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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百合试管鳞茎的培植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百合试管鳞茎的培植方

法，其包括了第一阶段的试管鳞茎温光互作春化

及第二阶段试管鳞茎的移栽种植。在第一阶段

中，本发明采用了独特的低温及长日照互作春化

方法，以提高试管鳞茎的成熟度，促进春化的完

成，解决了目前试管鳞茎因春化不完全而后期易

出现抽苔率低的问题；在第二阶段中，本发明结

合百合双层根系的生物学特点，采用特定的基质

分层方式，以促进试管鳞茎的根系生长和营养吸

收，解决现有试管鳞茎根系弱、易死亡的问题。因

此，本发明是针对目前试管鳞茎春化移栽中出现

的难点提供的一种新的技术方法，其简单实用、

易于操作，可获得大量优质的百合鳞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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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百合试管鳞茎的培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百合试管鳞茎的温光互作春化，及

百合试管鳞茎的移栽种植这两个阶段；

所述温光互作春化是将试管鳞茎于2℃冷库中黑暗培养90-120天，使其打破休眠后，再

置于25℃常温环境中长日照培养60-70天，以完成试管鳞茎后熟和春化；

所述长日照的光照强度为2000lux，光照时间为14-17小时/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百合试管鳞茎的培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试管鳞茎是以百合

鳞片为外植体，将其经组织培养诱导出的初生小鳞茎再经暗培养膨大3-5个月，得到鲜重≥

1.5g的无污染健康瓶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百合试管鳞茎的培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移栽种植包括以下

步骤：

1）将经春化处理后的试管鳞茎从瓶内取出，用清水洗净包裹在鳞茎根部的琼脂；

2）将清洗好的鳞茎采用箱式分层栽培，即按根朝下、鳞茎尖端朝上的方式，将鳞茎正向

埋入营养层基质中，使鳞茎不露出营养层基质，再在其上覆盖保水层基质；

3）移栽完成后整平基质，浇一次透水，使基质下沉与小鳞茎更好结合；3-5天补水一次，

至鳞茎抽苔。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百合试管鳞茎的培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栽培所用框箱的

规格为50cm×30cm×17cm，框箱底部用塑料袋隔离铺底，塑料袋上打两排排水洞，每排3个，

排水洞孔径为3-4cm；

栽培时鳞茎排放的株行距为（4-5）×（7-8）cm。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百合试管鳞茎的培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营养层基质

的厚度为8~10cm，其是由泥炭土和珍珠岩按重量比3:1配合制得；

所述保水层基质的厚度为5cm，其由椰丝构成。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7548991 B

2



一种百合试管鳞茎的培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花卉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百合试管鳞茎的培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百合（Lilium  spp.）是多年生草本球根植物，有着“球根花卉之王”的美誉，百合切

花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其中种球占切花成本的60%以上。目前，我国百合种球主要依赖进口，

每年都要从荷兰进口2亿余头以上，而种球的国产化研究却相对缓慢，尚处于探索阶段。

[0003] 试管鳞茎是百合种球的繁殖手段之一，可以起到脱毒、扩繁和保种的作用。目前，

百合试管鳞茎主要用于母种保存，而作为籽球大规模生产较少，因而对于后期的试管鳞茎

春化、移栽等研究尚浅，主要集中在组织诱导、膨大以及外源激素和化学处理对试管苗移栽

生根的影响，在其破除休眠完成春化过程也主要是针对低温或结合药剂处理。

[0004] 百合试管鳞茎暗培养有利于鳞茎的膨大，达到一定规格冷藏春化后即可进行移

栽，但常规暗培养条件下，试管鳞茎水分含量过高，淀粉等干物质能量贮藏较少，成熟度低，

冷藏后虽可打破休眠，但后期常出现只抽鳞片叶而不抽苔的现象，而抽苔是获得优质百合

鳞茎的前提。此外，试管苗移栽普遍存在根系弱的问题。基于上述问题，本发明通过采用独

特的低温及长日照互作春化方法，在打破休眠的同时促进了试管鳞茎干物质能量的积累，

提高成熟度，促进春化的完成；同时，通过结合百合双层根系的生物学特点采用特定的基质

分层方式，促进试管鳞茎移栽后的根系生长和营养吸收，解决了试管鳞茎移栽的问题。因

此，百合试管鳞茎温光互作春化及移栽种植方法对完成试管到田间，小规模到产业化，获得

优质百合鳞茎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百合试管鳞茎的培植方法，该方法能够促进百合春化

完成，提高百合试管鳞茎的抽苔率，并解决试管鳞茎移栽根系弱、易死亡的问题，以有效获

得优质的百合鳞茎。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百合试管鳞茎的培植方法，其包括百合试管鳞茎的温光互作春化，及百合试

管鳞茎的移栽种植这两个阶段。

[0008] 其中，所述试管鳞茎是以百合鳞片为外植体，将其经组织培养诱导出的初生小鳞

茎再经暗培养膨大3-5个月，得到鲜重≥1.5g的无污染健康瓶苗。

[0009] 所述温光互作春化处理是将试管鳞茎于2℃冷库中黑暗培养90-120天，使其打破

休眠后，再置于25℃常温环境中进行长日照培养60-70天，以完成试管鳞茎后熟和春化；所

述长日照的光照强度为2000lux，光照时间为14-17小时/天。

[0010] 瓶苗长期暗培养，试管鳞茎通体白色，水分含量很高，将其转置光照培养室，25℃

常温进行长日照培养，可促使瓶苗转绿且抽生出子叶进行光合作用，从而使小鳞茎逐渐后

熟，鳞片质地变硬，水份比减少，干物质比提高，试管鳞茎后熟和春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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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移栽种植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将经春化处理后的试管鳞茎从瓶内取出，用清水洗净包裹在鳞茎根部的琼脂；

[0013] 2）将清洗好的鳞茎采用箱式分层栽培，即按根朝下、鳞茎尖端朝上的方式，将鳞茎

正向埋入营养层基质中，使鳞茎不露出营养层基质，再在其上覆盖保水层基质；

[0014] 3）移栽完成后整平基质，浇一次透水，使基质下沉与小鳞茎更好结合；3-5天补水

一次，至鳞茎抽苔。

[0015] 步骤2）栽培所用框箱的规格为50cm×30cm×17cm，框箱底部用塑料袋隔离铺底，

塑料袋上打两排排水洞，每排3个，排水洞孔径为3-4cm；

[0016] 栽培时鳞茎排放的株行距为（4-5）×（7-8）cm。

[0017] 步骤2）所述营养层基质的厚度为8~10cm，其是由泥炭土和珍珠岩按重量比3:1配

合制得；所述保水层基质的厚度为5cm，其由椰丝构成。

[0018] 百合特有双层根结构，其基生根位于鳞茎基部负责吸收营养，茎生根位于抽苔后

的植株茎杆基部，水份充足时才会在茎基部冒出根芽。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20] 本发明提供的百合试管鳞茎的培植方法包括了试管鳞茎的温光互作春化及移栽

种植这两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采用了独特的低温及长日照互作春化方法，以提高试管

鳞茎的成熟度，促进春化的完成，解决了目前试管鳞茎因春化不完全而后期易出现抽苔率

低的问题；第二个阶段结合百合双层根系的生物学特点，采用特定的基质分层方式，以促进

试管鳞茎根系生长和营养吸收，解决了现有试管鳞茎根系弱、易死亡的问题。

[0021] 本发明针对目前试管鳞茎春化移栽过程中出现的难点，提供了一种简单实用、易

于操作的培植方法，有利于获得大量优质的百合鳞茎，可用于规模化栽培。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不同保水基质的保水性能对比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使本发明所述的内容更加便于理解，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所述的

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说明，但是本发明不仅限于此。

[0024] 实施例1：

[0025] 1. 试管鳞茎筛选与处理

[0026] 选择东方百合索蚌品种，原生球围径达16cm以上，以其鳞片为外植体，经消毒后接

种于百合诱导培养基中，待初生小鳞茎产生后再转接至膨大培养基中，暗培养膨大4个月

后，选择其鲜重≥1.5g的无污染健康瓶苗做为过渡生产的标准瓶苗。

[0027] 2. 瓶苗冷藏打破休眠

[0028] 将选出的瓶苗转入2℃冷库，黑暗培养100天左右，用以打破休眠。

[0029] 3.  不同日照处理完成春化

[0030] a：25℃常温环境中继续暗培养，b：25℃常温环境中正常日照（不额外补光），c：25

℃常温环境中进行长日照培养14h/d，d：25℃常温进行长日照17h/d，e：25℃常温进行长日

照20h/d。分别培养60天，光照强度2000lux。不同日照处理对鳞茎内含物及抽苔率影响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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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31] 4. 瓶苗清洗

[0032] 将经过低温春化的试管鳞茎从瓶内取出，用清水洗净包裹在小鳞茎根部的琼脂后

进行移栽种植，清洗过程保证根部的完整性，在夹缝中的琼脂一定要冲洗完全，以免出现后

期腐烂。

[0033] 5.  箱式栽培

[0034] 试管鳞茎采用箱式栽培，框箱规格为50cm×30cm×17cm，框箱底部用塑料袋隔离

铺底，塑料袋上打两排排水洞，每排3个，排水洞孔径为3-4cm；栽培基质为纯泥炭土；将清洗

好的小鳞按茎根朝下、尖端朝上的方式正向埋入基质，移栽株行距为（4-5）×（7-8）cm，一个

框箱约栽植40粒小鳞茎；移栽完成后整平基质，浇一次透水，使基质下沉与小鳞茎更好结

合，3天补水一次，至鳞茎抽苔。

[0035] 表1 不同日照处理对鳞茎内含物及抽苔率影响

[0036]

[0037] 结果表明，日照处理比黑暗处理促抽苔效果好，且长日照处理14h、17h、20h的抽苔

率均高于80%，但长日照处理20h与17h对抽苔影响差异不大，故长日照处理14h-17h处理时

间最佳。

[0038] 实施例2：

[0039] 1. 试管鳞茎筛选与处理

[0040] 选择东方百合西伯利亚品种，原生球围径达16cm以上，以其鳞片为外植体，经消毒

后接种于百合诱导培养基中，待初生小鳞茎产生后再转接至膨大培养基中，暗培养膨大4个

月后，选择其鲜重≥1.5g的无污染健康瓶苗做为过渡生产的标准瓶苗。

[0041] 2. 瓶苗冷藏打破休眠

[0042] 将选出的瓶苗转入2℃冷库，黑暗培养100天左右，用以打破休眠。

[0043] 3.  长日照完成后熟春化

[0044] 将试管鳞茎置于25℃常温环境中进行长日照（2000lux，15小时/天）培养60天，以

完成试管鳞茎后熟和春化；所述长日照的光照强度为2000lux，光照时间为14-17小时/天。

[0045] 4.  瓶苗清洗

[0046] 将经过低温春化的试管鳞茎从瓶内取出，用清水洗净包裹在小鳞茎根部的琼脂后

进行移栽种植，清洗过程保证根部的完整性，在夹缝中的琼脂一定要冲洗完全，以免出现后

期腐烂。

[0047] 5.  箱式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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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试管鳞茎采用箱式栽培，框箱规格为50cm×30cm×17cm，框箱底部用塑料袋隔离

铺底，塑料袋上打两排排水洞，每排3个，排水洞孔径为3-4cm；栽培基质a：泥炭土:珍珠岩=

1:1，b：泥炭土:珍珠岩=2:1，c：泥炭土:珍珠岩=3:1，d：泥炭土:珍珠岩=4:1，e：泥炭土:蛭石

=2:1，f：泥炭土:蛭石=3：1，g：泥炭土:陶粒=2:1，h：泥炭土:陶粒=3:1，按比例混拌基质；将

清洗好的小鳞茎按根朝下、尖端朝上的方式正向埋入混拌好的基质中，移栽株行距为（4-5）

×（7-8）cm，一个框箱约栽植40粒小鳞茎；移栽完成后整平基质，浇一次透水，使基质下沉与

小鳞茎更好结合，3天补水一次，至鳞茎抽苔。不同基质对鳞茎栽培的影响见表2。

[0049] 表2 不同基质对鳞茎栽培的影响

[0050]

[0051] 结果表明，泥炭土与珍珠岩以3:1的比例混合作为基质，对种球排水、基生根的生

长、植株吸收营养最为有利，种球围径可达7.8cm。

[0052] 实施例3：

[0053] 1. 试管鳞茎筛选与处理

[0054] 选择东方百合索蚌品种，原生球围径达16cm以上，以其鳞片为外植体，经消毒后接

种于百合诱导培养基中，待初生小鳞茎产生后再转接至膨大培养基中，暗培养膨大4个月

后，选择其鲜重≥1.5g的无污染健康瓶苗做为过渡生产的标准瓶苗。

[0055] 2. 瓶苗冷藏打破休眠

[0056] 将选出的瓶苗转入2℃冷库，黑暗培养100天左右，用以打破休眠。

[0057] 3.  长日照完成后熟春化

[0058] 将试管鳞茎置于25℃常温环境中进行长日照（2000lux，15小时/天）培养60天，以

完成试管鳞茎后熟和春化；所述长日照的光照强度为2000lux，光照时间为14-17小时/天。

[0059] 4.  瓶苗清洗

[0060] 将经过低温春化的试管鳞茎从瓶内取出，用清水洗净包裹在小鳞茎根部的琼脂后

进行移栽种植，清洗过程保证根部的完整性，在夹缝中的琼脂一定要冲洗完全，以免出现后

期腐烂。

[0061] 5.  箱式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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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试管鳞茎采用箱式栽培，框箱规格为50cm×30cm×17cm，框箱底部用塑料袋隔离

铺底，塑料袋上打两排排水洞，每排3个，排水洞孔径为3-4cm；栽培基质分为下层营养层基

质和上层保水基质；营养层基质是将泥炭土和珍珠岩以3:1的比例混拌，其厚度为10cm；保

水层基质a:泥炭土，b:杉木锯末，c:松木锯末，d:椰丝（椰子壳的丝状纤维），其厚度为5cm；

将清洗好的小鳞茎按根朝下、尖端朝上的方式正向埋入营养层基质中，保证鳞茎不露出基

质，再在其上覆盖保水层基质，移栽株行距为（4-5）×（7-8）cm，一个框箱约栽植40粒小鳞

茎；移栽完成后整平基质，浇一次透水，使基质下沉与小鳞茎更好结合，3天补水一次。不同

保水基质的理化性质比较见表3，其保水性能比较见图1。

[0063] 表3 四种保水基质理化性质的比较

[0064]

[0065] 由表3可见，不同保水基质中椰丝的容重最低，说明它最轻，且其PH趋向中性，总孔

隙度、水气比和最大持水量最高，在贮藏过程中保水性能也最好，因此以椰丝作为保水层基

质最佳。

[0066] 实施例4：

[0067] 1. 试管鳞茎筛选与处理

[0068] 选择东方百合索蚌、西伯利亚两个品种，原生球围径达16cm以上，以其鳞片为外植

体，经消毒后接种于百合诱导培养基中，待初生小鳞茎产生后再转接至膨大培养基中，暗培

养膨大4个月后，选择其鲜重≥1.5g的无污染健康瓶苗做为过渡生产的标准瓶苗。

[0069] 2.  瓶苗冷藏打破休眠

[0070] 将选出的瓶苗转入2℃冷库，黑暗培养100天左右，用以打破休眠。

[0071] 3.  长日照完成后熟春化

[0072] 将试管鳞茎置于25℃常温环境中进行长日照（2000lux，15小时/天）培养60天，以

完成试管鳞茎后熟和春化；所述长日照的光照强度为2000lux，光照时间为14-17小时/天。

[0073] 4.  瓶苗清洗

[0074] 将经过低温春化的试管鳞茎从瓶内取出，用清水洗净包裹在小鳞茎根部的琼脂后

进行移栽种植，清洗过程保证根部的完整性，在夹缝中的琼脂一定要冲洗完全，以免出现后

期腐烂。

[0075] 5.  箱式分层栽培

[0076] 试管鳞茎采用箱式分层栽培，框箱规格为50cm×30cm×17cm，框箱底部用塑料袋

隔离铺底，塑料袋上打两排排水洞，每排3个，排水洞孔径为3-4cm；栽培基质分为下层营养

层基质和上层保水基质，营养层基质是将泥炭土和珍珠岩以3:1的比例混拌，其厚度为

10cm，保水层基质为椰丝（椰子壳的丝状纤维），其厚度为5cm；将清洗好的小鳞茎按根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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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端朝上的方式正向埋入营养层基质中，保证鳞茎不露出基质，再在其上覆盖保水层基质，

移栽株行距为（4-5）×（7-8）cm，一个框箱约栽植40粒小鳞茎；移栽完成后整平基质，浇一次

透水，使基质下沉与小鳞茎更好结合，3天补水一次，至鳞茎抽苔。不同栽培基质对栽培效果

的影响分别见表5、6。

[0077] 表5 不同栽培基质对索蚌试管鳞茎栽培效果的影响

[0078]

[0079] 表6 不同栽培基质对西伯利亚试管鳞茎栽培效果的影响

[0080]

[0081] 实验结果表明，低温与长日照促进春化完成并结合分层基质栽培，可使不同品种

百合的抽苔率提高97%以上，鳞茎平均周径提高71%以上。

[008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

修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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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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