参荚果外皮变为深褐色时，分批采

收，采收过迟种荚裂开，种子脱落，种荚采收后，在干净、空旷的场地上晾晒2-3天后脱粒，除

去杂质、瘪粒和受损种子，使种子净度达到95％以上；采收种子要及时晾晒，以防发霉，影响

种子质量，晾晒好的种子装入布袋，放置在通风、干燥、无鼠害的室内架板上。

[0018] 作为优选，所述的步骤2-4中移栽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露地移栽，具体方法为：用

铁锨开沟，沟深25-30㎝，株行距25cm×35cm，种苗短的将苗按株距斜摆在沟壁上，倾斜度为

45°，摆好后接着按等行距开第二行，并用后排开沟土覆盖前排药苗，苗头覆土厚度2cm～

3cm，边开沟、边摆苗、边覆土、边耙磨，也可用犁开沟移栽，视沟深浅，药苗可斜摆或头尾相

接平放在沟中。

[0019] 作为优选，所述的第二种移栽方法为地膜露头移栽，具体方法为：先在地块的边缘

用平铁锹铲开一条深10cm、宽35cm的沟，然后将种苗苗头露出第一条边线2～3㎝，按株距

25cm斜摆入已铲开的沟中，摆好后接着第一行铲开第二行沟，同时将开沟取出的土覆在第

一行已摆好的苗上，厚度在6㎝～8㎝且苗头2～3㎝暂不覆土，在沟始端埋入35㎝的地膜，平

铺在第一行苗上，使苗头露出地膜2～3cm，同时取第二行土盖在第一行苗头上3～4㎝厚，覆

土的同时将地膜边缘压实，摆放第二行种苗时，使苗头搭在前一行地膜边缘2～3cm，以此类

推，开沟、摆苗、覆土、覆膜。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本方法通过合理的栽培措施，在不同生

育期去除杂株、病弱株，种子收获后去除杂质、瘪粒和受损种子，繁育出的苦参种子纯度、净

度和发芽率均比传统方法繁育出的要高，使苦参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分别达到95％以

上。通过优质种子繁育，为苦参大田生产提供了优质种源，保证了大田基本苗及其后期健壮

生长，减少农药化肥的投入，提高了苦参药材的产量和品质，进而保障了生产者的利益和消

费者的安全。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

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0022] 实施例1：

[0023] 1、生产条件：苦参种子繁育田要远离周边苦参生产田，要求四周隔离带1000m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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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豆科作物，大气环境质量应符合GB3095中的二级标准规定。灌溉水质量应符合GB5084中

的二级标准规定。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GBl5618中的二级标准规定。

[0024] 2、种植技术：苦参种子繁育采用种苗移栽方式，生产周期3年。

[0025] (2-1)选地整地：选择地势平坦向阳、土层深厚、土质疏松，透水透气性良好，前茬

未种植豆科作物的地块。土壤PH值7.5。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深翻晒垡，一般耕深35cm以上，

最后一次秋季浅耕、耙耱收墒。

[0026] (2-2)配方施肥：结合整地667m2撒施充分腐熟农家肥3000kg，过磷酸钙30kg,硫酸

钾5kg深翻入土。

[0027] (2-3)种苗选择：选择苗龄1年的、无病斑虫卵的健壮种苗。

[0028] (2-4)移栽适期：3月中旬。

[0029] (2-5)移栽方法，露地移栽：用铁锨开沟，沟深25㎝左右，株行距25cm×35cm，种苗

短的将苗按株距斜摆在沟壁上，倾斜度为45°，摆好后接着按等行距开第二行，并用后排开

沟土覆盖前排药苗，苗头覆土厚度3cm。边开沟、边摆苗、边覆土、边耙磨。也可用犁开沟移

栽，视沟深浅，药苗可斜摆或头尾相接平放在沟中。

[0030] 3、田间管理；

[0031] (1)中耕锄草：苗出齐后即可锄草培土，6月中下旬、7月中下旬分别进行第2、3次锄

草。以后视田间杂草生长情况随时锄草。

[0032] (2)追肥：水地结合灌水追肥，旱地结合降雨进行。苗期追肥以尿素5kg/667m2为

宜；开花期采用磷酸二氢钾叶面追肥，追施量按肥料施用说明。

[0033] (3)合理排灌：苦参种子田在现蕾初期如遇干旱要浇现蕾水一次，浇水应以小水灌

溉为宜，切忌大水漫灌。雨季注意排涝，防止积水烂根。

[0034] 4、去杂去劣，苦参种子田要在现蕾期、开花期以及病虫害初发期去除杂株、病弱

株，以保证种子纯度和净度。

[0035] 5、病虫害防治，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坚持以“农业防治、物理防

治、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无公害治理原则。苦参抗病能力较强，但在高温高湿季

节，若栽植过密，田间可零星发生白粉病。发病初期选择百菌清、三唑酮、丙环唑、氟硅唑、代

森锰锌等允许在中草药上使用的农药按说明喷施。

[0036] 6、采种，苦参生长的第3年9月中下旬，当苦参荚果外皮变为深褐色时，分批采收。

采收过迟种荚裂开，种子脱落。种荚采收后，在干净、空旷的场地上晾晒2天后脱粒，除去杂

质、瘪粒和受损种子，使种子净度达到95％以上。采收种子要及时晾晒，以防发霉，影响种子

质量。晾晒好的种子装入布袋，放置在通风、干燥、无鼠害的室内架板上。

[0037] 实施例2：

[0038] 1、生产条件：苦参种子繁育田要远离周边苦参生产田，要求四周隔离带1000m以内

无豆科作物，大气环境质量应符合GB3095中的二级标准规定。灌溉水质量应符合GB5084中

的二级标准规定。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GBl5618中的二级标准规定。

[0039] 2、种植技术：苦参种子繁育采用种苗移栽方式，生产周期4年。

[0040] (2-1)选地整地：选择地势平坦向阳、土层深厚、土质疏松，透水透气性良好，前茬

未种植豆科作物的地块。土壤PH值8。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深翻晒垡，一般耕深35cm以上，最

后一次秋季浅耕、耙耱收墒。若春季翻地要注意土壤保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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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2-2)配方施肥：按照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基肥和追肥相结合的原则，基肥：结合整

地667m2撒施充分腐熟农家肥4000kg，过磷酸钙35kg,硫酸钾6kg深翻入土。

[0042] (2-3)种苗选择：选择苗龄1年的、无病斑虫卵的健壮种苗。

[0043] (2-4)移栽适期：4月上旬；

[0044] (2-5)移栽方法地膜露头移栽：先在地块的边缘用平铁锹铲开一条深10cm、宽35cm

的沟，然后将种苗苗头露出第一条边线3㎝，按株距25cm斜摆入已铲开的沟中，摆好后以第

二条开沟线为准铲开第二行沟，同时将开沟取出的土覆在第一行已摆好的苗上，厚度在6㎝

(苗头2㎝暂不覆土)，在沟一端埋入35㎝的地膜，平铺在第一行苗上，使苗头露出地膜2cm，

同时取第二行土盖在第一行苗头上3㎝厚，覆土的同时将地膜边缘压实，摆放第二行种苗

时，使苗头搭在前一行地膜边缘2cm，以此类推，开沟、摆苗、覆土、覆膜。

[0045] 3、田间管理

[0046] (3-1)中耕锄草：苗出齐后即可锄草培土，6月中下旬、7月中下旬分别进行第2、3次

锄草。以后视田间杂草生长情况随时锄草。

[0047] (3-2)追肥：水地结合灌水追肥，旱地结合降雨进行。苗期追肥以尿素5kg/667m2为

宜；开花期采用磷酸二氢钾叶面追肥，追施量按肥料施用说明，喷施1％白糖水，能吸引蜜粉

授粉，促进籽多粒饱。

[0048] (3-3)合理排灌：苦参种子田在现蕾初期如遇干旱要浇现蕾水一次，浇水应以小水

灌溉为宜，切忌大水漫灌。雨季注意排涝，防止积水烂根。

[0049] 4、去杂去劣：苦参移栽种子田要在现蕾期、开花期以及病虫害初发期去除杂株、病

弱株，以保证种子纯度和质量。

[0050] 5、病虫害防治：苦参本身抗病虫能力较强，基本不发生病虫害。

[0051] 6、采种，苦参生长的第4年9月中下旬，当苦参荚果外皮变为深褐色时，分批采收。

采收过迟种荚裂开，种子脱落。种荚采收后，在干净、空旷的场地上晾晒3天后脱粒，除去杂

质、瘪粒和受损种子，使种子净度达到95％以上。采收种子要及时晾晒，以防发霉，影响种子

质量。晾晒好的种子装入布袋，放置在通风、干燥、无鼠害的室内架板上。

[0052] 实施例3：

[0053] 1、生产条件：苦参种子繁育田要远离周边苦参生产田，要求四周隔离带1000m以内

无豆科作物，大气环境质量应符合GB3095中的二级标准规定。灌溉水质量应符合GB5084中

的二级标准规定。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GBl5618中的二级标准规定。

[0054] 2、种植技术：苦参种子繁育采用种苗移栽方式，生产周期5年。

[0055] (2-1)选地整地：选择地势平坦向阳、土层深厚、土质疏松，透水透气性良好，前茬

未种植豆科作物的地块。土壤PH值在8.2。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深翻晒垡，一般耕深35cm以

上，最后一次秋季浅耕、耙耱收墒。若春季翻地要注意土壤保墒。

[0056] (2-2)配方施肥：按照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基肥和追肥相结合的原则，基肥：结合整

地667m2撒施充分腐熟农家肥5000kg，过磷酸钙40kg,硫酸钾7kg深翻入土。

[0057] (2-3)种苗选择：选择苗龄1年的、无病斑虫卵的健壮种苗。

[0058] (2-4)移栽适期：3月下旬。

[0059] (2-5)移栽方法，地膜露头移栽：先在地块的边缘用平铁锹铲开一条深10cm、宽

35cm的沟，然后将种苗苗头露出第一条边线3㎝，按株距25cm斜摆入已铲开的沟中，摆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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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二条开沟线为准铲开第二行沟，同时将开沟取出的土覆在第一行已摆好的苗上，厚度

在8㎝(苗头3㎝暂不覆土)，在沟一端埋入35㎝的地膜，平铺在第一行苗上，使苗头露出地膜

3cm，同时取第二行土盖在第一行苗头上4㎝厚，覆土的同时将地膜边缘压实，摆放第二行种

苗时，使苗头搭在前一行地膜边缘3cm，以此类推，开沟、摆苗、覆土、覆膜。

[0060] 3、田间管理

[0061] (3-1)中耕锄草：苗出齐后即可锄草培土，6月中下旬、7月中下旬分别进行第2、3次

锄草。以后视田间杂草生长情况随时锄草。

[0062] (3-2)追肥：水地结合灌水追肥，旱地结合降雨进行。苗期追肥以尿素5kg/667m2为

宜；磷酸二氢钾叶面追肥，追施量按肥料施用说明，喷施1％白糖水，吸引蜜粉授粉，促进籽

多粒饱。

[0063] (3-3)合理排灌：苦参种子田在现蕾初期如遇干旱要浇现蕾水一次，浇水应以小水

灌溉为宜，切忌大水漫灌。雨季注意排涝，防止积水烂根。

[0064] 4、去杂去劣，苦参种子田要在现蕾期、开花期以及病虫害初发期去除杂株、病弱

株，以保证种子纯度和质量。

[0065] 5、采种，苦参生长的第5年9月中下旬，当苦参荚果外皮变为深褐色时，分批采收。

采收过迟种荚裂开，种子脱落。种荚采收后，在干净、空旷的场地上晾晒23天后脱粒，除去杂

质、瘪粒和受损种子，使种子净度达到95％以上。采收种子要及时晾晒，以防发霉，影响种子

质量。晾晒好的种子装入布袋，放置在通风、干燥、无鼠害的室内架板上。

[0066]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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