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714015.8

(22)申请日 2017.08.1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37152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11.24

(73)专利权人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850000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京中路

93号

(72)发明人 任东升　邓强　鲁有均　黄进　

黄铭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高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51222

代理人 张娟　刘华玲

(51)Int.Cl.

A01C 21/00(2006.01)

A01G 31/00(2018.01)

C05G 1/00(2006.01)

C05G 5/23(2020.01)

审查员 樊丽

 

(54)发明名称

一种大花红景天的种子育苗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大花红景天的种子育苗

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1)取大花红景天种子，

播种于育苗盘基质中，浇水、施肥，培育种子出

苗；(2)分苗移栽：出苗后，当80％的苗长出3‑6片

真叶时，分苗移入至新育苗盘生长；(3)炼苗、移

栽至大田生长，即可。本发明育苗方法可全年育

苗，不受季节限制，而且种子萌发率高、种苗形态

良好、根系发达、移栽成活率高，应用前景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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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花红景天的种子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1）取大花红景天种子， 播种于育苗盘基质中，浇水、施肥，培育种子出苗；

（2）分苗移栽：出苗后，当  80%的苗长出  3-6  片真叶时，分苗移入至新育苗盘基质中生

长；

（3）炼苗、  移栽至大田生长，即可；

其中，  种子出苗及分苗移栽均在育苗室进行；每  1kg  基质中：  含有细黄链霉菌  5-

10g、  腐殖酸钾  1-2g，其余为基础基质；  基础基质由重量份数为  2:1:1 的草炭：珍珠岩：

蛭石组成；细黄链霉菌的有效活菌数≥10  亿每克；腐殖酸钾的腐殖酸含量≥70%，氧化钾≥

8%，  pH 为  9-10。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每  1kg  基质中：  含有细黄链霉菌  5g、 

腐殖酸钾  2g，其余为基础基质；

或，每  1kg  基质中：  含有细黄链霉菌  5g、  腐殖酸钾  1g，其余为基础基质；

或，每  1kg  基质中：  含有细黄链霉菌  10g、  腐殖酸钾  2g，其余为基础基质。

3.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播种前及分苗移入前，在基质中

添加  1.5 倍重量的水。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控制育苗室的温度为  5-25℃，  湿度为 

30%-80%，光照时长为  12h/天，光照强度为  2000-2500Lx。

5.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控制日温为  20-25℃，夜温为  5-15℃，

白天湿度为  30%-60%，夜晚湿度为  50%-80%。

6.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  中，  所述育苗盘为  50  孔穴

盘，每个穴盘撒播种子  400 粒。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  中，浇水的方法为：播种  15  天

内每天对发芽种苗喷施清水一次，  至叶面有小水珠；播种  15 天后，  每周对种苗基质浇水

一次并不时见干补水，  每次以浸透基质即可；

施肥的方法为：  播种  15  天后每周施叶面肥  1  次，  叶面肥为  0 .5%-1%尿素溶液和 

0.1%-0.2%磷酸二氢钾溶液混合而成。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1）  所施叶面肥中尿素为  1%的

浓度，磷酸二氢钾为  0.2%的浓度。

9.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2）  中，  当80%的苗长出  5-6  片

真叶时，进行分苗。

10.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3） 中，  当80%的苗长出  1-5  个

枝条、 苗高度在  3cm 以上且根茎直径≥1cm 时，开始炼苗；

或，  当  80%的苗长出  3-8  个枝条，  苗高度在  4cm 以上且根茎直径≥1.2cm 时，开始

炼苗。

11.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  中，炼苗的方法为：将苗移入

炼苗区生长，其中炼苗区搭盖有遮光率  50% 的遮阳网，  育苗盘离遮阳网直线高度在  50cm 

以上，炼苗开始  15  天内将遮阳网全部展开，白天温度高于  28℃时开启侧膜或天窗降温，

晚间20 时关闭侧膜或天窗保温；炼苗  15 天后白天逐渐减少遮阳网的开启时间直至第  22 

天时不再开启遮阳网，晚上侧膜或天窗均打开使炼苗区温度与外界温度一致；  炼苗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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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育苗盘基质含水量不低于  30%。

12. 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3） 中， 炼苗的时间为  30 天。

1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  中，苗移栽至大田时为带基质

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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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花红景天的种子育苗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中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大花红景天的种子育苗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大花红景天Rhodiola  crenulata(HK.f .et  Thoms.)H.Ohba为景天科红景天属多

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于西藏、云南西北部、四川西部2800-5600米的高山沟坡、草地、灌

丛、高山砾石滩及石缝中。其含有丰富的红景天甙、黄酮、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还含有机

体所必需的17种氨基酸，被誉为“高原人参”，是国家2015版药典中唯一收录的红景天类药

材。研究表明，大花红景天具有抗缺氧、抗疲劳、抗寒冷、抗病毒、抗肿瘤等多种功效，开发利

用前景广阔。

[0003] 目前，大花红景天的育苗方式主要种子直接育苗、组织培养育苗和分株繁殖育苗

三种方式。其中，组培快繁育苗可周年繁育，不收季节限制，但对设施、场地、人员均要求高，

且容易产生变异，风险较大。分株繁殖育苗需要大量的大花红景天活体材料，但生根慢根量

少，对大量繁殖大花红景天种苗存在困难，不宜推广应用。而种子直接育苗，成本较低，且得

到的实生苗形态良好、根系发达，可较好的用于大花红景天规模化育苗。

[0004] 但由于大花红景天种子自然发芽率较低，仅10％(秦佳梅等，红景天的育苗技术，

中国野生植物资源，1994,3:44-45)，因此育苗前需对种子进行药剂处理或其它处理，以提

高萌发率。例如公开号为CN  101946709  A的专利申请提供的大花红景天种子育苗方法，需

要先对种子进行长时间浸泡，然后在无菌条件下，利用特定培养基培养种子发芽、生根，然

后炼苗移栽，对操作要求高，且高成本；白玛玉珍等，西藏大花红景天育苗方法对比试验，现

代农业科技2015(8)：91-93公开的大花红景天种子育苗方法是在大田中直接育苗，需要对

种子进行激素处理及消毒处理，且受播种季节的限制，难以保证种子育苗效率，不能满足规

模化种植的需求；公开号为CN  101361446  A的专利申请提供的大花红景天种子育苗方法，

也是在大田中直接育苗，也需要对种子预处理，同样不利于大花红景天的规模化种植。因

此，为了促进大花红景天资源的开发利用，迫切需要改进大花红景天种子育苗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周年育苗、种子萌发率高、种苗形态良好、根系发

达、移栽成活率高及操作简单的大花红景天种子育苗方法。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大花红景天的种子育苗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取大花红景天种子，播种于育苗盘基质中，浇水、施肥，培育种子出苗；

[0008] (2)分苗移栽：出苗后，当80％的苗长出3-6片真叶时，分苗移入至新育苗盘基质中

生长；

[0009] (3)炼苗、移栽至大田生长，即可；

[0010] 其中，种子出苗及分苗移栽均在育苗室进行；

[0011] 每1kg基质中：含有细黄链霉菌5-10g、腐殖酸钾1-2g，其余为基础基质；基础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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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重量份数为2:1:1的草炭：珍珠岩：蛭石组成。

[0012] 其中，每1kg基质中：含有细黄链霉菌5g、腐殖酸钾2g，其余为基础基质；

[0013] 或，每1kg基质中：含有细黄链霉菌5g、腐殖酸钾1g，其余为基础基质；或，每1kg基

质中：含有细黄链霉菌10g、腐殖酸钾2g，其余为基础基质。

[0014] 其中，细黄链霉菌的有效活菌数≥10亿每克；

[0015] 腐殖酸钾的腐殖酸含量≥70％，氧化钾≥8％，pH为9-10。

[0016] 其中，播种前及分苗移入前，在基质中添加1.5倍重量的水。

[0017] 其中，控制育苗室的温度为5-25℃，湿度为30％-80％，光照时长为12h/天，光照强

度为2000-2500Lx；

[0018] 优选地，控制日温为20-25℃，夜温为5-15℃，白天湿度为30％-60％，夜晚湿度为

50％-80％。

[0019] 其中，步骤(1)中，所述育苗盘为50孔穴盘，每个穴盘撒播种子400粒；

[0020] 和/或，步骤(1)中，

[0021] 浇水的方法为：播种15天内每天对发芽种苗喷施清水一次，至叶面有小水珠；播种

15天后，每周对种苗基质浇水一次并不时见干补水，每次以浸透基质即可；

[0022] 施肥的方法为；播种15天后每周施叶面肥1次，叶面肥为0.5％-1％尿素溶液和

0.1％-0.2％磷酸二氢钾溶液混合而成；

[0023] 优选地，尿素为1％的浓度，磷酸二氢钾为0.2％的浓度。

[0024] 其中，步骤(2)中，当80％的苗长出5-6片真叶时，进行分苗。

[0025] 其中，步骤(3)中，当80％的苗长出1-5个枝条、苗高度在3cm以上且根茎直径≥1cm

时，开始炼苗；

[0026] 或，当80％的苗长出3-8个枝条，苗高度在4cm以上且根茎直径≥1.2cm时，开始炼

苗。

[0027] 其中，步骤(3)中，炼苗的方法为：将苗移入炼苗区生长，其中炼苗区搭盖有遮光率

50％的遮阳网，育苗盘离遮阳网直线高度在50cm以上，炼苗开始15天内将遮阳网全部展开，

白天温度高于28℃时开启侧膜或天窗降温，晚间20时关闭侧膜或天窗保温；炼苗15天后白

天逐渐减少遮阳网的开启时间直至第22天时不再开启遮阳网，晚上侧膜或天窗均打开使炼

苗区温度与外界温度一致；炼苗时，保持育苗盘基质含水量不低于30％；

[0028] 和/或，步骤(3)中，炼苗的时间为30天。

[0029] 其中，步骤(3)中，苗移栽至大田时为带基质移栽。

[0030] 本发明育苗方法，不需要预先对种子进行激素处理和消毒处理，以种子为材料，通

过选择本发明特定基质、特定分苗移栽、炼苗等条件，就可培育大花红景天种苗，具有种子

发芽率高，种苗生长整齐一致、形态良好、根系发达、种苗各阶段成活率高的优点，且能够合

理控制育苗时间，而且可周年育苗且育苗点选择适应性广。

[0031] 因此，本发明提供的种子育苗方法，作为大花红景天栽培方法的一大突破，在本发

明特定的参数条件下，尤其是特定的种子出苗条件控制、分苗、炼苗方式下，种子发芽、分苗

移栽、炼苗成活率均高达90％以上，经济效益好，而且操作简单、可全年育苗，有利于大花红

景天栽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0032] 显然，根据本发明的上述内容，按照本领域的普通技术知识和惯用手段，在不脱离

说　明　书 2/7 页

5

CN 107371528 B

5



本发明上述基本技术思想前提下，还可以做出其它多种形式的修改、替换或变更。

[0033] 以下通过实施例形式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上述内容再作进一步的详细说

明。但不应将此理解为本发明上述主题的范围仅限于以下的实例。凡基于本发明上述内容

所实现的技术均属于本发明的范围。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播种后11天的红景天种苗图；

[0035] 图2为待分苗移栽的种苗；

[0036] 图3为已完成移栽的具有1个枝条的红景天种苗；

[0037] 图4为即将进入炼苗的种苗；

[0038] 图5为正在炼苗的种苗；

[0039] 图6为移栽至大田后生长良好的红景天种苗。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中使用的试剂、设备均为已知产品，通过购买市售产品获得。

[0041] 实施例1本发明种子育苗方法

[0042] 1、播种前准备

[0043] (1)选种

[0044] 播种前，对要播种的种子进行选种，去除带病虫害和空瘪粒种子。

[0045] (2)育苗室准备

[0046] 种子播种前一周，对育苗室内培养架和地板进行清扫并检查保证培养架上的光源

以及光源定时器、空调、加湿器等仪器均能够正常工作，然后用熏蒸剂对育苗室内进行育苗

前的消毒。

[0047] (3)育苗基质准备

[0048] 育苗基质配方如下：

[0049] 每1kg基质中：含有细黄链霉菌5g、腐殖酸钾2g，其余为基础基质；基础基质由重量

份数为2:1:1的草炭：珍珠岩：蛭石组成。

[0050] 其中，细黄链霉菌，也称为5406抗生菌，有效活菌数≥10亿每克，来源：青岛海岸大

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051] 腐殖酸钾，腐殖酸含量≥70％，氧化钾≥8％，pH为9-10，来源：萍乡市红土地腐殖

酸有限公司。

[0052] 种子播种前一天，取育苗基质放入大型容器中加水1.5倍重量至基质吸水饱和，随

后将基质装入50穴盘中稍微压实并将穴盘表面的基质整平，之后将装有基质的穴盘移入育

苗室中培养架上待播。

[0053] 2、播种

[0054] 将经过选种的大花红景天种子按照每个穴盘400粒的密度将种子均匀撒在整个穴

盘上，然后用细嘴喷壶喷一层清水至种子和基质上，使种子与基质充分接触。播种完成后开

启培养架上的光源促进种子快速萌发，3天后种子开始发芽，7天后齐苗，种子发芽率达90％

以上。红景天种苗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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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3、育苗室内光照、温度和湿度管理

[0056] 整个苗期用空调和加湿器调整育苗室内的温度和湿度，使白天温度处于20-25℃，

白天湿度处于30-60％之间，晚间不开启空调和加湿器。光源开启时间为07:30至19:30，每

天开启12h，光照强度为2000-2500Lx。

[0057] 4、种苗水肥管理

[0058] 播种后15天内每天用喷壶对发芽种苗喷施清水一次，以叶面有小水珠为宜，出苗

前喷水目的是辅助出苗，出苗后是防止幼小种苗缺水萎蔫死亡。此段时间不对种苗喷施叶

面肥，防止种苗过弱而烧苗。

[0059] 播种15天后每周对种苗喷施叶面肥一次，叶面肥为0.5％-1％尿素溶液和0.1％-

0.2％磷酸二氢钾溶液的混合溶液，尿素以1％的浓度为宜，磷酸二氢钾0.2％的浓度为宜，

叶面肥溶液喷施用量为单个穴盘15ml；每周对种苗基质浇水一次，以整个穴盘基质全部浸

透为宜，并视基质水分状况不定时补水。

[0060] 5、种苗病虫害防治管理

[0061] 每15天对育苗室种苗进行一次病害防治，防治方法为叶面喷雾，防治药剂以多菌

灵1000倍液为宜；虫害防治管理以保持育苗室内清洁卫生和相对独立性为宜，即预防为主，

治疗为辅，育苗室内虫害主要以蚜虫为主，治疗方法以吡虫啉(10％有效成分)4000倍液喷

雾为宜。

[0062] 6、种苗分苗移栽

[0063] 同一批次(播期)中有80％的种苗均已长出第5、6片叶时对种苗进行分苗移栽，待

分苗移栽的种苗见图2。已完成分苗移栽的具有1个枝条的红景天种苗见图3。

[0064] 分苗时，将种苗重新移栽入新穴盘中，新穴盘的基质与育苗基质配比相同，每个穴

孔栽苗1株，每穴盘栽苗50株。种苗移栽时用多菌灵1000倍液对移栽种苗浸根减少病害的发

生。种苗移栽时按照种苗大小分成3-4片叶种苗、5-6片叶种苗和7-8片叶或1个枝条种苗后

再分别移栽至不同穴盘中，保证单个穴盘的种苗生长整齐。种苗从播种至分苗移栽用时约

100天，种苗分苗移栽成活率达92％以上。种苗分苗移栽后的光照、温度、湿度及水肥管理同

分苗移栽前一致。

[0065] 7、种苗炼苗

[0066] 种苗分苗移栽后在育苗室内继续生长约90天时即可将种苗移出育苗室进入炼苗

区进行炼苗。大花红景天种苗从播种至炼苗共经历约190天，此时80％的种苗状态为：已有

1-5个枝条，种苗高度在3cm以上且种苗根茎直径≥1cm，种苗以此为标准进入炼苗区。即将

进入炼苗的种苗见图4，正在炼苗的种苗见图5。

[0067] 炼苗区应拥有遮阳网以及初步控制温度的能力，以大棚为宜，炼苗区搭盖有遮光

率为50％的遮阳网，种苗穴盘离遮阳网直线高度在50cm以上。炼苗开始15天内将遮阳网全

部展开，白天温度高于28℃时开启侧膜或天窗降温，晚间20时关闭侧膜或天窗保温；炼苗15

天后白天逐渐减少遮阳网的开启时间直至第22天时不再开启遮阳网，晚上侧膜或天窗均打

开使炼苗区温度与外界温度一致。整个炼苗期时间为30天，炼苗期间注意基质水分不低于

30％，防止因为基质过干而造成种苗萎蔫大量死亡。炼苗期种苗成活率可达94％以上。

[0068] 8、种苗移栽大田

[0069] 经过30天的炼苗后种苗已炼苗完成，将种苗带基质选择阴天或晴天上午移栽至待

说　明　书 4/7 页

7

CN 107371528 B

7



栽大田中，移栽完成后浇一次定根水，并在大田生长过程中注意浇水。种苗移栽成活率可达

90％。移栽至大田后生长良好的红景天植株见图6。

[0070] 实施例2本发明种子育苗方法

[0071] 1、播种前准备：同实施例1；

[0072] 2、播种：同实施例1；

[0073] 3、育苗室内光照、温度和湿度管理：同实施例1；

[0074] 4、种苗水肥管理：同实施例1；

[0075] 5、种苗病虫害防治管理：同实施例1；

[0076] 6、种苗分苗移栽

[0077] 同一批次(播期)中有80％的种苗均已长出第3、4片叶时对种苗进行分苗移栽，将

种苗重新移栽入新穴盘中，每个穴孔栽苗1株，每穴盘栽苗50株。种苗移栽时用多菌灵1000

倍液对移栽种苗浸根减少病害的发生。种苗移栽时按照种苗大小分成3-4片叶种苗、5-6片

叶种苗和7-8片叶或1个枝条种苗后再分别移栽至不同穴盘中，保证单个穴盘的种苗生长整

齐。

[0078] 种苗从播种至分苗移栽用时约60天，种苗分苗移栽成活率达70％以上。

[0079] 7、种苗炼苗

[0080] 种苗分苗移栽后在育苗室内继续生长约80天时将种苗移出育苗室进入炼苗区进

行炼苗。种苗从播种至炼苗共经历140天，此时80％的种苗枝条尚未长出，种苗高度为2-

4cm，种苗根茎直径≤0.8cm，种苗以此为标准进入炼苗。

[0081] 炼苗区应拥有遮阳网以及初步控制温度的能力，以大棚为宜，炼苗区搭盖有遮光

率为50％的遮阳网，种苗穴盘离遮阳网直线高度在50cm以上。炼苗开始15天内将遮阳网全

部展开，白天温度高于28℃时开启侧膜或天窗降温，晚间20时关闭侧膜或天窗保温；炼苗15

天后白天逐渐减少遮阳网的开启时间直至第22天时不再开启遮阳网，晚上侧膜或天窗均打

开使炼苗区温度与外界温度一致。整个炼苗期时间约30天，炼苗期间注意基质水分不低于

30％，防止因为基质过干而造成种苗大量萎蔫死亡。炼苗期种苗成活率为65％。

[0082] 8、种苗移栽大田

[0083] 经过30天的炼苗后种苗已炼苗完成，将种苗带基质选择阴天或晴天上午移栽至待

栽大田中，移栽完成后浇一次定根水，并在大田生长过程中注意浇水。种苗移栽成活率为

82％。

[0084] 实施例3本发明种子育苗方法

[0085] 1、播种前准备：同实施例1；

[0086] 2、播种：同实施例1；

[0087] 3、育苗室内光照、温度和湿度管理：同实施例1；

[0088] 4、种苗水肥管理：同实施例1；

[0089] 5、种苗病虫害防治管理：同实施例1；

[0090] 6、种苗分苗移栽

[0091] 同一批次(播期)中有80％的种苗均已长出第7、8片叶或1个枝条时对种苗进行分

苗移栽。

[0092] 分苗时，将种苗重新移栽入新穴盘中，每个穴孔栽苗1株，每穴盘栽苗50株。种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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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时用多菌灵1000倍液对移栽种苗浸根减少病害的发生。种苗移栽时按照种苗大小分成3-

4片叶种苗、5-6片叶种苗和7-8片叶或1个枝条种苗后再分别移栽至不同穴盘中，保证单个

穴盘的种苗生长整齐。刚完成移栽的具有1个枝条红景天种苗见图6。

[0093] 种苗从播种至分苗移栽用时约140天，种苗分苗移栽成活率达92％以上。

[0094] 7、种苗炼苗

[0095] 种苗分苗移栽后在育苗室内继续生长约100天时将种苗移出育苗室进入炼苗区进

行炼苗。种苗从播种至炼苗共经历240天，此时80％的种苗均已达到3-8个枝条，种苗高度在

4cm以上，种苗根茎直径≥1.2cm，种苗以此标准进入炼苗。

[0096] 炼苗区应拥有遮阳网以及初步控制温度的能力，以大棚为宜，炼苗区搭盖有遮光

率为50％的遮阳网，种苗穴盘离遮阳网直线高度在50cm以上。炼苗开始15天内将遮阳网全

部展开，白天温度高于28℃时开启侧膜或天窗降温，晚间20时关闭侧膜或天窗保温；炼苗15

天后白天逐渐减少遮阳网的开启时间直至第22天时不再开启遮阳网，晚上侧膜或天窗均打

开使炼苗区温度与外界温度一致。整个炼苗期时间约30天，炼苗期间注意基质水分不低于

30％，防止因为基质过干而造成种苗萎蔫大量死亡。炼苗期种苗成活率可达95％。

[0097] 8、种苗移栽大田

[0098] 炼苗完成后的种苗带基质选择阴天或晴天上午移栽至待栽大田中，移栽完成后浇

一次定根水，并在大田生长过程中注意浇水。种苗移栽成活率可达90％。

[0099] 以下用试验例的方式说明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100] 试验例1大花红景天育苗基质的筛选

[0101] 在育苗过程中，基质的选择相当关键，合适的基质有利于种子萌发，促进苗生长；

基质选择不当，种子萌发率低，幼苗生长缓慢易死亡。

[0102] 发明人在大花红景天育苗过程时，对育苗盘基质进行了筛选，其它育苗条件同实

施例1。

[0103] 基质配方及筛选结果见表1。

[0104] 表1基质筛选试验配方及结果

[0105] 编号 基质配方 出苗率(％) 100天种苗存活率(％)

1 A 74％ 65％

2 A+B1 83％ 79％

3 A+B2 78％ 73％

4 A+C1 81％ 76％

5 A+C2 83％ 80％

6 A+C3 76％ 68％

7 A+B1+C1 89％ 84％

8 A+B1+C2 92％ 87％

9 A+B1+C3 81％ 74％

10 A+B2+C1 84％ 79％

11 A+B2+C2 88％ 82％

12 A+B2+C3 79％ 70％

[0106]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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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7] A：为经过初筛得到的基础基质配方，草炭：珍珠岩：蛭石＝2:1:1；

[0108] B：细黄链霉菌，也称为5406抗生菌，有效活菌数大于等于10亿每克，来源：青岛海

岸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109] B1:细黄链霉菌接种剂量以干基计为5g/kg；

[0110] B2:细黄链霉菌接种剂量以干基计为10g/kg；

[0111] C：腐殖酸钾，腐殖酸含量≥70％，氧化钾≥8％，pH为9-10，来源：萍乡市红土地腐

殖酸有限公司；

[0112] C1：腐殖酸钾添加量以干基计为1g/kg；

[0113] C2：腐殖酸钾添加量以干基计为2g/kg；

[0114] C3：腐殖酸钾添加量以干基计为4g/kg。

[0115] 由表1可知，使用编号7、8、10、11的基质配方，出苗率(即种子萌发率)在84％以上；

而且100天时的种苗存活率高，有利于种苗的分苗移栽。其中，尤其以编号8的基质配方最

佳，出苗率可高达92％，100天时的种苗存活率也最佳，用于大花红景天种子育苗效果最好。

[0116] 而使用其它编号的基质时，出苗率及存活率都较低，育苗效果不理想。

[0117] 综上，本发明提供的种子育苗方法，在本发明特定的参数条件下，种子发芽、分苗

移栽、炼苗成活率均高达90％以上，经济效益好，而且操作简单、可全年育苗，有利于大花红

景天栽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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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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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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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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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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