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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组培苗生根培养和炼苗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杉木组培苗生根培养和炼

苗的方法，该方法包括选择组培芽苗、生根接种、

生根培养、生根加封盖炼苗以及开盖炼苗的步

骤。该方法将生根与炼苗相结合，在培养室内短

期生根培养后，进行生根加封盖、开盖炼苗培养，

使组培苗一边生根一边炼苗。该方法可以显著缩

短杉木组培苗生根和炼苗的时间，从而使育苗周

期比传统方法显著缩短、根长适宜、育苗成效明

显提高，并通过自然控温控光技术节能节支，可

有效解决现有的杉木组培苗生产过程中高成本、

低移栽成活率的问题，有助于杉木优良无性系育

苗基地的建立，为林业生产提供优质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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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杉木组培苗生根培养和炼苗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选择组培芽苗：在进行增殖培养的杉木组培芽苗中选择长度超过3cm的组培芽苗作

为生根培养的材料；

(2)生根接种：剪取所述组培芽苗的顶梢往下长2.5cm～3.0cm的部分，插入装有生根培

养基的培养瓶中，加盖密封；

(3)生根培养：将接种好的组培芽苗进行生根培养，培养温度为25±5℃，相对湿度为

50％～60％，暗培养3～5天后再进行光培养15～20天，光培养的光照强度为1500Lx～

3000Lx，光照时间为每天12h～16h；

(4)生根加封盖炼苗：单层摆放经过步骤(3)生根培养后的苗木，使每瓶苗木都有自然

光照射，进行封盖炼苗10～15天，使苗木一边生根一边炼苗，封盖炼苗的温度为20～35℃；

(5)开盖炼苗：封盖炼苗使苗木的根系长到长度为0.5cm～1.0cm时，打开培养瓶的盖

子，向培养瓶中注水至水面高度超过培养基表面0.5cm～1.0cm，进行开盖炼苗2～5天，开盖

炼苗的温度为20～35℃，光照条件为自然光照；

所述生根培养基为含有0.5～0.8mg/L萘乙酸、0.1～0.2mg/L吲哚丁酸、24～26g/L蔗糖

和6～8g/L琼脂的1/2MS培养基；

所述封盖炼苗和开盖炼苗均在塑料大棚内或者玻璃房内进行；

当炼苗时间为9～11月时，加盖70％～75％的遮光网，并打开门窗使空气对流，将炼苗

温度控制在30±5℃之间；当炼苗时间为12月～翌年2月时，去除遮光网，并关闭门窗，将炼

苗温度控制在25±5℃之间；

还包括出苗移栽的步骤：将开盖炼苗后的生根苗木，从培养瓶中取出，清洗干净苗木基

部的培养基后于当天进行移栽；移栽的基质为黄心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杉木组培苗生根培养和炼苗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

述生根接种的时间为8月～翌年2月。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杉木组培苗生根培养和炼苗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培

养瓶的容积为220～260mL、高为85～95mm、口径为60～64mm，每个培养瓶中接种组培芽苗12

～15株。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杉木组培苗生根培养和炼苗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

根培养在无菌培养室中进行，每天用紫外灯对无菌培养室消毒2～3次，每次25～35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杉木组培苗生根培养和炼苗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开

盖练苗步骤中，打开培养瓶盖子的时间为下午4:00以后。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杉木组培苗生根培养和炼苗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晴天移栽的

时间为下午4：00以后，阴雨天移栽的时间为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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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组培苗生根培养和炼苗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杉木组培苗生根培养和炼苗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是杉科(Taxodiaceae)，杉木属常绿乔木树种，

生长快、材质好，是我国南方重要的速生商品用材树种之一。植物组织培养是快速繁殖植物

新品种的重要方法，在保持品种优良遗传特性的同时，可在短期内大量繁育优质苗木供生

产应用，极大促进了工业用材林的良种化进程。我国杉木组织培养研究近十年发展迅速，已

在福建、广东等地建立杉木组培生产线，但现有技术普遍存在生产成本高、育苗成效低等问

题，尚未有高效经济的组织培养方法作支撑建立优质苗木生产基地，加上现有种子园产量

不足，导致杉木人工林良种苗木供不应求，生产用种遗传品质良莠不齐，如何经济、快速繁

育新一代良种迫在眉睫。单纯依靠杉木现有的组培苗生根和炼苗技术进行苗木繁育周期

长、移栽成活率低，未见相关的缩短杉木组培苗生根和炼苗时间的方法报道。

发明内容

[0003] 基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杉木组培苗生根培养和炼苗的方法，该方法可以缩短

杉木组培苗生根和炼苗的时间，缩短苗木繁育周期，且可以提高苗木的移栽成活率。

[0004] 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杉木组培苗生根培养和炼苗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选择组培芽苗：在进行增殖培养的杉木组培芽苗中选择长度超过3cm的组培芽

苗作为生根培养的材料；

[0007] (2)生根接种：剪取所述组培芽苗的顶梢往下长2.5cm～3.0cm的部分，插入装有生

根培养基的培养瓶中，加盖密封；

[0008] (3)生根培养：将接种好的组培芽苗进行生根培养，培养温度为25±5℃，相对湿度

为50％～60％，暗培养3～5天后再进行光培养15～20天，光培养的光照强度为1500Lx～

3000Lx，光照时间为每天12h～16h；

[0009] (4)生根加封盖炼苗：单层摆放经过步骤(3)生根培养后的苗木，使每瓶苗木都有

自然光照射，进行封盖炼苗10～15天，使苗木一边生根一边炼苗，封盖炼苗的温度为20～35

℃；

[0010] (5)开盖炼苗：封盖炼苗使苗木的根系长到长度为0.5cm～1.0cm时，打开培养瓶的

盖子，向培养瓶中注水至水面高度超过培养基表面0.5cm～1.0cm，进行开盖炼苗2～5天，开

盖炼苗的温度为20～35℃，光照条件为自然光照。

[0011]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步骤(2)所述生根接种的时间为8月～翌年2月。

[0012]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生根培养基为含有0.5～0.8mg/L萘乙酸、0.1～0.2mg/

L吲哚丁酸、24～26g/L蔗糖和6～8g/L琼脂的1/2MS培养基。

[0013]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培养瓶的容积为220～260mL、高为85～95mm、口径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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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mm，每个培养瓶中接种组培芽苗12～15株。

[0014]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生根培养在无菌培养室中进行，每天用紫外灯对无菌

培养室消毒2～3次，每次25～35min。

[0015]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封盖炼苗和开盖炼苗均在塑料大棚内或者玻璃房内进

行。

[0016]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当炼苗时间为9～11月时，加盖70％～75％的遮光网，并打

开门窗使空气对流，将炼苗温度控制在30±5℃之间；当炼苗时间为12月～次年2月时，去除

遮光网，并关闭门窗，将炼苗温度控制在25±5℃之间。

[0017]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开盖练苗步骤中，打开培养瓶盖子的时间为下午4:00

以后。

[0018]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杉木组培苗生根培养和炼苗的方法还包括出苗移栽的

步骤：将开盖炼苗后的生根苗木，从培养瓶中取出，清洗干净苗木基部的培养基后于当天进

行移栽；移栽的基质为黄心土。

[0019]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晴天移栽的时间为下午4：00以后，阴雨天移栽的时间为全

天。

[0020] 本发明的杉木组培苗生根培养和炼苗的方法具有以下优点和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的发明人通过大量实验研究确定了一种杉木组培苗生根培养和炼苗的方

法，该方法操作比较简单，将生根与炼苗相结合，先进行短期生根培养待苗木基部已形成肿

胀的愈伤组织或刚刚冒出小白点样的根系时，即进行生根加封盖炼苗培养，使组培苗一边

生根一边炼苗；生根培养时暗培养与光培养相结合，炼苗时封盖炼苗与开盖炼苗相结合；且

进一步合理控制生根培养与炼苗步骤中的各参数，使该方法可以显著缩短杉木组培苗生根

和炼苗的时间，从而使育苗周期比传统方法显著缩短、育苗成效明显提高，可有效解决现有

的杉木组培苗生产过程中高成本、低移栽成活率的问题，有助于杉木优良无性系育苗基地

的建立，为林业生产提供优质苗木。

[0022] 另外，该方法对炼苗环境采用了自然控温控光措施，即利用自然光照和空气湿度，

单层摆放苗木，使每瓶苗木都有均匀自然光照射，在塑料大棚顶上加盖75％的遮光网，并打

开门窗保持空气对流从而控制温度，相比较现有采用空调和灯光控温控光而言，更加节能

节支、绿色环保。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杉木组培苗生根培养和炼苗的方法进行进一步

详细的说明。

[0024] 实施例1

[0025] 在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培育6个杉木无性系，生根苗木总计6千株，炼苗后移栽

苗木5千株。本实施例采用的杉木组培苗生根培养和炼苗的方法具体如下：

[0026] (1)选择用于生根培养的组培芽苗：2015年9月15日，在进行增殖培养的杉木组培

芽苗中，选择生长健壮、叶色浓绿、长度超过3cm的芽苗进行生根培养；

[0027] (2)生根接种：在超净工作台上，剪取用于生根培养的组培芽苗的顶梢往下长

2.5cm～3.0cm的部分，及时插入已备好生根培养基的玻璃培养瓶中，每瓶接种苗木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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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加盖塑料密封盖，培养瓶的容积为240mL、高为90mm、口径为62mm。生根培养基的组成为

1/2MS+0.5～0.8mg/L萘乙酸(NAA)+0.1～0.2mg/L吲哚丁酸(IBA)+25g/L蔗糖+7g/L琼脂；

[0028] (3)生根培养：2015年9月17日，把接种好组培芽苗的培养瓶放入无菌培养室中进

行生根培养，培养室温度控制在25±2℃，相对湿度控制在50％～60％，保持室内环境清洁，

并在每天中午和晚上工作人员下班后分别打开紫外灯无菌对培养室消毒30min；首先对组

培芽苗进行5天的暗培养，然后于2015年9月22日开始进行为期15天的光培养，光培养的光

照强度为3000Lx，光照时间为每天16h，当苗木基部已形成肿胀的愈伤组织或刚刚冒出小白

点样的根系时，即可进行生根加封盖炼苗培养；

[0029] (4)生根加封盖炼苗：2015年10月7日，把生根培养后的苗木从无菌培养室搬到塑

料大棚内进行生根加封盖炼苗处理，采用自然光照和空气湿度，单层摆放苗木，使每瓶苗木

都有自然光照射；为防止棚内温度过高，在塑料大棚顶上加盖75％的遮光网，并打开门窗保

持空气对流，温度控制在(30±5)℃；

[0030] (5)开盖炼苗：2015年10月27日，苗木根系长0.5cm～1.0cm时，于下午4:00后，打开

培养瓶的盖子，注入自来水，水面超过培养基表面0.5cm～1.0cm，进行开盖炼苗，开盖炼苗

的温度与湿度控制同步骤(4)；

[0031] (6)出苗移栽：2015年10月30日，阴天，把开盖炼苗后的生根苗木从培养瓶中取出，

清洗干净苗木基部的培养基后进行移栽，移栽基质为黄心土，平均移栽成活率为82％。本实

施例的生根炼苗情况及其效果详见表1。

[0032] 对比例1

[0033] 以无性系号C7为例，本对比例采用的传统生根和炼苗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4] (1)在进行增殖培养的杉木无性系组培芽苗中，选择生长健壮、叶色浓绿、长度超

过3cm的芽苗进行生根培养；

[0035] (2)同实施例1中的步骤(2)；

[0036] (3)把接种好组培芽苗的培养瓶放入无菌培养室中进行生根培养，培养室温度控

制在25±2℃，相对湿度控制在50％～60％，首先对生根苗进行5天的暗培养，然后进行为期

30天的光培养，光照强度3000Lx，光照时间每天16h，当苗木根系长0.5cm以上时，即可进行

炼苗；

[0037] (4)把已生根的苗木从无菌培养室搬到塑料大棚内封盖炼苗15天，苗木根系长

1.5cm以上；

[0038] (5)于晴天下午4:00后或阴天，把炼苗后的生根苗木从培养瓶中取出，清洗干净苗

木基部的培养基后进行移栽，移栽基质为黄心土，平均移栽成活率50％。本对比例的生根炼

苗情况详见表1。

[0039] 表1杉木组培苗生根培养和炼苗的方法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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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0041] 自2010年起，发明人进行了大规模杉木无性系组培苗试验研究，6年总计繁育无性

系10个，组培瓶苗近150万株，生根苗木约10万株，平均生根率89％，移栽成活苗木不足5万

株，平均移栽成活率小于50％，苗木生根时间为25～45天，炼苗时间为15～20天，生根加炼

苗流程耗时总计40～65天，繁育成本约2.0元/株。最终研究出本实施例的组培苗生根培养

和炼苗的方法，培育杉木组培生根苗近3万株，平均生根率92％，移栽成活率提高至82％，生

根加炼苗流程缩短至30～45天，育苗成本降至约1.5元/株。本方法除缩短培育周期外，对炼

苗环境采用了自然控温控光措施，即利用自然光照和空气湿度，单层摆放苗木，使每瓶苗木

都有均匀自然光照射，在塑料大棚顶上加盖75％的遮光网，并打开门窗保持空气对流从而

控制温度，相比较现有采用空调和灯光控温控光而言，更加节能节支、绿色环保。将该方法

应用于杉木优良无性系组培生产线中，为杉木优质苗木的生产和推广应用奠定了良好基

础。

[0042]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43]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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