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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三白草地上茎快速

繁殖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获取三白

草地上茎，保留土壤表层与空气衔接处节最密集

的茎段，从近基部25～30cm处剪断主茎，去掉大

部分或全部的叶子，获得插条；2)将插条水平横

放在肥沃的水体或霍格兰营养液中，进行悬浮水

培2～3周，获得新枝；3)将获得的新枝以水平横

埋方式移栽入预先消毒处理的营养土中进行栽

培，获得幼苗；4)将获得的幼苗进行分株繁殖，移

栽于大田或种植袋中进行栽培、定植。本发明的

三白草地上茎快速繁殖方法比常规竖直扦插效

率提高至少3倍，有利于提高三白草繁殖效率，降

低栽培养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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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三白草地上茎快速繁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获取三白草地上茎，保留土壤表层与空气衔接处节最密集的茎段，截取地上茎基部

至基部以上25～30cm的茎段，去掉大部分或全部的叶子，获得插条；

(2)将插条水平横放在肥沃的水体或霍格兰营养液中，进行悬浮水培2～3周，获得新

枝；

(3)将获得的新枝直接栽培生长或以水平横埋方式移栽入预先消毒处理的营养土中进

行栽培，获得幼苗；

(4)将获得的幼苗进行定植栽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三白草地上茎快速繁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肥沃

的水体为猪场养殖废水或含有营养土的水体。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利用三白草地上茎快速繁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营养土为泥炭土：塘泥：沙按重量比为5:2:1的混合物。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利用三白草地上茎快速繁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3)对营养土消毒处理具体为：用每25％瑞毒霉可湿性粉剂5g，兑水5kg，混匀后喷洒营养

土100kg，边喷边拌合均匀，堆积2h。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三白草地上茎快速繁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3)水平横埋的覆土深度为2cm，栽培间距为10c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三白草地上茎快速繁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3)栽培过程中每天傍晚浇一次水，保证水分充足，不要有积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三白草地上茎快速繁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4)的将获得的幼苗进行定植栽培是待幼苗高25cm，根据新枝所在位置将茎段分剪成2～3

段，每段长7～10cm，用体积比1:1000稀释的多菌灵处理切口，然后移栽于大田或种植袋中

进行栽培、定植。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利用三白草地上茎快速繁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移栽

于大田中进行栽培、定植具体为：选择水源充足，排灌方便的田块作为大田；在大田耕整前

一周，喷施一次广谱灭生性的除草剂；大田耕整时将大田厢面整平并开沟设厢，厢面宽度为

1.5～2m，厢与厢之间的沟宽为30～40cm、深为15～30cm；栽培间距为20～30cm，覆土深度为

8～10cm；刚移栽前一周，往厢面早晚各浇一次水，并向沟内注入水体，保证水深为沟深的1/

2；移栽一周后往田内注水，使沟内持水量与厢面持平，使大田水分和土壤湿度与种植水稻

相当即可。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利用三白草地上茎快速繁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移栽

于种植袋中进行栽培、定植具体为：将种植袋四周扎孔，置于水池中，袋内栽培基质高25cm，

苗木覆土深度为8～10cm，水池水深为10cm；移栽前3天每天往种植袋内浇一次水，移栽后每

2～3天浇一次水补充蒸发量，保持水体深度在土壤高度的一半。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利用三白草地上茎快速繁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获取三

白草地上茎的时间为5～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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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三白草地上茎快速繁殖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植物繁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三白草地上茎快速繁殖的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三白草(Saururus  chinensis(Lour.)Baill.)为三白草科三白草属多年生湿生草

本，又名塘边藕、水木通、白水鸡等。高约1米余；茎粗壮，有纵长粗棱和沟槽，下部伏地，常带

白色，上部直立，绿色。叶纸质，阔卵形至卵状披针形，长10-20厘米，宽5-10厘米，茎顶端的

2-3片于花期常为白色，呈花瓣状，十分美丽。花期4-6月，花序白色，长12-20厘米。果期7-8

月，果近球形，直径约3毫米，表面多疣状凸起。产于河北、山东、河南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

省，模式标本采自广州附近。喜湿耐阴，耐贫瘠，对土壤要求不严，凡塘边、沟边、溪边等浅水

处或低洼地均可生长。

[0003] 三白草全草药用，含挥发油、黄酮、木脂素、生物碱、鞣质等多种有益成分，具有抗

炎、去毒、降糖、保肝、利尿等活性，对治疗和预防糖尿病、尿路感染、尿路结石等有显著效

果。三白草具有抗肿瘤作用，且毒性较小，在癌症的预防及早期治疗也具有潜力。它还可作

为含有独特营养成分的野生蔬菜和观赏花卉，因而在医用、食用、观赏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开

发前景。

[0004] 目前，国内外对于三白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方面，关于三白

草栽培繁殖方面的研究几乎空白，仅在2000年江年琼老师发表文章“三白草的试种与开发

利用”对其地下茎的分株繁殖方法做了简要介绍，于春天挖取带芽地下茎,切成13-16cm长

的根段，按行株距30×20cm栽种，栽种时务必使芽向上，此方法要求地下茎有芽，且栽培时

间局限在春季；2001年发表文章“三白草的组织培养”说明了以三白草根茎、茎段和叶片为

外植体，MS附加不同激素组合为培养基，诱导愈伤组织和悬浮培养的实验方法，结果表明，

茎段的诱导效果优于根茎和叶片，其愈伤组织的诱导率最高达81％。目前还未有专门文献

研究三白草的种子繁殖，按常规播种繁殖效率较低。以上三种方法都有一定局限性，对材料

的选择、栽培时间和环境条件要求较高，不利于三白草的快速繁殖。市场上三白草的来源主

要是野生资源，人工大面积栽培甚少，很难大量买到苗木。人类开采以及生境破坏，导致三

白草野生资源大面积减少。传统的繁殖方式难以满足市场上不同季节对三白草苗木的需

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三白草在城市园林等景观工程上的应用。

[0005] 本研究发现，自然条件下三白草于花后1-2个月地上部分开始凋谢，叶片枯萎，地

上茎逐渐中空变黑最后干枯腐烂，等待来年春天继续萌发，此特性还未见专门的文字记载。

[0006] 三白草作为一种药食永源，兼具景观功能与经济价值的乡土植物，从多方面研究

其生长特性和栽培繁殖方式有利于三白草的市场推广和野生资源保护。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三白草相关栽培技术研究甚少，野生资源破坏严重，秋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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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枯死，药材市场供不应求，园林苗木市场尚未打开的现状，提供一种简单易行的利用三

白草地上茎繁殖苗木的方法。

[0008] 本发明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实现上述的目的：

[0009] 一种利用三白草地上茎快速繁殖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1)获取三白草地上茎，保留土壤表层与空气衔接处节最密集的茎段，截取地上茎

基部至基部以上25～30cm的茎段，去掉大部分或全部的叶子，获得插条；

[0011] (2)将插条水平横放在肥沃的水体或霍格兰营养液中，进行悬浮水培2～3周，获得

新枝；

[0012] (3)将获得的新枝直接栽培生长或者以水平横埋方式移栽入预先消毒处理的营养

土中进行栽培，获得幼苗；

[0013] (4)将获得的幼苗进行定植栽培。

[0014] 所述步骤(2)肥沃的水体可以为鱼塘水、猪场养殖废水或含有营养土的水体等，其

主要是含有三白草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的水体。

[0015] 所述步骤(3)的营养土为泥炭土：塘泥：沙按重量比为5:2:1的混合物。

[0016] 所述步骤(3)对营养土消毒处理具体为：用每25％瑞毒霉可湿性粉剂5g，兑水5kg，

混匀后喷洒营养土100kg，边喷边拌合均匀，堆积2h。

[0017] 所述步骤(3)水平横埋的覆土深度为2cm，栽培间距为10cm。

[0018] 所述步骤(3)栽培过程中每天傍晚浇一次水，保证水分充足，不要有积水，以防地

上茎在泥土中腐烂。

[0019] 所述步骤(4)将将获得的幼苗进行定植栽培是待幼苗高25cm，根据新枝所在位置

将茎段分剪成2～3段，每段长7～10cm，用体积比1:1000稀释的多菌灵处理切口，然后移栽

于大田或种植袋中进行栽培、定植。

[0020] 所述的移栽于大田中栽培、定植，需选择水源充足，排灌方便的田块作为大田；在

大田耕整前一周，喷施一次广谱灭生性的除草剂；大田耕整时将大田厢面整平并开沟设厢，

厢面宽度为1.5～2m，厢与厢之间的沟宽为30～40cm、深为15～30cm；栽培间距为20～30cm，

覆土深度为8～10cm；刚移栽前一周，往厢面早晚各浇一次水，并向沟内注入水体，保证水深

为沟深的1/2；移栽一周后往田内注水，使沟内持水量与厢面持平，使大田水分和土壤湿度

与种植水稻相当即可。

[0021] 所述步骤(4)的移栽于种植袋中栽培、定植，可将种植袋四周扎孔，置于水池中，袋

内栽培基质高25cm，苗木覆土深度为8～10cm，水池水深为10cm；移栽前3天每天往种植袋内

浇一次水，移栽后每2～3天浇一次水补充蒸发量，保持水体深度在土壤高度的一半。

[0022] 本发明选择4～9月获取三白草的地上茎，其中，4月为三白草初花期，5～6月为盛

花期，7～9月为花谢后三白草还未严重枯萎阶段，以5～7月健壮的枝条效果最佳，因此，优

选5～7月获取三白草的地上茎为繁殖材料。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4] (1)本发明于4～9月，浅挖或拔起三白草地上茎，保留土壤表层与空气衔接处节最

密集的茎段，从近基部25～30cm处剪断，将地上茎基部至剪断处的地上茎作为插条，其有利

于侧芽和茎基部节处重新萌发新枝，且近基部节越密集的地方萌芽力越强；处于花期剪下

枝条可作为药用材料和鲜切花材料，花谢后剪切枝条有利于延长三白草的采收期和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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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所获取的三白草地上茎在水培环境中具有很强的萌发再生能力，出芽率达100％，新枝

生长速度快。

[0025] (2)本发明在三白草地上茎水培2-3周后，将发芽的枝条水平浅埋在营养土中，有

利于新芽进一步萌发、新枝基部光合作用和苗木后期移栽。

[0026] (3)本发明采用水平扦插方式栽培三白草地上茎，在发芽率、发芽数、以及新枝的

生长速度方面均显著的优于竖直扦插，每根试验枝条上芽的产量更高，长势更好，有利于三

白草生长和后期分株繁殖，用此方法繁殖苗木比常规竖直扦插效率提高至少3倍，有利于提

高苗木繁殖效率，降低栽培养护成本。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5月份三白草盛花期景观；

[0028] 图2为健壮的三白草地上茎(右)和枯萎中空的地上茎(左)；

[0029] 图3为实施例1中三白草枝条(插条)的初始生长状况；

[0030] 图4为实施例1中三白草枝条第5周的整体生长状况；

[0031] 图5为实施例1中三白草枝条第5周的局部生长状况；

[0032] 图6为实施例2中三白草苗刚移栽入大田的状况；

[0033] 图7为实施例2中三白草苗刚移栽入大田45天后的生长状况；

[0034] 图8为实施例4中水培后移入营养土(右高)和竖直扦插(左矮)对比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进一步说明，而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下列实施例中未

注明具体实验条件和方法，所采用的技术手段通常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常规手段。

[0036] 实施例1

[0037] 2018年5月1日，于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南塘村河岸边采集三白草。此时处于花期，

生长旺盛，拔取长势较为一致的三白草苗木，主茎粗度约1.5cm，取其基部25～30cm茎段(即

从地上茎基部至基部上25～30cm之间的茎段)，去掉所有叶片，保留底部节密集区段，以此

作为插条进行水培试验。试验用水为猪场养殖废水，盛装于蓝色水箱中，每箱用水60L，三白

草插条15根，横放于水面使其自由漂浮生长。试验时间为2018年5月2日-6月5日，共5周，每

周定期观察三白草的生长情况，包括发芽率(发芽枝条数/总枝条数)和苗高。地点为四会市

南塘村光照、通风良好的简易温室大棚，棚内夜平均气温25℃，日平均气温为33℃，平均日

照时间为13h。

[0038] 水培第一周，三白草地上茎的发芽率达70％，插条近基部的节出芽较快；第二周，

发芽率达100％，插条上所有节都发芽，叶片逐渐展开，平均苗高达4cm；第三周，叶片进一步

展开并长大，平均苗高为6.5cm；第四周，平均苗高为11cm；第5周，新枝生长十分旺盛，平均

苗高达到17cm，试验枝条长出大量新根且底部节密集处萌发出新的横走茎，生物量增长很

快。

[0039] 上述三白草枝条的初始生长状况见图3，第5周三白草枝条的整体生长状况见图4，

第5周三白草枝条的局部生长状况见图5。

[0040]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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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2018年8月1日，于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南塘村河岸边采集三白草。此时，三白草花

谢约1个月，顶端叶片出现轻微的枯黄现象，拔取长势较为一致的三白草，主茎粗约2cm，取

其近基部30cm左右茎段(即从地上茎基部至基部上30cm左右之间的茎段)，去掉所有叶片，

保留底部节密集区段，以此作为插条于傍晚移栽入试验田中(水平横放在水田中的水面

上)。试验地点为四会市南塘村，试验大田为水田，厢面宽度为1.5m，厢与厢之间的沟宽为

30cm、深20cm，按行株距40cm×30cm栽种，每行4枝，每厢25行，共2厢，覆土深度为8～10cm。

移栽前半天提前往试验田内注水，使土壤湿润便于枝条插入。移栽完成后往田内注水，使沟

内持水量与厢面持平，使大田水分、土壤湿度与种植水稻相当。试验时间为2018年8月1日-

10月15日，每15天观测一次三白草的生长情况，包括基部萌芽率(基部出芽枝条数/试验总

枝条数)、侧芽抽枝率(侧芽萌发的枝条数/试验总枝条数)、平均最长新枝长度(试验枝条的

最长新枝长度和/试验总枝条数)和平均最大叶面积(枝条的最大叶面积/试验总枝条数)。8

月1日-9月30日，试验田夜平均气温26℃，日平均气温为34℃；10月日平均气温29℃，夜平均

气温为19℃。8月份平均日照时长为13h，9月份平均日照时长为12.5h，10月份平均日照时间

为11.5h。

[0042] 8月16日，三白草插条从基部土地里萌发出新芽，基部萌芽率达50％，侧芽抽枝率

为70％，离切口最近处节最先长出新枝，平均最长新枝长度为5cm，平均最大叶面积为9cm2；

8月30日暴雨，于9月1日天晴之后观测，地上茎枝条的扦插存活率为100％，基部萌芽率为

100％，且生长迅速，侧芽抽枝率为100％，平均最长新枝长度为9cm，平均最大叶面积为

15cm2；9月16日台风带来暴雨，天晴后于9月18日观测，平均最长新枝长度为15cm，平均最大

叶面积为25cm2；10月3日，平均最长新枝长度为22cm，平均最大叶面积为30cm2。10月15日，平

均最长新枝长度为30cm，且90％枝条的最长新枝为基部萌发出来的枝条，平均最大叶面积

为42cm2。

[0043] 上述三白草苗刚移栽入大田的状况见图6，三白草苗移栽入大田45天后的生长状

况见图7。

[0044] 实施例3

[0045] 2018年8月15日，于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南塘村河岸边采集三白草地上茎。此时，

三白草花谢1个半月左右，茎顶端叶片轻微枯黄，选择粗度约1cm比较细嫩的地上茎，截取其

基部25cm左右长度茎段(即从地上茎基部至基部上25cm左右之间的茎段)，去掉所有叶片，

保留基部节较密集茎段，以此作为插条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温室大棚内进行栽培试

验。试验时间为2018年8月15日-9月12日，共4周，每周定期观察三白草的生长情况，包括发

芽率(发芽枝条数/总枝条数)、平均发芽数(芽数量总和/总枝条数)、平均叶片数(叶数量总

和/总枝条数)和平均最长新枝长度(观测枝条的最长新枝长度总和/总枝条数)。8月日平均

气温为33℃，夜平均气温为26℃，平均日照时长为13h。

[0046] 将泥炭土：塘泥：沙按照重量比5:2:1的比例混匀，置于直径为40cm，高30cm的种植

袋中，栽培基质深约25cm。将试验所用插条水平横放在栽培基质上，每盆3根，共10盆；将种

植袋浸泡在水中，水没过土壤表层1cm左右。

[0047] 第1周三白草地上茎枝条发芽率为100％，平均发芽数为3，平均叶片数为0；第2周

平均发芽数为4，平均叶片数为10，平均最大叶面积为5cm2，平均最长茎长为4cm；第3周平均

发芽数为4，平均叶片数为15片，平均最大叶面积为14cm2，平均最长茎长为7cm；第4周，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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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芽数为4个，平均叶片数为18片，平均最大叶面积为30cm2，平均最长茎长为12cm。

[0048] 实施例4

[0049] 2018年9月10日，于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南塘村河岸边采集三白草地上茎，粗度约

2cm，茎顶端叶片80％已严重枯黄，枝条1/2以下高度茎、叶整体还很健壮，属于老粗型地上

茎。截取其基部25～30cm左右长度茎段(即从地上茎基部至基部上25～30cm左右之间的茎

段)，去掉所有叶片，保留基部节较密集茎段，以此作为插条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温室

大棚内进行栽培试验。试验时间为2018年9月10日-10月8日，共4周，每周定期观察三白草的

生长情况，包括发芽率(发芽枝条数/总枝条数)、平均发芽数(发芽总数/总枝条数)、平均叶

片数(叶片总数/总枝条数)、平均最大叶片面积(每根插条上最大叶面积之和/总枝条数)和

平均最长新枝长度(每根插条上最长新枝长度之和/总枝条数)。9月日平均气温为33℃，夜

平均气温为25℃，平均日照时长为13h。

[0050] 将试验所用茎段(插条)横泡在下部有营养土(泥炭土：塘泥：沙＝5:2:1m/m)的水

体中，每盆3根，共5盆。第一周，漂浮在水面的三白草茎节出长出新芽，发芽率近50％，还无

叶片展开；第二周，试验枝条的存活率达100％，发芽率达100％，平均发芽数为3.3个，叶平

均数为6片，平均最大叶面积为10cm2，平均最长茎(新枝)达4cm。此时，将其移入营养土(泥

炭土：塘泥：沙＝5:2:1m/m)中继续培养，营养土的消毒方式为：用25％瑞毒霉可湿性粉剂

5g，加水5kg，混匀后喷洒营养土100kg，边喷边拌合均匀，堆积2h后，即可进行移栽，栽培方

式为水平横埋，覆土深度约2cm，栽培间距约10cm；每天傍晚浇一次水，保证水分充足，不要

有积水；第4周，平均发芽数为3.8个，平均叶片数为11片，平均最大叶面积为40cm2，平均最

长茎达18cm。待苗高25cm左右，移苗定植。根据新枝所在位置将茎断分成2-3段，每段长7～

10cm，切口离新枝不要太近，用体积比1:1000水稀释的多菌灵处理切口，避免伤口感染。将

新苗移入种植袋内栽培，种植袋四周扎孔，置于水池中，袋内栽培基质(泥炭土：塘泥：沙＝

5:2:1m/m)高25cm，苗木覆土深度为8～10cm，水池水深约10cm。移栽前3天每天往种植袋内

浇一次水，移栽后每2～3天浇一次水补充蒸发量，保持水体深度在土壤高度的一半左右。

[0051] 三白草水培后移入营养土的生长状况和竖直扦插的生长状况的对比效果见图8。

[0052] 对比例1

[0053] 2018年8月25日，于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南塘村河岸边采集三白草，此时花已凋

谢，顶端叶片部分已明显枯黄，拔取主茎健壮的三白草苗木，粗度约1.5cm，取其基部25～

30cm茎段(即从地上茎基部至基部上25～30cm之间的茎段)，去掉所有叶片，保留底部节密

集区段，进行水培试验。试验用水为猪场养殖废水，盛装于蓝色水箱中，每箱用水60L，三白

草枝条15根，横放于水面使其自由漂浮生长。试验时间为2018年8月26日-10月1日，共5周，

每周定期观察三白草的生长情况，包括发芽率(发芽枝条数/总枝条数)和苗高。地点为四会

市南塘村光照、通风良好的简易温室大棚，棚内夜平均气温26℃，日平均气温为34℃，平均

日照时间为13h。

[0054] 第一周，三白草地上茎的发芽率达40％，近基部的节出芽较快；第二周，发芽率达

100％，每根枝条上70％的节有芽，部分叶片展开，平均苗高为3.5cm；第三周，叶片进一步展

开并长大，平均苗高为6cm；第四周，平均苗高为10cm；第5周，新枝生长十分旺盛，苗高达到

15cm，试验枝条长出大量新根且底部节密集处萌发出新的横走茎，生物量增长很快。

[0055] 对比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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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2018年8月1日，于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南塘村河岸边拉取3个1.5m×1m三白草样

地进行野外观测。此时，三白草花谢约1个月，顶端叶片出现轻微的枯黄现象。试验时间为

2018年8月1日-10月15日，每15天观测一次三白草在野外的生长状况，包括基部萌芽率(基

部出芽枝条数/试验总枝条数)、侧芽抽枝率(侧芽萌发的枝条数/试验总枝条数)、平均最长

新枝长度(试验枝条的最长新枝长度和/试验总枝条数)和平均最大叶面积(枝条的最大叶

面积/试验总枝条数)。8月1日-9月30日，野外夜平均气温26℃，日平均气温为34℃；10月日

平均气温29℃，夜平均气温为19℃。8月份平均日照时长为13h，9月份平均日照时长为

12.5h，10月份平均日照时间为11.5h。

[0057] 选取样地内1/2面积的三白草，从近基部30cm左右高度剪断，从中随机选择10棵作

为观测对象，挂上标签牌，每15天观测一次三白草在野外的生长状况。8月16日部分枝条基

部从土地里萌发出新芽，基部萌芽率达30％，侧芽抽枝率为70％，离切口最近处节最先长出

新枝，平均最长新枝长度为3cm，平均最大叶面积为6cm2；8月30日暴雨，三白草样地被水淹

没，整个植株完全浸泡在水里2天，于9月1日水退却之后观测，基部萌芽率为50％，侧芽抽枝

率为80％，平均最长新枝长度为5cm，平均最大叶面积为10cm2；9月16日台风带来暴雨，三白

草样地再次被淹，于9月18日水退却后观测，三白草枝条的存活率为100％，基部萌芽率为

60％，侧芽抽枝率为100％，平均最长新枝长度为10cm，平均最大叶面积为18cm2；10月3日，

平均最长新枝长度为14cm，平均最大叶面积为30cm2。10月15日，平均最长新枝长度为20cm，

且70％为侧枝萌发平均最大叶面积为38cm2。

[0058] 选取样地内1/2面积的三白草不做任何处理，从中随机选择10棵作为观测对象，挂

上标签牌，每15天观测一次三白草在野外的生长状况。8月16日，样地内枝条基部土地里几

乎无新芽萌发，茎顶端叶片轻微枯黄；8月30日暴雨，三白草样地被水淹没，整个植株完全浸

泡在水里2天，于9月1日水退却之后观测，茎顶端叶片80％已明显枯黄，部分已落，枝条1/2

以下高度部分茎、叶整体还很健壮；9月16日台风带来暴雨，三白草样地再次被淹，于9月18

日水退却后观测，茎顶端叶片90％枯落，枝条1/3以下高度部分茎、叶整体还较健壮；10月3

日，叶片全部凋落，90％茎已中空变黑；10月15日，三白草倒伏在地，整个植株腐烂死亡，三

白草地上茎的存活率为0。

[0059] 对比例3

[0060] 2018年8月15日，于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南塘村河岸边采集三白草枝条(地上茎)。

此时，三白草花谢1个半月左右，茎顶端叶片轻微枯黄，选择粗度约1cm比较细嫩的枝条(地

上茎)，截取近基部25cm左右长度茎段(即从地上茎基部至基部上25cm之间的茎段)，去掉所

有叶片，保留基部节较密集区段，作为插条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温室大棚内进行栽培

试验。试验时间为2018年8月15日-9月12日，共4周，每周定期观察三白草的生长情况，包括

发芽率(发芽枝条数/总枝条数)、平均发芽数(芽数量总和/总枝条数)、平均叶片数(叶数量

总和/总枝条数)和平均最长新枝长度(观测枝条的最长新枝长度总和/总枝条数)。8月日平

均气温为33℃，夜平均气温为26℃，平均日照时长为13h。

[0061] 将泥炭土：塘泥：沙按照重量比5:2:1的比例混匀，置于直径为40cm，高30cm的种植

袋中，土深为25cm。将试验所用枝条(插条)竖直扦插在栽培基质中，扦插深度为枝长的1/3，

每盆3根，共10盆；将种植袋浸泡在水中，水没过土壤表层1cm左右。

[0062] 第1周发芽率为75％，平均发芽数为1，平均叶片数为0；第2周发芽率为100％，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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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芽数为2，平均叶片数为4，平均最大叶面积为4cm2，平均最长茎长为3cm；第3周平均发芽

数为2，平均叶片数为6片，平均最大叶面积为12cm2，平均最长茎长为6cm；第4周，平均发芽

数为3个，平均叶片数为15片，平均最大叶面积为30cm2，平均最长茎长为10cm。

[0063] 对比例4

[0064] 2018年9月10日，于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南塘村河岸边采集三白草枝条(地上茎)，

粗度约2cm，茎顶端叶片80％已严重枯黄，枝条1/2以下高度部分茎、叶整体还很健壮，属于

老粗型枝条。截取其基部25～30cm长度茎段(即从地上茎基部至基部上25～30cm之间的茎

段)，去掉所有叶片，保留土壤表层节较密集茎段，作为插条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温室

大棚内进行栽培试验。试验时间为2018年9月10日-10月8日，共4周，每周定期观察三白草的

生长情况，包括发芽率(发芽枝条数/总枝条数)、平均发芽数(发芽总数/总枝条数)、平均叶

片数(叶片总数/总枝条数)、平均最大叶片面积(每根插条上最大叶面积之和/总枝条数)和

平均最长新枝长度(每根插条上最长新枝长度之和/总枝条数)。9月日平均气温为33℃，夜

平均气温为25℃，平均日照时长为13h。

[0065] 将试验所用枝条(插条)横泡在下部有营养土(泥炭土：塘泥：沙＝5:2:1m/m)的水

体中，每盆3根，共5盆。第一周，漂浮在水面的三白草茎节出长出新芽，发芽率近50％，还无

叶片展开；第二周，发芽率达100％，枝条存活率达100％，平均发芽数为3.3个，叶平均数为6

片，平均最大叶面积为10cm2，平均最长茎达4cm；第4周，平均发芽数为3.5个，平均叶片数为

7片，平均最大叶面积为15cm2，平均最长茎达10cm。

[0066] 将试验所用枝条(插条)竖直扦插在营养土(泥炭土：塘泥：沙＝5:2:1m/m)中，每盆

3根，共5盆。扦插深度为枝长的1/3，栽培距离为10cm，每天傍晚浇一次水，保持水分充足。第

一周发芽率为0；第二周，发芽率为70％，平均发芽数为1个，平均叶片数为1片，平均最大叶

面积为1.5cm2，平均最长茎达1cm；第4周，发芽率为90％，平均发芽数为1.5个，平均叶片数

为2片，平均最大叶面积为6cm2。

[0067] 由上述实施例1和对比例1可以看出，三白草无论是旺盛生长时期(5月-7月)还是

苗木枯萎期(8月-9月)，其地上茎基部(茎未中空)在水培环境下都具有很强的萌发再生能

力，水培两周，出芽率均可达100％，但5-7月生长旺盛的枝条发芽更快，新枝的生长速度更

快。

[0068] 由上述实施例2和对比例2可以看出，在三白草地上茎还较健壮时，从近基部30cm

左右将主茎剪断，能够促进侧芽萌发形成新枝，延长三白草的观赏期和采收期；且将三白草

由野生移栽入试验田中时，切断与地下横走茎的联系能促进三白草地上茎基部节密集处萌

发新芽，从地里长出新枝；埋在土壤基部的新芽比露在空气中的侧芽萌发慢，但芽一旦长出

生长迅速。

[0069] 由上述实施例3和对比例3可以看出，三白草耐水淹且枝条水平扦插比竖直扦插发

芽率更快，每根试验枝条上芽的产量更高，长势更好，用此方法有利于提高苗木繁殖效率，

降低栽培养护成本。

[0070] 由上述实施例4和对比例4可以看出，水培三白草在发芽率、发芽数、以及新枝的生

长速度各方面都显著优于竖直扦插；将三白草枝条水培到6～10cm移栽入营养土中，水平浅

埋有利于三白草生长和后期分株繁殖。此种方法繁殖苗木比常规竖直扦插效率提高至少3

倍，特别是在三白草苗枯萎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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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以上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的是，上述优选实施方式不应视为对

本发明的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为准。对于本技术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

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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