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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浙闽两省结合处，东

经118°41′～ 120°26′，北纬27°25′～ 28°

57′，东南与温州市接壤，西南与福建省宁德市、南

平市毗邻，西北与衢州市相接，北部与金华市交界，

东北与台州市相连。境内有浙江九龙山国家自然保

护区、浙江凤阳山-百山祖国家自然保护区和景宁望

东垟高山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优越，山清

水秀，风光旖旎，被誉为“浙南林海”、“中国生态第一

市”，中药材资源非常丰富。

1 植被和药用资源分布

原生植被绝大多数已经消失，代之以次生植被

为主，在边远山区尚有小部分半原生状态自然植被。

主要有针叶林、针叶阔叶混交林、常绿阔叶林、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落叶林、山地矮林、山地灌草

丛、竹林，以针叶林木面积最大。地带性略有差别，

西南部以栲类林、细柄蕈林为典型；东北部以苦槠林

为典型；木荷、马尾松为最常见植物群落，分布于中

低山区。因海拔高度不同和气候、水分的差异，表现

为明显的垂直地带性分布：

海拔800米以下，为暖性针叶林、栲槠林带。常

绿阔叶林以甜槠林、拷类林、樟楠林和细蕈树林为代

表；针叶林以马尾松面积最大，也有不少杉木、毛竹、

油茶等人工林。主要野生药用资源有槲蕨、海金沙、

井栏边草、鱼腥草、山蒟、木防已、野山楂、多花黄精、

宜昌细辛、苍耳、益母草、香茶菜、前胡、轮叶沙参、莎

草、天南星、野菊花、千里光、爵床、半夏、忍冬、紫花

地丁、白花败酱、草菇、羊肚菌、灵芝、灰树花、牛舌

菌、硫黄菌、金针菇等等品种；畲药资源主要有胎生

狗脊蕨、条叶榕、全叶榕、小槐花、丁香蓼、异叶茴芹、

硕苞蔷薇、柳叶蜡梅、算盘子、毛冬青、天胡荽、白英、

白马骨等品种；栽培药用资源主要有白术、白芍、延

胡索、凹叶厚朴、温郁金、太子参、吴茱萸、薏苡、甘

菊、灵芝、铁皮石斛、玄参等品种。

海拔800 ～ 1200米，为温性针叶林、甜槠、木荷

林带。常绿阔叶林以甜槠、木荷林分布最广，青冈

林、贵州青冈林次之；针叶林以黄山松林，黄山松阔

叶树混交林面积最大，柳杉、杉木多为人工林，马尾

松、毛竹林也有分布。常绿阔叶林以甜榜、木荷林、

黄山松阔叶树混交林面积最大，柳杉、杉木多为人工

林，马尾松、毛竹林也有分布。主要野生药用资源有

凹叶厚朴、黄山木兰、狭叶重楼、肺形草、龙胆草、簇

花龙胆、斑叶兰、黄花败酱、草乌、紫花前胡、隔山香、

木蹄层孔菌、缘盖等牛肝菌；畲药资源主要有东风

菜、肺筋草、长梗黄精、虎杖、南五味子等；主要栽培

药用资源有厚朴、茯苓等。

海拔1200 ～ 1700米，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针阔叶混交林带。青冈类常绿落叶树混交林，亮叶

水青冈常绿阔叶树混交林最常见；针叶阔叶混交林

面积占很大比例，主要是黄山松阔叶混交林。药用

资源主要有华细辛、延龄草、鹿蹄草、支持蓼、太子

参、萱草、吴茱萸五加、多花勾儿茶、三叶木通、紫萼、

六角莲、阔叶十大功劳、粗皮马勃、分马勃等品种。

海拔1700米以上，为山林灌、草丛带。以灌丛为

主，也有部分矮林，主要有波绿红果树垫状、岩桧、波

绿冬青、华山矾、华箬竹、胡枝子、茅栗灌丛、芒、野古

浙江丽水药用资源概述

程文亮 华金渭

（丽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浙江 丽水 323000）

作者简介：程文亮（1968-），男，浙江松阳人，研究员，从事中药材资源保护利用研究。联系电话：0578-202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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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灌草丛、云锦杜鹃、猴头杜鹃矮林等，黄山松也有

分布，但生长矮化。药用资源较少，主要有淡红忍

冬、三桠乌药、光皮桦、华东山柳等。

2 中药材资源种类

丽水市农科院和丽水市药检所等单位2007 ～

2014年长达8年调查，表明丽水有药用菌类42科95

属209种，藻类植物1科1种，地衣、苔藓植物14科16

属18种2亚种，蕨类植物38科70属165种3变种1变

型，祼子植物8科17属22种1变种，被子植物154科

792属1641种15亚种96变种17变型14变异，动物

类123科249种，矿物类11种，其它类13种，共计有

药用资源种类2478种。由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出版

了263万字的《浙江丽水药物志》专著，收载了2344

种药材资源，系统介绍了中文名（别名、地方习用名

或畲药名）、拉丁学名、药用部位、生态环境（生长环

境）、采收季节（捕捉季节）、药材性状、分布、性味、功

效、主治、用法用量、注意等项，大部分种类附墨线

图，有很好的科普性和实用性，对天然药物的研究和

合理开发利用、推动丽水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振兴丽

水经济有着积极作用。

表1 丽水中药资源

药材类别

藻类

菌类

地衣苔藓

蕨类

裸子植物类

被子植物

动物类

矿物类

其它类

科

1

42

14

38

8

154

124

属

1

95

17

70

17

792

种

1

209

18

165

22

1641

249

11

13

亚种

2

15

变种

3

1

96

变异（型）

1

31

3 丽水中药材资源在法定标准中收载

品种

收入国家和省法定标准的共有643个品种。收

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的有419个品种。

4 重点保护药材

丽水地区药材品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名录（第一批）一级保护种类有银杏、红豆杉、南方红

豆杉、伯乐树、莼菜5种。列入二级保护种类有福建

柏、榧树、连香树、香果树、鹅掌揪、厚朴、凹叶厚朴、

樟树、花榈木、野荞麦、野菱、榉树、红豆树13种。

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二批）一级

保护种类有建兰、蕙兰、多花兰、春兰、寒兰、铁皮石

斛、细茎石斛等7种。列入二级保护种类有蛇足石

杉、短萼黄连、牡丹、八角莲、软枣猕猴桃、中华猕猴

桃、毛花猕猴桃、小叶猕猴桃、大籽猕猴桃、黑蕊猕猴

桃、对萼猕猴桃、马蔺、明党参、华重楼（七叶一枝

花）、龙萆薢、无柱兰、大花无柱兰、花叶开唇兰、竹叶

兰、白及、广东石豆兰、齿瓣石豆兰、虾脊兰、钩距虾

脊兰、金兰、天麻、大花斑叶兰、斑叶兰、绒叶斑叶兰、

鹅毛玉凤兰、叉唇角盘兰、见血清、香花羊耳兰、长唇

羊耳兰、三叶兜被兰、细叶石仙桃、舌唇兰、小石唇

兰、独蒜兰、朱兰、短茎萼脊兰、苞舌兰、绶草、小花蜻

蜓兰43种。

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云豹、梅花鹿、鼋3

种。二级保护动物有大鲵、鸳鸯、苍鹰、鸢、白腹山

雕、白鹇、雕鸮、红号鸮、猕猴、短尾猴、穿山甲、豺、水

獭、大灵猫、小灵猫、斑头鸺鹠、苏门羚、斑羚18种。

列入浙江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第一批）种类有

30个科44种，分别是：石杉科千层塔，松叶蕨科松叶

（下转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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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夏季绿茶苦涩味的方法初探

邵静娜1 何卫中1 叶建军2* 吴玉平2

（1.丽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浙江 丽水 323000；2.丽水市农业局，浙江 丽水 323000）

摘 要：夏季绿茶在一年三季生产中品质较差，茶叶滋味苦涩，这是目前茶叶产区夏茶大部分停产的主要原因。为了提高

茶叶生产效益，寻找提高夏茶品质的有效措施。本文分析了形成夏茶苦涩味品质的主要成因，通过总结现有研究成果，探讨出

一系列降低夏季绿茶苦涩味的方法，用以改善夏茶品质，提高茶叶经济效益。

关键词：夏茶；苦涩味；措施

基金项目：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专项(CARS-23)；丽水市行业科技创新平台项目（2015KCPT02）

第一作者：邵静娜（1986-），女，河南安阳人，实习研究员，从事茶叶加工方面的研究。联系电话：18857809460。

通讯作者：叶建军（1973-），男，浙江云和人，农艺师，从事茶叶及农村经营管理方面的研究。

Introductory research on reduction of the bitterness of green tea

plucked in summer

SHAO Jingna1, HE Weizhong1,YE Jianjun2*,WU Yuping2

(1.Lishui Agricultural Sciences, Lishui, Zhejiang 323000, China;

2. Agricultural Bureau of Lishui, Lishui, Zhejiang 323000, China)

Abstract：summer tea production runs from late spring to fall.comparatively, the summer green tea quality

was lower than that of spring green tea and autumn green tea. The taste of summer green tea is bitter and astrin-

gent, this is also the primary reason that summer tea production was stopped in most Green tea production area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main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of summer tea bitter taste quality.Through summarized the re-

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methods of reducing the bitterness of green tea plucked in summer were offer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ummer green tea and enchance the economic benefits.

Keywords：green tea plucked in summer；the bitterness；measures

在夏绿茶生产中,由于茶梢生长快，容易老化，

且氨基酸、维生素的含量减少，茶多酚、花青素、咖啡

碱的含量增加，造成口感苦涩，香气淡薄，茶叶品质

大幅度下降[1]。这也是目前茶叶产区夏茶大部分停

产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国夏季茶产量的比重一般约

占全年茶产量的36%[2]，因此，提高夏茶的品质，对发

展绿茶生产，提高绿茶经济效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本文通过综述前人的研究成果，探讨出一系列

降低夏季绿茶苦涩味的方法，为生产优质夏茶提供

依据。

1 夏季绿茶苦涩味成因

茶树新梢的生育特性、物理性状和化学成分的

多少因环境气温、光照、降雨量、湿度以及茶园肥培

管理条件的不同而不同[3]。光照影响着茶树碳、氮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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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的比例，是光合作用的必要条件。而温度高低影

响着光合作用的速度，在二因素的协调下，导致春、

夏、秋茶叶品质上的差异[4]。因此，夏季的强光照、高

气温，造成茶树生长快且生长期短，容易老化，芽叶

瘦小，叶张单薄，紫芽多、对夹叶多[3]。同时因光照增

强，温度升高，氮代谢会受抑制，氨基酸积累量降

低[5]，而氨基酸是茶叶中的重要化学成分之一，是茶

汤鲜爽滋味的主要呈味物质。光照与茶多酚类的合

成有间接的相关性，光照强度减弱，将会减少茶多酚

的合成积累。又因夏季强光照、高气温、充足雨水，

有利于碳素代谢，造成一些有利于茶多酚的形成的

光质和糖类得到积累，而这些糖类是机体内各种生

化运动的呼吸基质，可提供足够的能量和碳架。夏

季，随着温度的升高，呼吸作用加强，进而促进中间

产物的产生，同时酶活性也随温度升高而加强，因而

促进鲜叶中茶多酚类的形成，所以在夏季出现含量

峰值[6]，而茶多酚在茶汤中呈苦涩，有较强的刺激

性。总之，鲜叶中茶多酚含量升高，氨基酸含量降

低，酚氨比增大，造成夏季绿茶滋味苦涩，香气淡薄，

色泽干枯，品质较差。

2 降低茶叶苦涩味的方法

2.1 在夏茶生产中进行适度遮荫

适度遮荫可减少夏茶苦涩味，因为在夏季采用

适宜的遮荫措施，减少茶多酚的含量，提高氨基酸的

含量，降低酚氨比，促进香叶醇、芳樟醇等游离香气

物质的生成，从而减少夏茶苦涩味，并提高香气和夏

茶品质。试验表明采用遮荫措施后，减少了茶园直

射光，降低了叶表温度，光合作用受到抑制，从而使

茶多酚含量减少。与不遮荫相比较，遮荫后，茶多酚

的含量降低了5％ ～ 18％，但遮荫过度也会对茶叶

品质造成不利影响。遮光度超过55％以上，将严重

影响氨基酸的积累。遮光度一般以50％ ～ 60％为

宜[7]。

2.1.1 搭建遮阴棚

一般采用水泥、毛竹、铁架等材料来搭建遮阴

棚，一般离地面2 m高，遮荫时间从夏茶季节开始，到

茶季结束。

2.1.2 覆盖遮阳网

夏季，等到茶芽萌发后，用黑色遮阳网在蓬面上

直接覆盖，并固定四周。注意揭网后应及时采摘，同

时为保证茶鲜叶品质，应边揭网边采摘。

2.1.3 栽培常绿遮阴树

在茶园行间距五至八行种一排遮阴树，以常绿

树种为佳，一般8 ～ 12株/亩，选择树种以深根、树

冠宽大、不与茶树争水肥、病虫害少、枝叶疏密适中

为好。

2.2 改进夏茶加工工艺

影响茶汤滋味的主要成分是茶叶中的茶多酚、

氨基酸和咖啡碱；其中，多酚类物质呈苦涩味，且有

较强的收敛性，特别是酯类儿茶素、花青素和部分黄

酮类；咖啡碱呈苦味，而氨基酸则具有鲜爽的味道。

所以在茶叶生产加工过程中，通过改进工艺和使用

科技手段，降低茶叶中的茶多酚含量，促进蛋白质水

解成游离氨基酸，增进茶汤鲜爽度，减轻苦涩味。

2.2.1 适当延长夏茶的摊放时间

一般绿茶生产前的摊放时间为3 ～ 6 ｈ，茶叶

在摊放过程中，多酚类化合物总量会呈现减少趋势，

而游离氨基酸的含量则会增加[8]。故在夏茶生产中，

应适当延长鲜叶摊放时间，促进茶叶内含化学物质

的有效转化，降低茶叶酚氨比，提高夏茶品质。

近年来，茶农们还发明了使用空调营造低温，以

延长夏茶摊放时间。一般环境温度设在 18 ～

22 ℃，摊放20 ～ 25 ｈ以上，使茶叶中内含化学物

质得到充分转化，大大提高夏茶的品质。

此外，适宜的摊放有利于散发青草气，还可以促

进茶叶中香气物质的合成，有利于提高夏茶的香气。

2.2.2 改火煤电热杀青为微波杀青

茶叶杀青是通过高温破坏和钝化鲜叶中的氧化

酶活性，抑制鲜叶中酚类物质的酶促氧化；同时蒸发

鲜叶部分水分，使叶质变软，便于揉捻做形，还能散

发青草气，促进良好香气的形成。传统杀青一般都

使用火煤电热杀青，这些杀青方式都能均匀杀青，且

制得茶叶香气高。但在夏茶生产上改传统杀青为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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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杀青，可以达到减少夏茶苦涩味的目的。试验表

明利用微波杀青所制的夏暑绿茶，苦涩感得到有效

改善或去除，口感醇和[9]。

微波是一种电磁波，其波长在1 mm - l m，频率

为300 - 200000 MHZ, 微波加热的原理是激化物料

组织内部水分子高速运动而发热,微波加热的优势

是升温迅速且均匀、操作方便、时间可控[10]。

2.3 运用其他茶叶栽培技术及管理措施降低夏茶

苦涩味

2.3.1 选育和开发低苦涩味茶树品种

不同的茶树品种，因存在遗传因素的差异，它们

的生理代谢和成分转化也会存在不同。若能选育出

夏茶苦涩味低的品种，对于提高夏茶品质无疑是一

条有效途径。例如安吉白茶，鲜叶中氨基酸的含量

是普通茶叶的两倍以上，其夏茶产品较常规品种苦

涩味降低很多。

2.3.2 喷施尿素及其它叶面肥

夏季因气温高，常干旱，影响茶树根部的吸收能

力，根部施肥效果差。所以在夏茶通过在叶面喷施

尿素或其它叶面肥，不仅有利于提高茶叶产量，降低酚

氨比，还有利于增强新梢持嫩性，进而提高夏茶品质。

一般采用硫酸铵1%与尿素0.5% ～ 1 %喷施；或

过磷酸钙1% ～ 2%与硫酸钾0.5% ～ 1%。施用时间

一般是新梢伸长旺盛，一芽一、二叶展开时的阴天，

傍晚或早晨为宜。每隔三至六天喷施一次，每次每

亩用肥液50 ～ 100 Kg。喷施时，注意叶背面也要

喷施。还应避免高温曝晒和雨天淋洗。同时进行茶

树根部追肥，以取得相互促进的作用[11]。

2.3.3 夏茶季节采用喷灌技术

喷灌有利于调剂茶园水分，改善茶园小气候，协

调茶园水、肥、气、热条件，促进茶树生长发育，促进

氨基酸及其它有效物质合成，提高茶叶品质[12]。

综上所述，通过综合运用上述方法，可以有效提

高夏茶的产量和品质，明显提高茶叶生产效益，以期

改变我国绿茶茶区夏茶停产的局面，推进我国绿茶

茶产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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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用农机具提高农业效益

陈 辉

（青田县农业局，浙江 青田 323900）

摘 要：农业是立国之本，小小农机具的身上更是凝聚了千百年来世世代代农人的智慧。农机具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工具，其

技术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农业生产效益。农业效益除了种植技术外，还与选择一款正确的农机具息息相关。本文围绕农机具运

用的相关因素，探讨了农机具在青田合理使用、提高效益等问题。

关键词：青田；农机具；农业效益

作者简介：陈辉（1973-），男，浙江丽水人，助理工程师，从事中药材管理和农机管理。电话：13884334268。

1 现代化农机具运用的制约因素

长期以来，我县农机具使用的投入甚少，现代农

机具应用更少，大部分农民使用着几十年前那些传

统的种植工具，如牛耕犁耙、手工劳作等。近年来，

呈现大批青壮年外出务工的发展趋势，致使我县农

机化基础更加薄弱，已远远不能满足建设新农村经

济发展的需求。

1.1 地理位置及自然条件阻碍了农机具的使用和

推广

首先，在我县，大多数乡镇呈斜坡状，交通落后，

地形复杂，自然条件恶劣，不适合大型农机具作业，

这直接影响了农业效益。其次，历年来单家独户的

经营方式，加上农作物种类繁多，成熟期参差不齐等

等，这些都极不利于农机具在山区的使用和推广。

1.2 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及农民购买力不足

1.2.1 虽然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有效解决了剩余劳

动力的就业问题，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特别我县是

侨乡，全县有28万人在国外，但是严重导致了农村劳

动力的缺失及越来越多的农田被荒废，从而影响到

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展

农机具的使用和推广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1.2.2 农机具的作用在于农民的购买、使用和取得农

业效益。当今市场上农机具的售价，一般大中型的

需要5 - 10万元，小型的需要0.3 - 1万元，这对于

收入微薄的农民来讲，一次性投资太大，资金筹集困

难，家庭负担沉重。于是，农民失去了购买和使用农

机具的积极性，从而也间接影响了山区农机具的推

广工作和生产效益的提高。

1.3 农民文化水平偏低致使农机具使用效率偏低

据不完全统计，青田农机具操作员中，中专学历

仅占0.8%，高中学历占10.2%，初中学历占30.8%，大

部分仅有小学以下的学历，可见，农民的文化程度普

遍偏低。操作员对农机具的操作技巧和维护保养技

术难以掌握，致使农机具潜能和效率不能得到充分

发挥，且严重地影响到农机具的正常使用寿命，无形

中增加了农机具投入成本。农机具在山区难以使用

及推广，与山区农民文化水平偏低有着很大的关系。

2 加强山区农机具的发展、管理及维

护使农业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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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具利用率偏低,农业效益不明显,是当前我

县农机化发展工作中普遍存在,又亟待解决的一个

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何应用农机具提高农业效益，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2.1 了解农机具的发展特点，推进山区农机化发展

2.1.1 农机化的发展特点

一是降低了劳动强度；二是降低了农业生产成

本，促进了农机户及农民增收与节支，经济效益与社

会效益明显；三是农业机械化弥补和解决了因劳动

力转移而使农忙季节农村劳动力紧缺的现实问题，

促进了山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四是促进了农村劳动

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加快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五

是种田能手抓住机遇，采取承包和租赁等方式把闲

置土地集中起来统一经营管理。各农业机械管理

站，可以根据以上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现代农机

化”宣传引导工作。

2.1.2 推进我县农业机械化发展

农业机械化，是指运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装

备农业，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条件，不断提高农业的生

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过程。近年来，

这个发展趋势正在由平原乡镇向山区乡镇蔓延。各

农业机械管理分站也在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并取得

了很大的成效。以2015年丽水市青田县的工作内容

为例：2015年，该县积极落实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

策。通过政府部门的宣传，结合当地农业产业发展，

积极推广先进适用的农机具，取得了明显成效。

2015年已推广先进适用的农机具721台，其中补贴

机具619台，受益农户577户，补贴额48.85万元。另

外，该县利用农机服务平台，开展农机化技术服务。

在农时季节，该县积极组织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对农

机具的使用、维护进行技术服务，同时利用农民信箱

农机服务平台，结合新机具推广工作，对部分机具操

作人员进行了技术培训，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保证

了全县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

2.2 加强农机具的管理与服务工作，提高农业生产

效益

首先，基层农机管理部门本身应加强政策和技

术学习，提高自身各方面综合水平。要按照农业部

的“两规定”、“两规范”开展监理业务，反对各行其

事，违规操作，不按规定办理业务的行为。要开展经

常性的学习、技术操作练习，提高综合素质。实行

“两公开”、“一监督”的办事程序，透明收费标准，实

行挂牌制，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实施岗位责任

制，将岗位责任制进行细化分解，落实到人、到岗。

强化考核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做到文明、严

明管理，依法兴机，依法治机，促进农机化事业又快

又好发展。

其次，密切与操作人员的关系，帮助操作员解决

实际问题。管理人员应当组织调查农机具使用者的

操作需求，提供针对性的技术服务，以解决他们操作

中存在的疑问。完善办公设备，实现服务的信息化

和自动化，与外界进行信息共享，寻求优化的解决方

案，及时响应农机具操作者遇到的困难。

再次，加强服务，提高服务质量。特别是配货和

售后两个环节应该加大服务力度，规范机车交接手

续，保证送货及时，服务到位。基层农机管理工作涉

及环保、安检、交通、交警等多部门，只有各部门相互

配合、支持，齐抓共管，综合治理，强化法规管理手

段，才能从根本上减少事故的发生，确保人民生命和

财产安全。

2.3 积极开展农机具的技能培养及设备维护工作，

提高农机具的使用水平

建立长效培训机制，定期开展培训。应该在各

个作业季节，聘请农垦专家进行栽培技术指导，并且

建立自上而下的分层级培训机制，加快技术人员科

技知识升级换代，全面提高农机管理者和技术人员

的素质。此外，还要聘请厂家人员进行专业技术指

导。让每一个农机具操作员都能熟练进行农业机械

磨合试运转，都能掌握农机具的保养知识，了解相关

设备的零件鉴定与修理方法。

加大农机具设备的维护及保养工作，选择正确、

合适的农机具进行生产作业，解决农机具不配套问

题，使农机具的功能发挥到极致，从而达到农业效益

最大化的目的。每一个操作人员都必须了解以下几

7



丽水农业科技2016年第2期·调查与思考·

点基本维护常识。

(1)加强设备的保养工作，防止误保，杜绝漏

保。由于保养不当是造成设备故障的主要原因之

一，保养工作必须强制执行。机务管理者要按照机

械保养使用说明书制订切实有效的保养计划，并与

机驾人员进行技术交底，随时抽查保养的落实情况，

因此保养工作要从源头抓起，并防止以修带养。

(2)加强设备的日常检查工作，检查结果应详细

记录，不但要包含以往的维修保养记录、换件记录，

而且还要包含日常使用情况和工作量的记录，以便

分析、判断机械故障，及时而准确地消除故障隐患。

(3)机务管理者应及时掌握情况、了解全局，作

出合理、详细的机械维修计划，并对维修作业、采购

活动作出指示和监督，避免不必要的维修及其费用

的浪费。

(4)加大机务管理力度，建立健全机械维修、保

养规章制度，强调机务管理作用；完善数据统计系

统，对大小故障建档备案；对机驾人员和机务管理人

员做到责任明确；对采购、加工配件等工作加大监管

力度，保正机械配件的质量和数量。

参考文献：

[1]龚肇兰 南京农业机械化学[M].北京农业出版，2007，10。

[2]余友泰 农业机械化工程[M].中国展望出版杜，1987。

[3]青田县农业机械管理站二零一五年工作总结。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陈银华）

蕨，观音座莲科福建莲座蕨，柏科圆柏，罗汉松科竹

柏，石竹科孩儿参，睡莲科芡实，毛茛科短萼黄连、重

瓣铁线莲，木通科猫儿屎，小檗科八角莲、六角莲、三

枝九叶草(箭叶淫羊藿)、淫羊藿，木兰科天目木兰、

天女花，蜡梅科蜡梅，罂粟科延胡索、金缕梅科蕈树，

杜仲科杜仲，豆科龙须藤、野豇豆、中南鱼藤，黄杨科

东方野扇花，槭树科天目槭，葡萄科三叶崖爬藤，山

茶科柃木、红山茶，秋海棠科秋海棠、中华秋海棠，五

加科锈毛羽叶参、短梗大参、竹节人参、羽叶三七，山

茱萸科川鄂山茱萸，伞形科岩茴香，木犀科日本女

贞，黑三棱科曲轴黑三棱，水鳖科水车前，禾本科薏苡，

百部科金刚大，百合科狭叶重楼、华重楼、延龄草。

5 畲族民间中草药

丽水市是畲族的主要集居区，景宁畲族自治县

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畲族长期居住在山区，

村落分散，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生活困

难，畲医药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下，畲民为求

生存与繁衍，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积累了大量应

用草药防治疾病的经验，形成了其独特的医药理论

与用药习惯，畲族医药已逐步形成了具有典型民族

特色的医药，成为祖国医学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畲族医药”先后被浙江省政府和国务院列入

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和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8年）。

2001年至2015年间，丽水市农科院、丽水市人

民医院、丽水市药检所等单位先后开展了《道地畲药

资源保护和药用价值综合利用研究》、《中国畲族民

间医药的调查与整理》等研究，对畲族民间医药和畲

药野生资源种类和分布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与收

集，并经数据库分析、处理，共有1600种畲族民间用

药，其中517种为畲族民间常用药，分属144科，312

属、494种，2亚种，17变种，3变型和1栽培变种。《浙

江省中药炮制规范》（2015年版）收载的畲药有10个

品种，分别是食凉茶（柳叶蜡梅、浙江蜡梅）、小香勾

（条叶榕、全叶榕）、白山毛桃根（毛花猕猴桃）、山里

黄根（栀子）、盐芋根（盐肤木）、铜丝藤根（海金沙）、

嘎狗黏（小槐花）、嘎狗噜（地稔）、搁公扭根（覆盆子）

和三脚风炉（异叶回芹）。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程科军）

（上接第2页）


8



丽水农业科技2016年第2期 ·试验研究·

松阳县茶园土壤肥力分析

缪叶旻子，何卫中，严芳，郑生宏*

（丽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浙江 丽水 323000）

摘 要：本文对松阳县10个茶叶主产乡镇茶园的土壤pH值和主要养分含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该县茶园土壤酸化严重，

pH值小于4.5的土壤样品占96.67 %；土壤养分中，有机质整体水平偏上，平均值达28.4 g/kg，85 ％的茶园达到I级茶园和优质高

效高产茶园标准；全氮平均值为1.9 g/kg，90 %以上茶园达到I级茶园和优质高效高产茶园标准；速效磷平均值为160 mg/kg，

93.33 %的茶园达I级茶园和优质高效高产茶园标准；茶园土壤速效钾含量不足，平均值仅为73 mg/kg，仅16.67 %和18.33 %的茶

园分别达到I级茶园和优质高效高产茶园标准。因此，在施肥管理上，应以平衡施肥为原则，因地制宜采取调酸、减氮、控磷、适

钾、重有机肥等技术措施进行有效施肥。

关键词：有机质；速效磷；速效钾；ph值

作者简介：缪叶旻子（1985-），女，浙江丽水人，农艺师，从事茶树栽培及推广研究。联系电话：13506828816。

松阳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光、热、水条件优越，十分有利于茶叶的生产,是

全国一类茶叶适生区[1]。茶产业是松阳县主导产业，

截止2015年底，松阳茶园面积达11.7万亩，茶叶总

产量达1.25万吨，总产值达11.81亿元，居全省前

列。土壤是茶树根系生存的基础，茶园土壤的养分

含量状况直接影响着茶树的生育、产量和品质，并能

很好地反映土壤供肥容量及保肥能力[2-3]。为此，本

文通过全面了解松阳县茶园的土壤肥力状况，以明

确茶园土壤养分限制因子，为松阳县茶园土壤平衡

施肥、提高茶叶产量和品质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土壤样品采集

2014年10月，在新兴、板桥、斋坛等10个茶叶主

产乡镇茶园分别采集代表性土壤样品6个，共采集样

品60个。每个土样采用“S”形取样法随机均匀采取

8个采样点，采样深度为0 ～ 40 cm，将各样点、深度

所取土壤混合。土样经风干、磨碎分别过1 mm筛和

0.1 mm筛备用。

1.2 分析测定方法

对所采集的土壤样品分析其ph、有机质、全氮、

速效磷、速效钾共5个指标。ph值采用电位测定法；

有机质测定用重铬酸钾容量法(外加热法)；土壤全

氮含量的测定采用半微量凯氏定氮法；速效磷测定采

用钼锑钪比色法；速效钾测定采用火焰光度计法。

1.3 土壤养分评价标

根据孙云南等[4]提出的茶园土壤肥力三级标准

（表1）和优质高效高产茶园土壤养分诊断指标（表

2）[5]，对松阳县茶园土壤养分状况进行评价分级；依

据薛正平等[6]对土壤养分空间差异性的研究结果对

本研究各养分变异系数进行等级划分，即将土壤养

分变异系数 > 30%的样本差异称为强变异，将土壤

养分变异系数10% ～ 30%的样本变异称为中等变

异，将土壤养分变异系数 < 10%的样本变异称为弱

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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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茶园土壤肥力分级指标

分级
有机质(g/kg)
全氮(g/kg)
速效磷（mg/kg）
速效钾（mg/kg）
备注

Ⅰ
>15
>1.0
>10

>120
优良

Ⅱ
10～15

0.8～1.0
5.0～10.0

80.0～120.0
尚可

Ⅲ
<10
<0.8
<5.0
<80.0
较差

表2 优质高效高产茶园的土壤养分诊断指标

项目

指标

有机质（g/kg）

≥20

全氮（g/kg）

≥1.2

速效磷（mg/kg）

≥20

速效钾（mg/kg）

≥100

PH

4.5～5.5

2 结果与分析 2.1 茶园土壤ph值

表3 茶园土壤ph统计情况

样品个数

60

PH值范围

2.51～5.07

平均值

3.43

变异系数（%）

12.83

变异强度

中等变异

4.5～5.5样品个数

2

茶树是喜酸性土壤的植物，适宜茶树生长的土

壤pH值范围为4.5 ～ 6.5，其中 5.5是最适值[7]。

本文通过分析松阳县土壤样品的ph值，结果表明（见

表 3），所调查的 60个茶园土壤样品的 ph值介于

2.51 ～ 5.07，平均值为3.43，变异系数为12.83%，

属于中等变异；其中有2个土壤样品达到优质高效高

产茶园土壤要求；ph值小于4.5的样品有58个，占比

达96.67%，表明土壤酸化程度严重。过酸的土壤不

仅使得茶树吸收氮、磷、钾、镁和铜等的能力显著降

低，还会影响茶叶的品质和产量，相关从业者应当引

起重视。

表4 松阳县土壤养分状况统计情况

土壤养分

有机质（g/kg）

全氮（g/kg）

速效磷（mg/kg）

速效钾（mg/kg）

级别

Ⅰ
Ⅱ
Ⅲ

优质高效
Ⅰ
Ⅱ
Ⅲ

优质高效
Ⅰ
Ⅱ
Ⅲ

优质高效
Ⅰ
Ⅱ
Ⅲ

优质高效

样品个数

51
6
3

51
56
4
0

55
56
2
2

56
10
11
39
14

百分比（%）

85.00
10.00
5.00

85.00
93.33
6.67
0.00

91.67
93.33
3.33
3.33

93.33
16.67
18.33
65.00
23.33

范围

7.00 ～ 68.70

0.90 ～ 4.20

2.00 ～ 444.00

0.00 ～ 325.00

平均值

28.40

1.90

160.00

73.00

变异系数（%）

40.85

31.58

64.79

94.29

变异强度

强变异

强变异

强变异

强变异

2.2 茶园土壤有机质状况

茶园有机质含量是茶园土壤熟化度和肥力的指

标之一[8]。土壤有机质不仅是土壤中各种营养元素

的重要来源，而且还能刺激植物的生长，改善土壤的

理化性质。从表4可以看出，松阳茶园土壤有机质含

量在7 ～ 68.7 g/kg之间，平均值28.4 g/kg，变异

系数为40.9%，为强变异。其中85％的茶园有机质含

量丰富，达到I级茶园和优质高效高产茶园土壤标

准；10％的茶园有机质含量尚可，符合Ⅱ级茶园标

准，另外5％的茶园土壤有机质低于临界值，含量偏

低。总体上，松阳县茶园土壤有机质整体水平偏上，

个别茶园土壤有机质含量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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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茶园土壤氮磷钾含量

2.3.1 全氮

全氮的含量能从总体上反映土壤的肥力水平和

供氮水平，其含量与茶叶产量呈正相关趋势[9]，从表

4可知，松阳茶园土壤全氮含量范围在0.9 ～ 4.2

g/kg，平均值1.9 g/kg,变异系数为31.58 %，属强变

异，其中93.33%和91.67%的茶园全氮含量分别达到

I级茶园和优质高效高产茶园标准,另外6.67%的茶

园全氮含量达到Ⅱ级标准。这可能与土壤有机质含

量较高，农民过量施用氮肥有关。过量的施用氮肥

会影响茶树产物向根系的运输，使碳同化产物过多

地滞留在绿色器官中，而且还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

染，影响人体健康[10]。因此松阳县茶园应适当控制

氮素的投入，以防引起地下水的污染和茶叶中硝态

氮含量超标。

2.3.2 速效磷

过量施磷肥会促进茶树的生殖生长，使开花结

果数增加，加大养分的消耗[11]。由表4可知，松阳茶

园土壤速效磷供应丰富，速效磷的变化范围在2 ～

444 mg/kg之间，平均含量为160 mg/kg，变异系数

64.79%，为强变异，93.33%的茶园速效磷含量达到I

级茶园和优质高效高产茶园标准，只有极少数茶园

土壤有效磷含量偏低。因此松阳县茶园应适当控制

磷肥的施用量。

2.3.3 速效钾

钾能提高茶叶中的茶氨酸含量，对茶叶中的茶

多酚、水浸出物、儿茶素等含量也有影响，钾能调节

茶树体内的碳氮平衡，茶叶中缺钾易发生氮过剩症

状。提高施钾水平，可减少部分由于含氮量过高引

起的品质恶化现象[10]。由表4表明，松阳茶园土壤速

效钾含量稍显不足，且分布不均，变化幅度较大，茶

园土壤速效钾含量范围介于0 mg/kg ～ 325 mg／

kg，差幅达325 mg/kg，平均含量仅为73 mg/kg，变异

系数高达94.29。含量低于80 mg/kg的土壤样品占

总量的65%，仅16.67%和18.33%的茶园速效钾含量

分别达到I级茶园和优质高效高产茶园标准。因此

各地应掌握好钾肥的投入，因地制宜，速效钾含量低

于100 mg/kg的茶园应增施钾肥。

3 小结与讨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松阳县有85%的茶园其土壤

有机质含量达到I级茶园和优质高效高产茶园标准，

松阳茶园全氮平均含量1.9 g/kg、速效磷平均含量

为160 mg/kg，均已超过I级茶园和优质高效高产茶

园标准。但是，松阳县茶园土壤酸化严重，速效钾含

量偏低，是目前影响松阳县茶叶产量和品质的潜在

障碍因子。建议相关部门及时根据松阳县茶园土壤

的肥力状况及主要障碍因子采取相关措施，进行土

壤酸化改良，实行科学平衡施肥，配施有机肥，防止

土壤酸化的进一步加剧。同时控制氮磷肥的施用

量，提高施钾效果，以提供茶树均衡而全面的养分，进而

改善松阳县茶园土壤肥力状况，提升茶叶产量和品质，

为松阳县茶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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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抗逆秋大豆新品种‘丽秋3号’的选育

张伟梅1何伟民1,丁潮洪1,马瑞芳1 ,杨先裕2

（1.丽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浙江 丽水 323000；2.丽水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浙江 丽水 323000）

基金项目: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2012C12902)

作者简介:张伟梅(1971-)，女，浙江丽水人，高级农艺师，从事农作物育种及栽培技术研究工作。E-mail：zhangweimei@126.com。

摘 要：‘丽秋3号’系浙江省丽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育的秋大豆新品种。生育期106.2 d，亚有限结荚习性，株型收敛，叶片

卵圆形，白花，棕毛，种皮黄色、褐脐。单株有效荚数 50.8 个，每荚粒数 2.1 粒，百粒重 20.1 g。蛋白质含量 44.34%，脂肪含量

17.45%。抗大豆花叶病毒病SC15、SC18株系。产量2397.0 kg.hm-2。该品种具有高产、优质、抗病、耐瘠、耐旱、耐涝等特点，适宜

在浙江省及气候相似地区作秋大豆种植。

关键词：抗逆；秋大豆；丽秋3号；选育

‘丽秋3号’原名‘丽2001 - 7’，系浙江省丽水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育的高产、抗病、耐瘠秋大豆新

品种，2015年通过浙江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定。该品种经多年试种、示范，表现为丰产性好、品

质优、抗病、耐旱、耐涝、适应性强等特点，适宜在浙

江及气候条件相似地区作秋大豆种植。

1 选育经过

‘丽秋3号’是2001年秋以丽水地方品种‘黄村

青豆’为母本，‘九月黄’为父本配制杂交组合，经过

多代筛选选育而成。

母本黄村青豆为丽水地方品种，开白花，灰毛，

籽粒较大。父本九月黄为丽水地方良种，开紫花，棕

毛，单株结荚数多，丰产性好，抗逆性强。

2001年九月以黄村青豆为母本，九月黄为父本

进行杂交，共杂交授粉22朵花，同年11月收获杂交

种子25颗。2002年秋季种植杂种一代（F1），淘汰假

杂种，其余单株混合收获。2003年秋季种植杂种第

二代（F2），淘汰长势差、结荚少单株，其余单株混合

收获。2004年秋季种植杂种第三代（F3），成熟后混

合脱粒。2005年秋季种植杂种第四代（F4），根据育

种目标选择全生育期长势好，分枝数多、结荚数多的

25个单株，进行单株脱粒，同时对各单株进行编号。

2006年对2005年所选单株进行株系种植，根据各株

系田间表现及室内考种结果，筛选出第7号株系，编

号为‘丽2001 - 7’，将该株系所有植株统一收获。

2007 年‘丽 2001 - 7’加代繁种，品系性状稳定。

2008年参加丽水农科院大豆品比试验，同时加代繁

育，所有植株混合收获。2009-2010年参加莲都、遂

昌、青田等地多点试验，丰产性、抗病性及耐瘠性表

现突出。2011年加代繁育。2012-2013年参加浙江

省秋大豆区域试验。2014年参加浙江省秋大豆生产

试验。2015年通过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定，定名为‘丽秋3号’。

2 产量表现

2.1 品比试验

2008年参加丽水农科院的秋大豆品比试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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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丽秋3号’参加浙江省区域试验及生产试验产量结果

均产量为 2568.0 kg.hm- 2，比对照‘ 丽秋 2 号 ’

1992.0 kg.hm-2增产28.9%。2009 - 2010年参加莲

都、遂昌、青田等地的多点试验，2009年各点平均产

量2523.0 kg.hm-2，比对照丽秋2号2161.5 kg.hm-2

增产16.7%；2010年各点平均产量2634.0 kg.hm-2，

比对照‘丽秋 2 号’2097.0 kg.hm- 2 增产 25.6%。

2009 - 2010 年多点试验中平均产量 2578.5 kg.

hm-2，比对照‘丽秋2号’2130.0 kg.hm-2增产21.1%。

2.2 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

2012 - 2013年参加浙江省秋大豆区域试验。

2012年平均产量为2469.0 kg.hm-2，较对照‘浙秋豆

2号’2178.0 kg.hm-2增产13.4%，达显著水平差异。

2013年平均产量为2325.0 kg.hm-2，较对照‘浙秋豆

2号’2104.5 kg.hm-2增产10.5 %。两年区试平均产

量2397.0 kg.hm-2，较对照‘浙秋豆2号’平均产量

2142.0 kg.hm-2增产11.9%（表1）。

2014年参加浙江省秋大豆生产试验，平均亩产

为 2125.5 kg.hm- 2，较对照品种‘ 浙秋豆 2 号 ’

2041.5 kg.hm-2增产4.1%(表1)。

试验种类

区域试验

生产试验

试验

年份

2012
2013
平均

2014

产量(kg.hm-2)

2469
2325
2397
141.7

比CK

±％

13.4
10.5
11.9
4.1

显著性

显著

不显著

/
/

3 主要特征特性

3.1 熟期

‘丽秋 3号’为典型的秋大豆类型，全生育期

106.2天，适宜播期为7月25日 - 8月10日。

3.2 形态特征

该品种属亚有限结荚习性，株型收敛，叶片卵圆

形，白花，棕毛，种皮黄色、褐脐。株高90.3 cm、主茎

节数17.4个，分支数2.7个，单株有效荚数50.8个，

每荚粒数2.1粒，百粒重20.1 g(表2)。

表2 ‘丽秋3号’生育期及农艺性状

品种

名称

丽

2001-7

浙秋

豆2号

(CK)

试验

年份

2012

2013

平均

2012

2013

平均

生

育

期

(天)

104.9

107.5

106.2

95.7

102.2

99.0

株

型

收

敛

收

敛

结

荚

习

性

亚

有

限

有

限

叶

形

卵

圆

卵

圆

花

色

白

紫

茸

毛

色

棕

灰

种

皮

色

黄

黄

脐

色

褐

淡

褐

株

高

(cm)

92.5

88.1

90.3

66.1

60.3

63.2

主茎节

数(个)

17.2

17.5

17.4

15.2

13.5

14.4

有效分

枝数

（个）

3.0

2.4

2.7

3.9

2.4

3.2

总荚数

(个)

61.0

49.8

55.4

48.9

37.6

43.3

秕

荚

数

(个)

2.9

6.4

4.6

3.8

4.4

4.1

单株有

效

荚数

(个)

58.1

43.4

50.8

45.4

33.3

39.4

每

荚

粒

数

(粒)

2.1

2.0

2.1

1.9

1.9

1.9

百

粒

重

(g)

20.2

20.0

20.1

25.5

25.7

25.6

虫

食

粒

率

（%）

0.9

2.4

1.6

0.3

0.9

0.6

紫

斑

粒

率

（%）

0.0

0.3

0.1

0.6

1.3

1.0

褐

斑

粒

率

（%）

4.2

3.4

3.8

0.4

1.9

1.2

3.3 品质

干籽经农业部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杭州）分

析，2013 - 2014年两年平均蛋白质含量达44.34%，

脂肪含量17.45%，蛋白质含量与脂肪含量均高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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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浙秋豆2号。 (表3)。

3.4 抗逆性

经南京农业大学大豆改良中心的病毒病接种鉴

定，‘丽秋3号’对SC15株系病毒病，两年均表现抗

病；对SC18株系病毒病，2012年表现为抗病，2013年

表现为中抗(表3)。

‘丽秋3号’耐涝、耐旱、耐瘠性较强。在2014年

8月19日 - 20日秋大豆试验基地被洪水淹没两天

两夜，丽秋3号经过中耕培土施肥后，能顺利缓苗，且

后期长势良好；2013年在持续的干旱天气中丽水点

的亩产仍然达到165.5 kg；‘丽秋3号’植株高大，开

花期长，整个生育期无需追肥亦能获得较高产量。

表3 ‘丽秋3号’抗性及品质鉴定结果

品种名称

丽秋3号

浙秋豆2号（CK）

鉴定

年份

2012

2013

2014

平均

2012

2013

2014

平均

病毒病SC15

病情指数

16

16

/

/

43

40

/

/

抗性

抗病

抗病

/

/

中感

中感

/

/

病毒病SC18

病情指数

19

22

/

/

50

57

/

/

抗性

抗病

中抗

/

/

中感

感病

/

/

品质

蛋白质含量（%）

/

44.85

43.83

44.34

/

44.79

42.17

43.48

脂肪含量（%）

/
17.9

17.0

17.45

/
14.0

17.2

15.6

4 主要栽培技术要点

4.1 适期播种

浙江省范围内以7月25日 - 8月10日播种为

宜，过早播种因营养生长过快易发生倒伏，晚播则因营

养生长不足而不能充分发挥品种应有的产量优势。

4.2 合理密植

‘丽秋3号’植株较高，应适当稀植，密度以每亩

留苗 1.1 - 1.2 万株为宜。采用深沟高畦，畦宽

1.2 m，沟深0.4 m，穴播，行穴距约40 × 30 cm，每

穴定苗2株。

4.3 科学施肥

播种时不施基肥，播种后施375 kg.hm-2钙镁磷

肥或施草木灰作盖种肥，草木灰以每穴半手心的量

为宜。待种子出苗长至真叶后施尿素75 kg.hm-2或

三元复合肥150 kg.hm-2追施苗肥。开花期用钼酸铵

兑水稀释为0.05% - 0.1%的溶液或50 kg水加磷酸

二氢钾150 g和尿素200 g喷雾，每隔7天一次，连续

两次。

4.4 化学调控

对播期过早生长过旺的田块，在初花期喷施浓

度为50 mgl-1的烯效唑药液能有效控制植株生长，降

低植株高度防止倒伏。

4.5 病虫草害的防治

‘丽秋3号’较抗病一般不需要病害的防治。在

生育前期注意蚜虫、青虫和斜纹夜蛾的防治，末花期

及时防治豆荚螟和蚜虫。播种后的一至两天内用乙

草胺乳油或丁草胺乳油封杀芽前杂草，在分枝后期

进行一次中耕除草培土，防止植株倒伏。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李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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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兰花安全生产技术

朱建瑞

（缙云县农业局，浙江 缙云 321400）

西兰花（Brassica oleracea L. var. italica Plench）

属十字花科芸薹属甘蓝种中以绿或紫色花球为产品

的一个变种，西兰花形态特征、生长习性和普通的白

花菜（甘蓝）基本相似，属十字花科芸薹属甘蓝种，1-

2年生草本植物。长势强健，耐热性和抗寒性都较

强，是我省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加工出口蔬菜。自80

年代开始，我省引进西兰花种植以来，面积逐年扩

大，90年代后形成规模化生产，目前我省已成为全国

最大的西兰花产区。因其风味好、营养价值高、鲜绿脆

嫩的质地、清爽适口的风味，广受国内外消费者的喜欢。

1 西兰花的营养和保健价值

1.1 西兰花的营养价值

西兰花营养价值丰富。每100 g鲜菜中含蛋白

质3.6 g、糖7.3 g、脂肪0.3 g、矿物质5.9 g、维生

素C 113 mg、胡萝卜素2.5 mg，还有丰富的钙、磷、

铁、钾、锌、锰、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E、维生素

K。西兰花菜体碧绿青翠，烹调后颜色更显翠绿，脆

嫩爽口，风味鲜美清香。西兰花的维生素C含量均高

于番茄、辣椒，也明显高于其他普通蔬菜，维生素种

类非常齐全，尤其是叶酸的含量丰富。

1.2 西兰花的保健价值

西兰花性平味甘，能清热润肺，生津止渴，增进

食欲，帮助消化，具有多种保健作用：一、西兰花最显

著的就是具有防癌抗癌的功效，菜花含维生素C较

多，比大白菜、番茄、芹菜都高，尤其是在防治胃癌、

乳腺癌方面效果尤佳。西兰花的抗癌作用是近年来

西方国家及日本科学家研究的重要内容，日本国家

癌症研究中心公布的抗癌蔬菜排行榜上西兰花名列

前茅。据美国营养学家研究，菜花内还有多种吲哚

衍生物，此化合物有降低人体内雌激素水平的作用，

可预防乳腺癌的发生。此外，研究表明，西兰花中预

防癌症最重要的成分是“萝卜硫素”，这种物质有提

高致癌物解毒酶活性的作用，并帮助癌变细胞修复

为正常细胞。长期食用可以减少乳腺癌、直肠癌及

胃癌等癌症的发病率。二、西兰花具有延缓衰老作

用。叶黄素、玉米黄质、维生素C、维生素E和多种不

饱和脂肪酸，可帮助清除体内的氧自由基，能对组织

细胞起到保护作用，具有很好的延缓衰老作用。三、

西兰花含有丰富的抗坏血酸，能增强肝脏的解毒能

力具有减少心脏病和中风的危险。西兰花所含类黄

酮等物质较多，既能防止感染，又能清理血管，阻止

胆固醇氧化，防止血小板凝结成块，可减少心脏病和

中风的危险。四、西兰花具有控制糖尿病病情的作

用。西兰花属于高纤维蔬菜，能有效降低肠胃对葡

萄糖的吸收，进而降低血糖，有效控制糖尿病病情。

2 西兰花的安全生产技术

2.1 播种

西兰花属绿体春化型植物，因类型品种不同通

过春化阶段花芽分化所需条件也不一样。从表1看

出，极早熟品种在5片真叶时，平均温度降到23 ℃

以下3周时间就能通过花芽分化；早熟品种在6片真

时，平均温度在16 ～ 20 ℃之间4周时间就能通过

作者简介：朱建瑞（1978-），男，浙江缙云人，助理农艺师，从事农机推广工作。联系电话：1396778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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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培养基不同成分配比

花芽分化；中熟品种在7片真时，平均温度在12 ～

15 ℃之间5 ～ 6周时间就能通过花芽分化；晚熟品

种在8片真时，平均温度在8 ～ 12 ℃之间7 ～ 8

周时间就能通过花芽分化。

品种类型

极早熟

早 熟

中 熟

晚 熟

花芽分化的温度和时间

温度（℃）

21～23

16～20

12～15

8～12

低温时间（周）

3

4

5～6

7～8

感应低温期苗的大小

苗龄（天）

35

36～40

40

41～45

展叶数

5

6

7

8

茎粗（cm）

5

6

7

8

西兰花的花球发育肥大期只有在适宜的气候条

件下，才能获得优质高产，所以，西兰花的播种期应

根据各品种的花球发育适温期来确定。在长江流

域，生产上为了能延长采收期，一般采用夏秋和冬春

播种栽培及高山栽培。

2.1.1 夏秋播

夏秋播是生产上应用最多，也是最容易栽培的

季节，基本上所有品种在此季节均能播种栽培。播

种期是7月下旬至9月上旬，采收期在10月中旬至次

年3月。此季节栽培前期气温较高，有利于植株生长

发育，后期天气转凉，有利于花芽分化和花蕾发育。

因此，在此季节栽培能获得优质、高产。通过早、中、

晚熟品种搭配和分期播种，花球采收期可从10月下

旬延续到次年3月中旬，长达4个多月。

2.1.2 冬春播

此季节的植株生长发育期是由低温到高温，苗

期和生长前期是在低温期度过，有些早熟品种苗期

遇低温会早期现蕾，不适于此季节栽培。冬播在11

月至12早播种，宜选择对低温不太敏感的中熟品种；

春播在2月至3月播种，春季栽培西兰花，一般很少

发生病虫害。但是，前期在湿度较大的情况下，很容

易发生霜霉病，可用烯酰吗啉或普力克喷雾防治由

于植株生育期短，应选择早熟、顶花球专用品种。

2.1.3 高山栽培

利用高山夏秋季自然凉爽的气候条件，在 6月

底至7月上旬播种，9月中旬 ～ 10月采收。

2.2 育苗

西兰花苗期不耐涝，要选择地势高燥，排水良

好，通风、透光且富含有机质的疏松土壤为播种床，

施入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每平方米施腐熟有机肥

2 kg，复合肥100 g；播种时苗床要浇足底水，播种后

覆土要浅，用细土盖没种子为度；喷70%托布津800

倍或75%百菌清1000倍液防治苗床病害。

夏播育苗时要进行遮荫降温和防大雨；冬春播

种育苗时，应利用温床或塑料大棚保温，育苗的前半

期气温保持10 ℃，后半期不得低于5 ℃。每亩地需

种子量20 ～ 25 g，播种床面积5 ～ 6 m2，当真叶

4 ～ 5片时为定植短期。苗期管理，春季浇水一般

选择晴天见土表干时浇一次水，时间在9 ～ 10点钟

（不可傍晚浇水，会使苗床湿度大，造成徒长的高脚

苗），水量要适中，前期苗小少浇，后期苗大多浇，同

时通过浇水量促进秧苗健壮生长和控制徒长。夏秋

育苗浇水一般选择晴天每天浇三次水（8 ～ 9时、

11 ～ 12时、14 ～ 15时），阴雨天少浇水（培养土不

干不浇水）。移植7 ～ 8天后看苗生长情况，适时追

肥，每穴撒施复合肥 3 ～ 4 粒，后即浇水或用

0.2 ～ 0.3%尿素水浇1 ～ 2次。一般秧苗有4片

左右真叶时，出圃定植。苗期的虫害主要是蚜虫，用

10％一遍净防治。病害主要有霜霉病，很容易发生，

适故出苗后每隔7天喷一次75％百菌清800倍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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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整地定植

2.3.1 整地施肥

经翻耕及晒白的土地（山区土地酸性，每亩施

100 kg粉末石灰），把土块耙细，做1.3 ～ 1.4米

（连沟）的畦，开施肥沟，每亩施有机肥1000 kg（山区

加施钙镁磷肥60 kg，草木灰100 kg）、优质复合肥

30 kg，耙平畦面，在种植行再面撒 N、P、K复合肥

15 kg、硼酸1 kg、尿素8 kg，或浇浓人粪或畜粪水，

再精细耙平畦面，春西兰花需覆盖地膜定植。

2.3.2 定植

冬播春播，种植西兰花由于土温低及生长期短，

一定要施足基肥及覆盖地膜，可用透明或黑白双色

膜，盖地膜作用：提高土温，保肥保水，保护根系加快

生长。盖双色膜还能防止杂草。土温比较平稳，最

适用于种植春季西兰花，可以推广。要先盖膜并压

好，再用打孔器定植，定植行距60 ～ 70 cm × 株

距35 ～ 40 cm，即每亩定植2600 ～ 3000株，定植

后即浇稀人粪水点根。夏播定植时间阴天整天定植

或晴天下午3时以后。定植每畦二行，株行距35×

65 ～ 70 cm，每亩种植2800 ～ 3000株。定植后用

稀粪水或0.2 ～ 0.3％尿素水点根。

2.4 田间管理

2.4.1 排水要通畅

春季和夏秋栽培雨水较多，西兰花地要沟沟相

通，深沟高畦，田内不能积水。

2.4.2 追肥

选用水稻田及高山土地种植西兰花，由于土质

瘦，虽然施足基肥，看植株生长情况（特别基肥不足）

还要多次追肥，第一次在定植后5 ～ 7天，浇稀粪水

和0.3％尿素水或每亩施复合肥10 kg和尿素5 kg，

距植株10 cm处耙入土中；第二次在定植后20 ～

25天，结合中耕除草、清沟培土，施复合肥15 ～ 20

kg和尿素5 kg；第三次追肥在花球显蕾前5天，追施

复合肥10 ～ 15 kg、尿素5 kg和硼肥1 kg。

2.4.3 培土

西兰花植株高大，大风大雨易倒伏，故要经常清

沟，把沟内土培在根部，需在植株封行前进行。

2.4.4 主要病虫害及防治

1.霜霉病 全国各地均有发生，主要危害叶片。

在忽冷忽热和多雨高湿条件下易发生。7 ℃ -

13 ℃最易发病，25 ℃时病害趋于停止。防治措施:

耕地前清洁田园，合理密植，半高垄栽培为主要手

段，发病初期喷洒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0 - 800

倍液，或65%代森锌可湿性粉剂500 - 700喷剂，或

1:2:300波尔多液。每7 - 10天一次，有较好的防

治效果。

2.菌核病 华北地区较少发生，一旦发生，可及

早进行喷药防治。可选用50%托布津500倍液，或

25%多菌灵 500倍液。或 0.2% - 0.3%波尔多液喷

洒，每7天一次，连喷2 - 3次，喷药时重点喷洒茎基

部和地表面。

3.黑斑病 各期均有发生，主要危害叶片。借风

雨传播。25 ℃ - 30 ℃高温，多雨或露水、大雾有

利发病，连作低洼地发病严重，防治措施，忌与十字

花科作物连作，从无病区调种，种子消毒。药剂防治，初

发病时用50%代森铵1000倍液喷洒，每7 - 10天1次，

连喷2 - 3次，注意收获前15天必须停药。

4.黑斑病 主要危害叶片和叶柄，低温高温易发

病，相对湿度85%以上，气温17 ℃到20 ℃是最适宜

的发病条件。防治措施：清洁田园，种子消毒，增施

磷钾肥，合理密植，高垄栽培，药剂防治，发病初期用

75%百菌清500 - 600倍液，或50%托布津500倍液，

或50%多菌灵1000倍液喷雾，每7 - 10天1次，连喷

2 - 3次即可控制病情发展。

5.菜青虫 用1200 - 1500倍液青虫菌防治（加

0.1%的洗衣粉做粘着剂），田间发现白粉蝶后马上喷

药；田间虫口密度大时可用20%杀灭菊酯2000倍液，

或90%敌百虫晶体800倍液喷雾。

6.小菜蛾1.8%爱福丁乳油3000倍液喷雾，或卫

农1号70毫升，杀灭灵70毫升加水50升喷雾可兼治

夜蛾科及其他多种害虫。

2.4.5 采收

（下转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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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丽水春茶产销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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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产业是丽水的农业主导产业，茶叶生产收入

状况直接影响到丽水广大茶农的增收。受去冬今春

多次寒潮冻害以及国内外茶叶消费购买力下降的多

重影响，今春茶叶生产备受各界关注。为了及时掌

握2016年度丽水市春茶产销形势，国家茶叶产业技

术体系丽水试验站对丽水各县（市、区）及浙南茶叶

批发市场开展了春茶调查，调研结果如下（数据截止

到5月31日）：

1 基本情况

我市现有茶园总面积为54.5 万亩，采摘面积达

到48.6万亩，全市2016春茶产量1.41万吨、产值为

19.72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49%和 2.06%。

全市绿茶产量1.24万吨，同比增长2.13%，产值达到

17.06亿元，同比增长2.74%。绿茶产量为春茶总产

量的八成，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全市红茶产量达

到1497吨，产值2.42亿元，红茶产量、产值与去年相

当。乌龙茶产量146吨，同比下降26.63%，产值1459

万元，较去年减少33.41%。

2 产销形势分析

2.1 产量产值增幅放缓，绿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今年没有延续往年产量产值大幅度增长的势

头，冻害直接造成了产能的下降，特别是3月26-28

日连续三天的晚霜冻害，给全面开采的嫩梢造成了

较大的损失，所幸没有导致大范围减产，其中只有一

县（市、区）产值产量较上年略有下降，其他县（市、

区）比去年略增，龙泉、景宁增幅较大。追其原因龙

泉市大力增加野生茶资源的开发利用，加上近几年

茶产业发展迅速，每年都有新茶园投产，使其茶产量

和产值总体还是保持逐年增长的态势。景宁是由于

白茶品种开采时间迟，没有受到倒春寒影响，加上白

茶投产面积增加等原因。

绿茶是我市的优势产品，生产与消费的吻合度

高。以丽水香茶为代表的丽水绿茶，是济南等北方

茶市的大宗流通产品，目前已经从华北市场向华南、

西南市场扩散，丽水香茶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百姓

茶。从我市茶产业发展层面来说今后还应保持以绿

茶生产为主。近几年，为了应对市场环境变化，企业

和加工户们对红茶研创热情不减，其整体产销形势

良好。但对于“红茶热”需理性对待，红茶促销宣传

只能适度不宜过头。乌龙茶是龙泉市的特色产品，

但龙泉市今年乌龙茶产值、产量均减少近45%，减产

的主要原因是本地没有培养较好的乌龙茶消费习

惯，外地客商在浙南茶叶批发市场采购乌龙茶数量

较少，导致乌龙茶生产整体效益不高，于是原先生产

乌龙茶的加工户纷纷转向红茶加工。

2.2 春茶整体销量平稳，高档茶销售继续疲软 中

低档香茶走俏

调查发现，春茶整体销售态势平稳，今年春茶在

销量上，四个县（市、区）略有下滑，平均降幅在10%左

右；五个县（市、区）与去年持平。在销售速度上，四

个县（市、区）与去年持平，四个县（市、区）减缓，其中

景宁县较去年销售速度加快。但经了解各县市区在

茶叶滞销、库存积压方面并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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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政策面调整等因素影响，今年春茶高档礼品

茶销量继续下滑，平均降幅约达20%以上。中低档茶

销售形势看好，茶叶均价提高，呈现量价齐升态势。

全市今年的香茶加工量增加。截止目前，大部分茶

叶销售单价仍然维持在每斤30元以上，一定程度上

保障了春茶增收。

2.3 生产成本较去年略有增加、茶青价格出现“两

头低”现象

在生产规模继续扩张的同时，生产成本也在持

续增加中，今年各地茶叶生产物质投入成本较去年

增长4.6%，，其中五个县（市、区）物质投入无变化，四

个县（市、区）有所提高，景宁县增幅最大达12.3%.采

工平均工价每天135元，较去年增长3.7%。其中持

平有的六个县（市、区），三个县（市、区）上升，其中景

宁县增辐达11.6%.

茶青整体价格基本与去年持平，由于倒春寒的

影响，青叶价格出现“两头低”现象。今年每斤100元

以上青叶价格比上年减少一个礼拜左右，造成高档

青叶比例减少。3月初，龙井品种开采，茶青也仅有

80元，高的也不过90元，很少出现以往年的100元以

上的高价。3月8日预报冷空气来袭，9 - 11日出

现了大范围的雨加雪天气，并伴随着严重的冰冻，茶

叶发生严重的冻害，龙井茶青回落30 - 40元。3月

26 - 28日连续三天的“倒春寒”影响，使得已普遍发芽

的茶叶二次受霜冻。后期茶青价格低，仅有5 - 10元。

2.4 浙南茶叶批发市场流通情况

浙南茶叶市场是我市茶叶产销的风向标，从多

年数据监测来看（下图），今年前五月交易量交易额

略高于往年。五月份浙南茶叶市场交易量2.16万

吨，交易额11.81亿元，交易量和交易额同比上升了

0.79%和3.82%。前五月浙南茶叶市场交易总量4.19

万吨，交易总额34.07亿元，交易量和交易额分别上

涨了0.79%和3.82%。五月市场交易以香茶为主。香

茶具有条索细紧、色泽翠润、香高持久、滋味浓爽、汤

色清亮、叶底绿明的独特风格。同时价格实惠，深受

广大消费者喜爱，名气也越来越大，畅销全国20多个

省、市，浙南茶叶市场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大量福

建、四川、湖南、湖北、江西、贵州、安徽等地的香茶不

远千里送到浙南茶叶市场销售。

3 下步建议

对于后期市场的信心调研也发现，各县市区信

心一般。目前，茶叶市场稍显低迷，受上年度库存积

压影响，今年春茶各路茶商实行快进快出策略。当

前加大市场营销推广力度，积极扩大消费应该成为

所有涉茶主体的主要任务。从产业大局出发，齐心

协力共同开拓市场，为提高后期市场的信心，自上而

下形成合力。对政府而言，加大品牌宣传力度。引

2010-2016（5月）浙南茶叶市场交易量（吨）

（下转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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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木耳人工栽培的起源

关于黑木耳人工栽培的起源，有多种说法，通常

认为其原始的人工栽培大约在公元600年前后[1]起

源于我国，是世界上人工栽培的第一个食用菌品种，

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唐朝川北大巴山、米仓山、

龙门山一带的山民，就采用“原木砍花”法种植黑木

耳。直至清朝后，我国东北长白山、河南伏牛山等才

开始人工种植黑木耳。实际上，野生黑木耳资源在

我国分布非常广泛，从东北的大兴安岭，到中部的秦

岭、伏牛山，西部四川的大巴山，以及华东的武夷山

脉均有分布。故黑木耳被我国人民采集食用的习俗

在我国分布较广。其中所提到的黑木耳的“原木砍

花”法种植一说，应该出自于王祯的《农书》中记载

“经年树朽，以蕈碎锉，匀布坎内”之解说，王祯在元

贞元年（1295年）至大德四年（1300年）任宣州旌德

（今安徽旌德）及信州永丰（今江西广丰）县令，大约

在元成宗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左右著成《王祯农

书》。有两个事实值得注意：其一是王祯在任宣州旌

德（今安徽旌德）及信州永丰（今江西广丰）任职后再

作的《农书》，而这两处均与浙江丽水相邻，而与四川

的大巴山区相距千里，故王祯所掌握的关于黑木耳

的栽培方法，应更多的来自于浙闽山区的生产实

践。其二是王祯的《农书》著成时间大约在元成宗大

德四年（公元1300年），而浙江龙泉的何澹(1146—

1219)于嘉定二年(1209)六月至五年初，在其主持修

撰《龙泉县志》中记载了香菇砍花法栽培技术全过

程，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精确、最完整的人工栽

培香菇的记录。何澹的关于香菇“砍花法”早于五祯

的《农书》近100年。是否有理由认为，当年吴三公发

明的香菇的“砍花法”栽培技术，同样已经被当地的

山民运用于黑木耳的生产，只不过是由于香菇是一

种美味的食品受到广泛关注，而黑木耳比较多地作

为药物使用而被忽视。在王祯所记录的黑木耳的

“经年树朽，以蕈碎锉，匀布坎内”的生产方式，应该

是对包括浙江丽水在内的武夷山区的山民所种植黑

木耳方法的总结。也由此说明，丽水是我国乃至世

界最早开始人工栽培黑木耳的地区之一。

有关史料也说明了丽水地区黑木耳的人工栽培

情况。1209年嘉定《龙泉县志》就有记载“大木以十

数,几年所蔽覆,此柱其耳(黑木耳)乎”,可见黑木耳

早已成为龙泉百姓生计来源。

2 黑木耳栽培技术的演变

通常认为黑木耳的人工栽培主要经历了孢子自

然接种、孢子液人工喷洒接种、菌种接种段木栽培和

菌种接种代料栽培4个发展阶段。栽培模式也经过

了瓶栽、块栽、床栽和袋栽等不同模式的研究探索和

实践。从古文献记载的有关黑木耳的人工栽培方式

的内容看，今天的黑木耳人工栽培技术是人类对黑

木耳的生长规律经历漫长的历史岁月而形成的：

第一个阶段为孢子自然接种阶段。据明朝李时

珍《本草纲目》菜部二十八卷菜之五木耳篇记载，“恭

曰：桑、槐、楮、榆、柳，此为五木耳。软者并堪啖。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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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人常食，槐耳疗痔。煮浆粥安诸木上，以草覆之，

即生蕈尔”。此处所说的“恭曰”，被认为是指唐朝曾

主持编撰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正式颁布的药典《新

修本草》(又名《唐本草》的苏敬，后避讳改名苏恭。

因此，我国黑木耳栽培的历史通常被认为有1400年

的有中国历史了。该阶段的人工栽培技术，是以改

善野生黑木耳的生长环境为特征，“以草覆之”，以减

少光照对黑木耳生长的影响，为黑木耳菌丝体的生

长提供一个散射光的环境，并增加出耳环境中的湿

度，附以“浆粥”为营养，提高野生黑木耳的产量。应

该是我国古代劳动者对黑木耳生长规律和所需要的

环境的一个最初的认识经验总结。

第二阶段是以子实体接种栽培。宋元时期的王

祯《农书》中记载“经年树朽，以蕈碎锉，匀布坎内，以

蒿叶及土覆之，时用泔浇灌……雨露之余，天气蒸

暖，则蕈生矣”。其中“以蕈碎锉，匀布坎内”即人工

接种，用黑木耳的子实体替代自然空气中的黑木耳

孢子，不仅提高了耳木“受种”的机率，“以蕈碎锉”所

得到的是黑木耳的营养体与孢子的混合物，以这些

材料作为“种子”进行播种，有意或无意地开始了黑

木耳菌丝体克隆繁殖技术利用。人工接种后，“时用

泔浇灌”，为菌种提供营养和湿度条件，

至清代，湖北的郧属等地已发展为黑木耳的重

要产区。《湖北道志》记载：“木耳，《黄州府志》以为罗

田专产、然它县亦有之。《道城志》谓之木蕊，亦木耳

也。上游诸郡枣阳、南漳、谷城、兴山、归州、巴东、长

阳等处所出亦盛，而以郧属产者最为著名，世谓之郧

耳。”另外，房县的栽培已达到相当规模，排架在山上

的耳木“杈丫纵横，如结栅栏”另外大巴山南麓的四

川南江、万源、太平等地已是具有成熟栽培木耳经验

的产地，这些地方将直径若茶皿的育成树砍为节，

“头年卧山，次年立架，一经春雨则茁生木耳”，而对

称之为“木耳厂”的种耳之山，记述更为详尽：“择山

内八九年，五六年花粟、青冈栎、梓树用之，不必过

大，每年十月内，将树伐倒，纵横山坡上，雨淋日晒，

至次年二三月间，将木立起，二三十根攒一架，再经

淋晒，四五月内即结木耳，第一年结耳尚少，二年最

旺，三年后木朽烂不出耳矣。采耳遇天晴则晒晾，阴

雨用火焙干，然后打包”。这一方法一直沿用至20世

纪的60 - 70年代。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步认识了黑

木耳的生长规律，开始利用孢子液喷洒接种的方法

进行黑木耳生产，使黑木耳的第二代栽培技术具有

了现代科技的内涵。从现代生物技术看，利用黑木

耳孢子液喷洒接种提高了耳木上孢子浓度，保证了

耳木的受粉几率。且接种方便，效率高。但存在的

问题是黑木耳通过有性过程进行繁殖，增加了黑木

耳品质的变异性，易导致黑木耳种质变化。

第三阶段为椴木接种阶段。自从英国物理学家

罗伯特·虎克(Robter Hooke,1635 — 1703)发现了

细胞后，人类对生物认识从宏观表面深入到了微观

内部，对微生物的认识也从子实体阶段发展到菌丝

体阶段。生物技术的进步，使人类有可能从真菌的

子实体获得菌丝体细胞，并进行繁殖培养，获得纯菌

丝体，开始菌丝接种培养。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

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邓庄研究了木耳、砂耳、银耳等25

种大型真菌的菌种和普通实验用培养基、液体培养

基、木屑培养基等培养时所需要营养、Ph、温度、湿

度、光照、通气以及接种至出菇所需时间等。并根据

不同种类子实体对温度的要求划分了三个类型：低

温型（子实体分化最高温度不超过24 ℃，最适温度

在20 ℃以下，如香菇、双孢蘑菇等）、中温型（子实体

分化最高温度不超过28 ℃，最适在20 ～ 24 ℃以

下，如大肥菇、紫菇、黄伞、木耳等）、高温型（子实体

分化最高温度不30 ℃以上，最适在24 ℃以上，如牙

齿草菇、银丝菇等）；又根据子实体发生对温度的反

应，分为变温结实型和恒温结实型（变温处理对子实

体分化无促进作用，如木耳、草菇、茛丝菇等），为黑

木耳的栽培提供了理论基础，自此开启了黑木耳椴

木接种栽培阶段。1955年，中国科技工作者开始培

育黑木耳固体纯菌种，发明了段木打孔接种法，开始

出现了纯菌种人工接种栽培阶段。与此同时，黑木

耳良种选育工作也系统地开展起来，获得了一批重

要成果。

关于黑木耳人工栽培的第三阶段，利用黑木耳

孢子液喷洒接种进行黑木耳生产的技术，现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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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停留在有此阶段之说，未见其始于何时，出于何人

之作。有龙泉的地方史料介绍，“民国末期(19l2 -

1949), 丽水开始出现人工椴木接种生产黑木耳,

龙泉人李师颐利用黑木耳孢子液喷洒接种的方法，

为黑木耳袋料栽培技术研发和推广奠定了坚实基

础”。但从史料看，李师颐主要贡献在于香菇的栽培

技术研究。19世纪未20世纪初，一部分在国外留学

的知识分子，怀着救国、实业救国的宏伟理想，开始

在国内传播西方和日本的先进种菇技术，开展各种

食用菌的栽培试验。30年代福建的潘志农先生，早

年旅居南洋，1926年开始学习种菇，回国后，龙泉的

李师颐便与其多有交往，通过与潘志农先生交流，李

师颐开始了银耳和香菇的栽培研究，先后出版了《银

耳香菰系列律》（1930年）和《改良段木种菰术》（1939

年），由此可见，李师颐应该没有涉及到黑木耳的人

工孢子液喷洒接种的研究。

据《中国食用菌产业科学与发展》（张金霞，

2009）介绍，王清水（1929年）曾在银耳栽培上，采用

孢子液或银耳干粉洒在椴木上进行人工栽培，虽能

增长，但表现不稳定。1942-1945年，曾在四川工作

的华中农业大学杨新美教授，在日本人发明的孢子

液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用人工培养银耳孢子液接

种获得成功。由此可见，黑木耳人工栽培的第三阶

段应该迟于人工银耳孢子液接种。有资料认为人工

黑木耳孢子液接种技术是由杨新美教授在20世纪

70年代提出[2]。

1977年7月，丽水地区副食品公司组织所属各

县有关单位人员共14人赴湖北省房县学习黑木耳栽

培技术。之后，以菌种接种的段木接种栽培技术在

云和县、景宁县得到较大面积推广。

随着黑木耳椴木人工接种技术的推广，浙江省

丽水地区的传统食用菌产区通过从湖北房县引进了

黑木耳椴木人工接种栽培技术，并逐步推广开来。

黑木耳椴木人工栽培技术的推广和产业发展，又刺

激了黑木耳菌种产业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初，浙

江省医药公司在云和县投资兴办了云和菌种场，由

该菌种负责闽、浙两省茯苓、黑木耳菌种供应与技术

培训任务。菌种在云和县建立后，推进了云和黑木

耳的生产，使云和黑木耳成为浙江省的出口名牌[4]。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政府的一系列利好政策推动下,

浙江省丽水地区安仁镇建起了大小菌种场150多家，

年生产销售段木黑木耳菌种2000万包，销往湖北、河

南、安徽、江西、福建、湖南等20多个省市，成为国内

最大的黑木耳菌种生产基地。

第四个阶段为代料栽培。1997年8月，丽水地

区（市）林科所（院），丽水地区（市）科委（科技局）支

持下，开展了黑木耳袋栽品种对比试验，至1997年通

过云和县农业局进行代料黑木耳栽培技术的推广，

完成了试验、创新、完善三个阶段，标志着丽水市的

黑木耳生产进入了袋料栽培木耳阶段，黑木耳产业

得到快速发展[5]。丽水市（原地区）林科所于的代料

黑木耳栽培技术的研究，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代料

黑木耳发展的出耳期霉菌感染问题，从品种选择、管

理模式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形成全光照袋栽黑

木耳新技术。为代料黑木耳栽培技术的发展打下了

基础。

同时，1998年春夏之交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水，

国家加大了森林保护力度及生态防护林建设，加大

退耕还林等力度，段木砍伐被严格控制，段木栽培黑

木耳数量急转直下，当时安仁的黑木耳菌种场不知

何去何从，生产出来的黑木耳菌种曾经一度滞销。

龙泉菌农谢富忠等人开始把卖不了的菌种搬至大田

试着出耳，做起黑木耳代料试栽，经过几年的摸索，

总结出来了黑木耳的代料栽培技术，在丽水地区的

龙泉、云和等地逐步推广开来。

至2004年，受香菇代料栽培技术推广运用结果

的影响，丽水地区云和县农民郑云隆，参照当地香菇

菌棒的制作方法，用以木屑、麦麸、棉籽壳等农产品

加工后的废料为主产料，采用塑料袋装袋后进行灭

菌、接种，制成人造耳木进行仿生栽培，并在塑料筒

袋上开设出耳小孔。通过多年试验研究，创造了黑

木耳人造耳木仿生栽培技术。采用塑料袋装袋培养

进行栽培的生产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益。使黑木耳

的生产摆脱了森林资源的限制，产业规模迅速扩大，

黑木耳产区遍及大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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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丽水黑木耳产业的发展

丽水的黑木耳栽培自1977年从房县学习引进

后，黑木耳菌种段木接种栽培技术80年代在云和县、

景宁县得到较大面积推广，然而由于黑木耳的椴木

栽培，与香菇栽培一样，对森林的依赖性很强，加上

我国曾经长期奉行的以粮为纲的农村经济发展战

略，故其产业一直处于小规模发展阶段，黑木耳的产

业化发展受到限制。丽水黑木耳只作为一种地方土

特产存在，未能实现产业化和规模化。

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黑

木耳生产得到逐步发展。尤其是在丽水地区林科

所、龙泉谢富忠、云和郑云隆等人的第四代黑木耳人

工栽培技术完善的基础上，“仿生黑木耳”栽培技术

取得了重大突破，使产业的发展速度达到空前水

平。丽水的黑木耳产业得到迅速发展，至90年代后

形成了以异地开发为主的产业特色，分布16个省84

个县，异地开发人员达5000多人，年平均播种量达

1000万袋，产量达1.2万吨。

黑木耳的新品种和栽培技术也随之不断出现。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丽水的科技人员从野生菌株

驯化、选育出闻名全国的优质高产新品种“新科”,由

于该品种具有单片、色深、耐泡等独特优质性状,经耳农

大面积多年栽培,受到广泛好评。黑木耳新品种“新科”

誉满全国,风靡于日本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

近年来，丽水各黑木耳产区通过产业改造、提

升，黑木耳栽培逐步实现了标准化、规范化。目前，

全市代料黑木耳呈现快速发展态势，黑木耳的栽培

规模从2002年约200万袋，2003年800万袋，2004年

达到3000多万袋，湖北、黑龙江、辽宁等黑木耳主产区

纷纷到丽水考察学习，对全光照袋栽黑木耳新技术给与

高度评价和认可，该技术已推广到安徽、江西、湖南、湖

北、四川、河南、河北、黑龙江、辽宁、吉林等省份。

小兴安岭作为我国东北的生态屏障，天然林保

护工程启动后，十万林业工人转产。伊春市委将发

展香菇、黑木耳等原生态食用菌作为支柱产业，2007

年4月份，派市政协副主席带队专程到龙泉协商黑木

耳技术交流与协作事宜。通过考察分析了丽水的黑

木耳生产技术后，得出了改良北方黑木耳生产模式

的方法，即“改短袋为长袋，以增加出耳表面积；改割

口为刺孔，使大朵型木耳变小朵型木耳，以符合出口

规格；改林地内遮阴出耳为林地外出耳，以增加受热

量，提高质量和品质”，这一技术方案在北方黑木耳

产区得到广泛推广。

参考文献：

[1] 黄年来等 中国食药用菌学 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

2010.10

[2] 张金霞 中国食用菌产业科学与发展 2009.6

[3] 王伟平 云和黑木耳历史文化溯源 浙江食用菌

2008.16（2）1-4

[4] 张寿橙 菇耳与农村经济 西泠出版社 2013.8

[5] 李伶俐 浙江省丽水地区袋料栽培木耳品种比较试验

食用菌学报2012．19（2）：55～58。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路新彦）

导茶产业成功升级转型，度过卖茶难关，必须从“供

给侧”进行改革，提高茶叶品质、优化各类存量，塑造

茶叶品牌。借助茶博会、网络、报纸、多媒体等各种

活动平台，开展“丽水香茶”品牌宣传活动，重点抓好

丽水香茶济南茶博会及广告宣传工作。对企业而

言，应该摈弃“高大上”的定位策略，让茶叶回归到茶

叶，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改变了茶叶的本质。建议

企业积极进行茶叶市场调研，以消费者需求为依据

进行产品结构调整。企业要结合自身优势开发适合

大众消费特征的茶叶产品，集中优势资源推出企业

的特色产品。对茶叶市场来说，要进一步完善整体

功能，增强市场竞争力，使市场健康持续发展，为实

现当地茶叶产业化经营施展更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何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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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SR的我国蚕豆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研究

李汉美1，丁潮洪1*，郑小艳2

（1.丽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浙江 丽水 323000; 2.丽水学院生态学院，浙江 丽水 323000）

摘 要：蚕豆（Vicia faba L.）起源于亚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豆科植物之一。由于其为常异花授粉结实，而演化出了不同类型

的栽培品种。本研究应用5对SSR和3对EST - SSR引物对39份蚕豆种质（以我国原产为主）进行遗传多样性研究。结果表明：

8对引物共扩增出73条带，其中多态性条带72条。有效等位基因（Ne）所占比重为98.63%；期望杂合度（He）的变化范围为0.12 ~

0.83，观察杂合度（Ho）的变化范围为0.13 ~ 0.97，多态信息含量（PIC）值变化范围为0.12 ~ 0.80；非加权配对算术平均法（UPG

MA）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供试样本可以分为两大支，蚕豆遗传背景与不同的地理分布和生态习性密切相关，主成分分析（PCA）

结果与UPGMA聚类分析结果基本一致。本研究结果可以为我国蚕豆种质资源的收集、鉴定和杂交选育提供重要依据。

关键词: SSR；EST - SSR；蚕豆；遗传多样性

第一作者：李汉美（1984-），女，山东济南人，农艺师，从事豆类蔬菜育种及栽培技术的研究。联系电话：13575376696。

通讯作者：丁潮洪（1974-）,男，浙江缙云人，高级农艺师，从事豆类蔬菜育种及栽培技术的研究。联系电话：13557807166。

引言

蚕豆（Vicia faba L.），又称胡豆、佛豆，属于豆

科（Leguminosae），蝶形花亚科（Papilionoideae），

野豌豆族（Vicieae），野豌豆属（Vicia）的常异花授

粉植物[1]。蚕豆起源欧洲地中海沿岸、亚洲西南部至

北非，已成为最重要的豆科植物之一，它不仅为人类

饮食提供了重要的蛋白质资源，而且还具有一定的

药用价值。据《中国药植志》《中医学大辞典》等书记

载蚕豆具有益胃、利湿消肿、止血解毒等功效。

我国的蚕豆种质资源是从国外引进的，并且蚕

豆在我国已经有超过2100年的栽培历史[3]。我国蚕

豆的种质资源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一带，据FAO最新

统计（FAO，2012），我国蚕豆的栽培面积为125万hm2，

总产量和面积均居世界第一[4]。我国长期库保存的

国内外蚕豆种质资源5000多份，其中65%为国内地

方品种和育成品种，35%为引进的国外蚕豆资源[3]。

农业上一般将蚕豆按播种期分类可分为春蚕豆和冬

蚕豆；按种皮颜色分类可分为青皮蚕豆、红皮蚕豆和

白皮蚕豆。但是对于蚕豆的起源和遗传型分类至今

还不清楚[1]。

虽然我国拥有的蚕豆种质资源很多，但蚕豆是

野豌豆属中生殖隔离特性最强的一个种，所以蚕豆

的遗传背景比较狭窄，且我国对于蚕豆种质资源的

早期研究仅局限基于形态特征的传统方法来评价种质

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借助于分子标记手段的研究较少。

自AFLP标记开发以来，我国在豆类蔬菜研究上

最早进行的是辅助选择育种、品种鉴定等相关研

究[7]，后来才开始利用AFLP分子标记在小豆[8]、木

豆[9]、羽扇豆[10]等豆类蔬菜中研究种质资源的遗传多

样性[11]，这些研究对小豆、木豆等种质资源的鉴定与

分类有重要的科学依据。但是该标记在我国蚕豆种

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的研究相对较晚，2007年以前，国

内关于 AFLP 技术在蚕豆上的应用并没有相关报

道[12]。目前较多的报道是研究青海蚕豆的遗传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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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刘玉皎选用149份生态条件差异较大的蚕豆种

质，用10对AFLP引物进行扩增，结果表明有效等位

变异比例由小到大依次为地方品种、国外种质、选育

品种；而多态性比例正好相反[13]。RAPD标记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1997 - 2008年[12-27]，但因无法区分杂合

与纯合以及结果不稳定等原因，2010年以后用的相

对较少，但在蚕豆、大豆、木豆上也有研究，基本上能

得出其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与地理来源、生态分

布以及习性有关[3,28-32,]。近年来，由于SSR标记多态

性较高，其分子标记开发较为完善且成本较低，已在

我国豆类蔬菜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研究中的应用越

来越多，尤其是在野生大豆、豌豆、小豆上。以丁艳

来等、严茂粉等研究者为代表，共开发了约243对

SSR引物对野生大豆的遗传多样性进行分析，结果表

明野生大豆的遗传多样性要高于栽培群体，野生大

豆的遗传多样性与生态习性有关[33]。宫慧慧[34]等，

宗绪晓[35]等利用SSR分析小豆、豌豆的源遗传多样性

时发现遗传变异与地理起源、生态环境相关。相比

这些豆类蔬菜，目前在蚕豆上开发的SSR、EST-SSR标

记相对较少，王海飞[3]利用11对SSR引物对国内外

802份蚕豆资源进行扩增，其中多态性条带占93.4%，

结果表明蚕豆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与不同的地理

来源有关，云南和内蒙古蚕豆资源的遗传多样性较

高，非洲蚕豆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相对较低。李

泽昀[36]等利用国内外的29个蚕豆种质首次分离和鉴

定了11个蚕豆EST - SSR分子标记，结果表明我国

蚕豆品种的遗传多样性较低，并且经检测发现这11

个蚕豆EST - SSR分子标记在豌豆上具有较高的的

通用性。Gong[2]等先后各利用11个EST-SSR标记对

来自中国和欧洲的29个蚕豆品种的遗传多样性进行

评估，结果表明蚕豆的遗传背景十分狭窄。

本研究通过SSR和EST - SSR方法对39份蚕豆

种质进行遗传多样性研究，比较不同的地理来源、生

态习性和生态分布对我国蚕豆资源遗传变异和遗传

相似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对于蚕豆的杂交科学育种

具有指导价值，有利于提高我国蚕豆种质资源的收

集、鉴定、评价、利用和创新的效率，对于促进国内外蚕

豆种质资源的收集、研究和育种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蚕豆种质资源大部分为地方品种，一部分由中

国农业科学研究院科研单位保存，另一部分则由丽

水市农科院收集的地方资源。种质样本的基本信息

如名称和原产地等见表1。

1.2 基因组DNA提取

取蚕豆样本幼苗的新鲜幼叶，采用改良CTAB法

提取基因组DNA。取0.5 g左右的叶片，在液氮中研

磨，把它加入到预热的 900µl 的含 1%巯基乙醇的

CTAB提取缓冲液中，水浴1小时，然后加入等体积氯

仿：异戊醇，12000 r/min抽提，重复2遍，之后取上

清液，加入等体积的异丙醇沉淀，留下白色絮状物，

然后用100 µl TE溶液溶解风干后的该絮状物，加入

0.5 µl RNA酶 37 ℃水浴1 h，放入冰箱备用。取

5µl DNA样品在1%琼脂糖凝胶电泳上进行水平电泳，

根据带型和亮度初步判断其纯度和质量，各样本取

1 µl 利用 UV - Vis Spectrophotometer Q5000 分

光光度计读取Conc.(ng/µl)值检测其DNA浓度，读

取260/280、260/230的值检测其纯度，蚕豆样本的浓

度最高可达到3813 ng/µl，最低222 ng/µl，说明提

取的基因组DNA质量是不错的，[放在结果中]最终稀

释到20 ng/µl放入-20 ℃冰箱保存备用。

1.3 引物筛选和PCR扩增及检测

本研究以筛选多态性相对较高的引物为依据，

从Tao yang, Shi - ying Bao等开发的94对SSR标

记中粗选了8对，从李泽昀开发的11对EST - SSR标

记中粗选了2对，从宗绪晓提供的127对EST - SSR

引物中粗选了3对，进行新引物的合成，从中选择扩

增效果比较好的5对SSR引物以及3对EST - SSR引

物 用 于 研 究 ，其 中 SSR 引 物 为 CAAS8、CAAS10、

CAAS59、CAAS69、CAAS71；EST - SSR 引物为 P121、

P139、EST63[此部分表述繁冗，建议简化][36,37]，引物

的基本信息见表2。所有引物均由生工生物工程（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每对正向引物用FAM或H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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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39蚕豆样本的基本信息及形态特征

样本编号

NO.

1

2

3

4

11

12

14

15

17

21

26

27

29

30

31

32

33

34

39

40

41

45

49

53

54

55

56

58

59

65

69

70

72

73

101

102

103

104

105

样本名称

Sample

‘183’

‘绿皮豆’

‘清河蚕豆’

‘研和蚕豆’

‘Fa11-8’

‘通蚕鲜3021’

‘江苏白籽’

温州地方

‘通蚕鲜6号’

‘临蚕2号’

‘成胡10号’

‘8056’

‘810128’

‘323’

‘蚕豆’

丽水地方

‘3010’

‘230’

‘铜皮豆’

绿皮圆粒

‘双绿5号’

‘田鸡青’

田鸡青

‘青海三号’

‘103’

‘314’

‘234’

‘大白豆’

‘半花’

‘陵西一寸’

/

/

/

‘通蚕鲜7号’

‘慈溪大白蚕’

‘绍兴罗汉豆’

‘胡豆’

‘大白皮’

‘江苏红籽’

原产地

Origin

荷兰

沾益县

陆良县

玉溪县

南通

南通

江苏

温州

南通

甘肃

四川

四川

德国

约旦

玉溪县

丽水本地

南通

土耳其

未知

丽水本地

未知

绍兴地方

未知

青海

未知

叙利亚

土耳其

保山县

莆田县

日本

云南

江苏

福建

江苏

慈溪地方

绍兴地方

四川雅安

江苏

江苏

种皮色

Seed

乳白

绿

乳白

乳白

红；紫

浅绿

浅绿

乳白

浅绿

乳白

乳白

乳白

乳白

紫；乳白

乳白

深绿

乳白

乳白

红

深绿

浅绿

深绿

深绿

乳白

乳白

乳白

乳白

浅绿

浅绿

乳白

/

乳白

/

乳白

乳白

浅绿

/

乳白

红

花旗瓣颜色

白带褐纹

白带褐纹

白带褐纹

白带褐纹

白带紫纹

紫

白带紫纹；紫

白带紫纹

紫

白带紫纹

白带褐纹

白带褐纹

白带褐纹

白带褐纹

白带褐纹

紫

白带褐纹

白带褐纹；

紫；白带褐纹

白带褐纹；紫

白带紫纹

紫

紫

白带褐纹

白带褐纹

白带褐纹

白带紫纹

白带褐纹

紫；白带褐纹

白带褐纹

紫；纯白

白带紫纹；紫

紫；白带褐纹

白带紫纹

紫

/

/

白带紫纹

白带紫纹

播种情况

春播

秋播

秋播

秋播

秋播

秋播

秋播

秋播

秋播

春播

秋播

秋播

春播

春播

秋播

秋播

秋播

春播

秋播

秋播

秋播

秋播

/

春播

春播

春播

春播

秋播

秋播

秋播

秋播

秋播

秋播

/

秋播

秋播

秋播

秋播

秋播

粒型

大粒

大粒

大粒

大粒

大粒

/

/

/

大粒

大粒

中粒

中粒

大粒

大粒

大粒

大粒

大粒

大粒

大粒

大粒

/

中粒

中粒

大粒

大

大粒

大粒

大粒

中粒

中粒

/

/

/

大粒

大粒

小粒

/

大粒

/

荧光染料进行标记，引物的退火温度为52 - 56 ℃，

目的片段为150 - 300 bp。

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反应液为25 µl，其中包

含 16.3 µl 的 H20，2.5 µl 的 10X PCR buffer

（Mg2+），1 µl的10 µM上游引物，1 µl的10 µM下游

引物，1 µl的 DMSO，2 µl的 10 mM dNTP，0.2 µl的

rTaq DNA 聚合酶（Takara），1µl 的模板 DNA。PCR

buffer（Mg2+）、dNTP、rTaq DNA聚合酶均购自Takara。

PCR循环程序为94 ℃预变性3 min；94 ℃变性

30 s；退火温度58 ℃ - 60 ℃ 30 s；72 ℃延伸40

26



丽水农业科技2016年第2期 ·专题综述·

表2 SSR引物的基本信息

s，循环34次；72 ℃延伸5 min；12 ℃保温。各引物

的退火温度见表2。PCR反应在Eppendorf仪器上进

行。

取4 µl PCR产物在1%琼脂糖凝胶（TAE缓冲液）

中进行电泳检测，恒定电压为120V，用DL2000 Mark-

er（上海鼎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作为标准分子量。

1.4 测序

本研究根据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的要求，把Fam和Hex标记的PCR产物以浓度1：1混

合，取10 µl送测，测序由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完成。

引物

Primer

P121

P139

CAAS8

CAAS10

CAAS59

CAAS69

CAAS71

EST63

重复类型

Repeat

(GGAACC)3

(CCA)8

(AAC)14

(AAG)5

(CAA)10

(GT)10

(GTT)15

(TC)7

引物序列

Sequence

F(5'-3')ACCAGGCAGAGTTAGATAAGCA

R(5'-3')GTCACTCGGATGTCCAGGTAT

F(5'-3')AACCCATCTGGAAGAAACA

R(5'-3')TTGAGAATCCGAAGAAACC

F(5'-3')AATTTGTTCAGCATCTCGGG

R(5'-3')CTGGTTGGTTCCTGGTGAGT

F(5'-3')CTGTTCGTCATCATCATCGG

R(5'-3')CGTAAATCAACCCCAACACC

F(5'-3')GGCCAACATAGGTGAGCATT

R(5'-3')GTGTTGTAGGCCTTTGGTCC

F(5'-3')ATTACAAATGTCGGTGCCGT

R(5'-3')AGCACAACGATAAGATGATATGC

F(5'-3')CCATGTAGCCGATTCCACTT

R(5'-3')TTCGGCAACGTAGGAAAAAT

F(5'-3')TCCCTCCGTCGTTTGACTAC

R(5'-3')GAGGGTAAGGTTGATTTGTCG

退火温度

Ta(℃）

56

56

56

53

56

54

54

52

目的片段

Size(bp)

291

214

150

150

200

170

160

250

荧光标记

modification

HEX

FAM

HEX

FAM

HEX

FAM

FAM

HEX

1.5 数据分析

依据软件对输入测序结果的格式要求对原始数

据的表格进行整理，运用软件MStools(Stephen et

al., 2001)计算各等位基因的期望杂合度（expect-

ed heterozygosities，He）、观察杂合度（observed

heterozygosities，Ho）、等位基因数（No）、有效等位

基因数（Ne）及平均多态信息含量（polymorphism

information content，PIC）。 运 用 PowerMarker

V3.0 Manual（http://www.powermarker.net）将每

个SSR位点上重复性和清晰度都较好的条带用“0/1”

数据进行统计转化成“0/1”矩阵。运用 NTSYSpc

2.02软件[38]，应用转化后的“0/1”矩阵，基于DICE

法得到相似性矩阵，采用clustering模块中的香农

指数（Shannon’s information index，I）构建UPGMA

（非加权配对算术平均法，unweighted pair group

method with arithmetic means）聚类图。UPGMA聚

类分析之后，为了检验聚类结果的好坏，一般要进行

cophenetic correlation分析，得到矩阵比较图如

图1所示。应用相似性矩阵，进行PCoA分析，得到二

维图形，最后进行相关性分析，可评价蚕豆样本的遗

传多样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因组提取结果

样本的基因组DNA电泳结果如图1所示，基因组

DNA的分子量很大，离点样孔很近但条带完整，说明

RNA残留的很少，DNA提取质量很高。通过测定，各样

本DNA的浓度在222.19 ng/µl - 3813.51 ng/µl之

间。将每个样本用超纯水稀释至20 ng/µl 左右，用

于下面的各DNA片段的PCR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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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部分蚕豆基因组DNA在1%琼脂糖中的凝胶电泳检测结果

2.2 PCR结果

所有引物的扩增结果电泳图如图2所示，每对引

物的扩增效果都较好，但是每对引物扩增的浓度有

差异，故需按照1：1的浓度取10 µl送测。P121引物

的目的片段长度为291 bp，P139引物的目的片段长

度为214 bp，则将其混成一管；CAAS8引物和CAAS10

引物的目的片段长度均为150 bp，故将其混成一管；

CAAS59引物的目的片段长度为200 bp，CAAS71引物

的目的片段长度为160 bp，故将其混成一管；CAAS69

引物的目的片段长度为170 bp，EST63引物的目的片

段长度为350 bp，故将其混成一管。

图2 各SSR引物的PCR产物在1%琼脂糖凝胶上的电泳. M：DL2000 Marker. a:1～4 为P121，5～8为P139;

b:1～4为EST63. c:1～4为CAAS59扩增产物，5～8为CAAS8扩增产物.d:1～2为CAAS10; 5～6为CAAS6，7～8

为CAAS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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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SSR引物的多态性

如表3所示，5对SSR引物以及3对EST - SSR引

物在39份蚕豆样本中共扩增出73个条带，多态性条

带72条。除了P139引物的多态性为80%，其余引物

的多态性几乎为100%。每对引物平均扩增出9个

No，其中平均Ne 9个，Ne所占比重为98.63%；不同的

数据指标从不同方面揭示了8对引物对于揭示39份

蚕豆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上存在很大差异。其中

No、Ne最多的SSR引物是CAAS8、CAAS71都为12，其次

是 CAAS59、CAAS10、CAAS69、P121、EST63、P139 的 No

分别为11，11，10，7，5，5，Ne依次为11，11，10，7，5，

4。He的变化范围为0.12 - 0.83，Ho的变化范围为

0.13 - 0.97，PIC值变化范围从0.12 - 0.80。8对

引物在39份蚕豆样本中扩增的各个数据见表3。数

据表明，39份蚕豆样本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态性并且8

对引物的扩增效果都较好。

引物

Primers

P121

P139

CAAS8

CAAS69

CAAS59

CAAS71

CAAS10

EST63

总和 Sum

平均 Mean

No

7

5

12

10

11

12

11

5

73

9.125

Ne

7

4

12

10

11

12

11

5

72

9

Ho

0.205128205

0.128205128

0.210526316

0.384615385

0.846153846

0.358974359

0.972222222

0.153846154

3.259671616

0.407458952

He

0.544122544

0.124542125

0.706315789

0.82950383

0.785547786

0.825840826

0.825899844

0.395271395

5.037044136

0.629630517

PIC

0.50647

0.12093

0.67508

0.79638

0.75198

0.79385

0.78917

0.36867

4.80256

0.60032

表3 8对引物在39份蚕豆样本中扩增的等位基因数、杂合度、以及PIC值

2.4 UPGMA聚类图

图3 39个蚕豆样本的矩阵比较图（r=0.7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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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GMA聚类图如图4所示，相关性检验矩阵比较

图如图3所示，相关系数r=0.7417，说明聚类结果较

好。所有的蚕豆样本大致分成两大支，支Ⅰ主要由

浙江、江苏、四川、云南及国外共35个蚕豆样本组成，

支Ⅱ有3个蚕豆样本，其中2个来自土耳其，说明土

耳其的两个蚕豆样本的遗传距离很近，另一个来自

福建，102号单独成一支。支Ⅰ又可分为69号和支

Ⅲ这2个亚支，支Ⅲ可继续分出两个亚支——支Ⅲ-A

和支Ⅲ-B。支Ⅲ-B主要由长江流域地区的蚕豆样本

组成，其皆为秋播蚕豆，支Ⅲ-A主要以北方地区的蚕

豆以及国外的4个蚕豆样本为主。支Ⅲ-A有点复

杂，可继续分出ⅰ、ⅱ、ⅲ支，其中支ⅰ与支ⅱ的遗传

距离较近。

从聚类结果可以看出，地理来源上相近的云南

与四川；江苏与浙江；四川与青海等相邻省份的资源

分别聚在一起，且遗传距离较近。具有相同生态习

性秋播区蚕豆资源可聚为一支。由此可见，聚类结

果与蚕豆不同的地理分布和生态习性密切相关。

图4 39个蚕豆样本的UPGMA聚类图

2.5 PCoA分析

利用NTSYSpc 2.02软件[38]对 39份蚕豆样本进

行主成分分析（the principal coordinate analy-

sis，PCA），绘制二维聚类图如图5所示。39个蚕豆

样本分布比较散，所以总体来看，蚕豆的遗传多样性

很高。102号与其他38个蚕豆样本的遗传关系较

远。二维聚类图将所有蚕豆样本分成2个部分，第一

部分主要由江苏、温州、云南、日本等12个秋播区蚕

豆种质组成。第二部分主要由6份国外蚕豆样本和

21个云南、浙江、甘肃、青海、江苏、福建等的蚕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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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成。但33号和70号在上面那部分，72号和54

号蚕豆样本有一部分的重叠，所以总的来说PCA分析

的结果还是与UPGMA聚类分析有点差异。由图可知，

江苏的蚕豆资源分布比较集中，国外的6份蚕豆种质

比较分散，其中土耳其的2个蚕豆样本比较集中。云南

的6份蚕豆种质分布较散，说明其遗传背景比较复杂。

大体来看，PCA分析结果基本与UPGMA聚类分析

结果一致。蚕豆的遗传多样性与不同的地理分布和

生态习性密切相关。生态环境越相近、地理来源的

区域更相邻，蚕豆种质资源的遗传关系就越近。

图5 39个蚕豆样本的二维PCA分析图

3 讨论

3.1 多样性结果

本研究通过5对SSR引物和3对EST-SSR引物在

39个供试蚕豆种质资源中扩增得到的No、Ne、Ho、He、

PIC值进行比较分析，发现39份蚕豆样本具有丰富

的遗传多样性。李泽昀利用 29个蚕豆样本探究

P121、P139引物的多态性，结果发现2对引物的等位

基因变异数都为3，PIC值分别为0.43、0.25，本研究

结果如表 3 所示，Ne 分别为 7，4，PIC 值分别为

0.50647、0.12093，这两个指标与李泽昀的数据相比

都要高一些，由此可以推测蚕豆样本的数量对于引

物多态性结果会有一定的影响。根据Tao Yang等的

研究表明 CAAS8 引物的 Ho为 0.8016，He 为 0.625，

Ho > He，而本研究的结果如表3所示正好相反，原因

可能在于核对整理测序结果时存在误差，CAAS8引物

是三碱基重复，而整理完之后变成了二碱基重复，这

应该是造成与Tao Yang等数据差异大的最主要原

因，CAAS69的 Ho为 0.8072，He为 0.9524，CAAS59的

Ho为 0.6686，He为 0.5200，CAAS71的 Ho为 0.8097，

He为 0.1429，CAAS10的 Ho为 0.7277，He为 0.7419，

总的来说，本研究的该数据如表3所示，发现 Tao

Yang等He普遍偏低，因为他就用了32个蚕豆样本，

本研究用了39个，同样可以推测蚕豆样本的多少会

对蚕豆的遗传多样性有影响，研究用的蚕豆种质资

源越丰富，杂合度就会越高。

3.2 亲缘关系结果

UPGMA聚类结果如图4所示，所有的蚕豆样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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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分成两大支，支Ⅰ主要由浙江、江苏、四川、云南及

国外共35个蚕豆样本组成，支Ⅱ有3个蚕豆样本，其

中2个来自土耳其，说明土耳其的两个蚕豆样本的遗

传距离很近，另一个来自福建，102号单独成一支，根

据表1的相关信息可推测分支情况可能与粒型大小

有关，因为就102号蚕豆样本是小粒，其他都是大粒

或中粒。支Ⅰ又可分为69号和支Ⅲ这2个亚支，支

Ⅲ可继续分出两个亚支——支Ⅲ-A和支Ⅲ-B。支

Ⅲ-B主要由长江流域地区的蚕豆样本组成，其皆为

秋播蚕豆，支Ⅲ-A主要以北方地区的蚕豆以及国外

的4个蚕豆样本为主，且支Ⅲ-A中的蚕豆样本中春

播和秋播都有，而69号单独成一亚支，而且这个样本

原产云南，所以推测69号应该为春播、秋播的中间类

型。支Ⅲ-A有点复杂，可继续分出ⅰ、ⅱ、ⅲ支，其中

支ⅰ与支ⅱ的遗传距离较近。

如图4所示，国外的蚕豆种质共有7个，都处于

不同的亚支，其中土耳其的2个样本分在同一支，除

了1个日本的蚕豆，其他4个国外蚕豆种质基本上也

在同一支。在39个蚕豆样本中，江苏的蚕豆样本基

本上都在同一支。据图4还可发现地理来源上相近

的云南与四川、江苏与浙江、四川与青海等相邻省份

的资源分别聚在一起，且遗传距离较近。但这里特

别要注意的是此蚕豆样本中共有5个来自云南省，因

为云南地处低纬高原，海拔差异大，最低海拔为

700 m，最高海拔可达2400 m，生态环境很复杂，蚕豆

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比较丰富，所以尽管这5个供

试样本都来自云南，但在分支上会有差异，这也就能

解释为什么69号样本能单独成一亚支。17和41号

比较特殊，由图3可推断可能这两个蚕豆样本的遗传

关系非常近。45和49号遗传关系很近，可推测这两

个品种应该都是‘田鸡青’。据表1数据，我们能发现

国外的7个蚕豆种质，除了日本的‘陵西一寸’蚕豆是

秋播蚕豆，其余6个蚕豆样本都为春播蚕豆。通过比

较表1的形态学特征数据和UPGMA聚类图发现与花

色这个重要的形态指标与分支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分支主要与地理来源以及春播秋播、粒型有关。

其他学者就蚕豆的遗传多样性也做过研究，王

海飞[3]利用11对SSR引物对国内外802份蚕豆资源

进行扩增，结果表明蚕豆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与

不同的地理来源有关。李泽昀[36]等利用国内外的29

个蚕豆种质用11个EST - SSR分子标记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我国蚕豆品种的遗传多样性较低。Gong[2]

等先后各利用11个EST - SSR标记对来自中国和欧洲的

29个蚕豆品种的遗传多样性进行评估，结果表明蚕豆的遗

传背景十分狭窄。本研究结果与其基本符合。

4 总结与展望

5对SSR引物与3对EST - SSR引物共扩增出73

条带，多态性条带有72条，除了P139引物的多态性

为80%，其余引物的多态性几乎为100%。每对引物平

均扩增出9个等位基因，Ne所占比重为98.63%，He

的变化范围为 0.12 - 0.83，Ho 的变化范围为

0.13 - 0.97，PIC值变化范围为0.12 - 0.80。综

上所述引物CAAS8、CAAS71的多态性最高，所以能很

好的进行杂种鉴定，但引物P139可能就不能进行很

好的区分。UPGMA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供试样本可以

分为两大支，支Ⅰ主要由我国长江流域及国外共35

个蚕豆样本组成，支Ⅱ由3个蚕豆样本组成，其中2

个来自土耳其，1个来自福建。总的来说，本研究的

蚕豆遗传多样性比较丰富。UPGMA聚类分析表明蚕

豆的遗传多样性与不同的地理分别和生态习性密切

相关。生态环境越相近、地理来源的区域更相邻，蚕

豆种质资源的遗传关系就越近。PCA结果基本与UP-

GMA聚类分析结果一致。

虽说我国拥有的蚕豆种质资源很多，但各地区

的差异很大，目前也没有很系统的分类，因此，应进

一步加强各地蚕豆种质资源的搜集，尤其是对一些

蚕豆收集工作还未展开的地区，从而丰富我国的蚕

豆种质基因库，为挖掘优秀的蚕豆种质提供基础。

为了提高蚕豆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我们应该多

引进一些国外的蚕豆种质资源，增加蚕豆种质资源

的遗传变异率。此外，目前我国对蚕豆的研究比较

分散，亟待进行蚕豆种质资源的整体研究，这对于之

后蚕豆种质资源的搜集、鉴定、评价、利用会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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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的平台。本研究结果也将为我国种质资源的收

集、鉴定和杂交选育提供重要依据。

最后，虽然分子标记在蚕豆方面已经做过很多

研究了，但以RAPD居多，SSR、EST-SSR分子标记的研

究比较少，而且研究的蚕豆种质数量也较少，所以在

开发更多的SSR、EST-SSR分子标记的同时，应增加研

究供试样本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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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中含极芳香物质的蜡梅属植物资源现状及

可持续利用对策

刘祥林1，潘跃武2，章启娟3

（1.松阳县大东坝林业工作中心站，浙江 松阳 323402；2.松阳县林业局木材运输巡查

大队，浙江 松阳 323400；3.丽水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浙江 丽水 323000）

摘 要：采用访问、实地调查和查阅有关文献资料相结合，调查分析了我国叶片中含极芳香物质的蜡梅属植物药材野生及栽

培资源现状、现代药理研究情况及开发应用状况，提出了叶片中含极芳香物质的蜡梅属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

关键词：芳香；腊梅；资源；可持续利用

蜡梅属(Chimonanthus Lindl. nom. conserv.)中柳

叶蜡梅（ Ch. salicifolius S. Y. Hu）、山蜡梅（Ch. nitens

Oliv）、浙江蜡梅（Ch. Zhejiangensis M. C. Liu）和突托

蜡梅（Ch. grammatus M. C. Liu）等叶片揉碎极芳香物

种（以下简称芳香腊梅），既是具有观赏价值的观花

植物也是民间常用中药材之一，其提取的挥发油具

有祛风解表、清热解毒之功效，临床用于防治感冒、

流行性感冒[1]。芳香腊梅叶具有浓郁的香味，其精油

成分不仅具有镇痛、镇咳、祛痰作用，还能抑制食欲，

明显缓减小鼠的体重增长，起到减肥作用[2]。长期以

来芳香腊梅制剂一直依赖野生资源，另外随着芳香

腊梅产品开发的深入，市场需求量逐年增加，导致野

生资源蕴藏量迅速下降，有些传统产区已经很难找

到野生芳香腊梅。因此，芳香腊梅人工栽培技术研

究是保障芳香腊梅产业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而系

统深入地开展芳香腊梅种质资源的调查、收集是人

工栽培的基础。因此在芳香腊梅分布区内系统的调

查、收集其种质资源，对种质进行生物学特性评价，

选育出适合人工栽培的芳香腊梅优良种质，建立芳

香腊梅活体种质资源库和良种繁育基地，对于我国

芳香腊梅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芳香腊梅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查阅

先后查阅了浙江省情报中心馆藏资料库、中文

科技期刊全文库、中国科技论文数据库、中国学位论

文数据库、中国科技成果数据库、重大成果（原科技

成果）数据库、科技奖励项目数据库、火炬计划数据

库、中国发明专利数据库、中药学文献数据库、农业

基础科学文献数据库等文献资料。

1.2 野外调查与访问

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2009 - 2010年采用

访问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先后赴浙江、江西、

福建、安徽、广东、广西、四川、湖南等10省20余县市

开展芳香腊梅种质资源调查。在实地调查前，向当

地药材公司、林业局、科技局、腊梅中成药生产企业

等单位和老中医、老药农等了解芳香腊梅资源分布

作者简介：刘祥林（1959-），男，浙江松阳人，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林业技术推广工作。联系电话：1386704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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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资源蕴藏量，保护与利用，以及近年来芳香腊

梅资源的消长情况。同期，还先后查阅了浙江农林

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等植物、中药

材标本。

2 芳香蜡梅资源现状

2.1 种质资源与分布

芳香腊梅是腊梅科腊梅属植物，分布相对较广，

自安徽南部起至浙江、江西、福建、湖北、广西、贵州

及云南等省均有分布。主要分布在湖北宜昌、湖南

新宁和江华水口镇、广西阳朔和桂林（鸡卵果）、江西

安远县和德兴县大茅山区（秋腊梅、毛山茶、香风

茶）、安徽县徽州地区齐云山一带（香风茶）和祁门县

冷水湾及浙江中南部、贵州罗甸（臭腊梅）和兴义（岩

马桑、小坝王）、云南（野腊梅、雪里花）等地。主产于

江西省德兴县大茅山区、婺源县怀玉山区及安徽省

徽州地区其余上一带。Nicely 等[3]把山腊梅的分布

除湖北外，包括了江西、浙江和安徽南部，我国有些

植物学工作者认为浙江腊梅和突托腊梅应归并于山

腊梅，作为山腊梅的同物异名，山腊梅的分布也应包

括以上2个种的分布区。在浙江，民间也有称柳叶腊

梅为“山腊梅”，为畲家食凉茶及畲药脾胃舒的主要

原材料，临床上可用于治疗寒湿困脾、肝胃不和引起

的肠胃不适、腹部胀痛、泄泻等消化道疾病，具有多

种药用功能，国内需求量较大。经过实地考察得到

芳香腊梅通常生长于海拔100 ～ 800米高地稀林及

石灰岩山地、山坡、路边、溪边等，相对零散分布较

多，少有小片状分布。课题组先后赴浙江、江西、福

建、安徽、广东、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等10省20余

县市开展芳香腊梅种质资源调查并作种质资源的收

集。调查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分布区早些年都有芳

香腊梅的分布，分布也比较广，由于经济发展，城市

化进程以及林地开发等人为因素，导致芳香腊梅野

生资源蕴藏量正在迅速下降，许多传统产区已经无

药可采，许多种质资源正在消失。在许多地区如果

没有当地药农或村民带领，找到一株芳香腊梅都比

较困难。野生资源有限，人工种植尚未形成规模，从

而影响到芳香腊梅药材的用药需求。

2.2 人工栽培情况

近年来，随着芳香腊梅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和野

生资源日益锐减，芳香腊梅的栽培也引起了有关部

门和企业的重视，且在采种、育苗、繁育、栽培管理和

采收等人工栽培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张若

惠等[4]研究了包括美国腊梅在内的8种腊梅种子和

扦插繁殖以及幼苗生长。胡根长[5]对野生浙江腊梅

大苗移栽技术进行试验，结果表明精细作床和遮阴

处理对其成活率有极显著影响，成活率可达90%。柳

叶腊梅在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和江西省婺源县也被

称作“香风茶”、“香风草”或“山腊梅”，是休宁山区一

大特产目前已开展人工栽培，也积累了丰富的柳叶

腊梅种子处理及播种育苗方法[6]。由浙江省丽水市

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开发的柳叶腊梅试验示范基

地，在浙江省松阳县大东坝镇灯塔村试种65亩，并试

种成功。

2.3 芳香腊梅化学成分及现代药理研究情况

随着芳香腊梅食药用市场扩大，科技的进步，芳

香腊梅的现代药理研究逐渐深入，芳香腊梅化学成

分的研究以挥发性精油为主，非挥发性成分研究相

对较少。挥发性化学成分又以芳香腊梅叶油成分研

究为多，竺叶青等[7]对腊梅、山腊梅、柳叶腊梅和西南

腊梅4种植物花期与营养期叶的挥发油成分及含量

进行了气相色谱比较，指出至少有8种成分是4个种

共有的，分别是柠檬烯、芳樟醇、龙脑、樟脑、异龙脑

等。刘力等[8]用气相色谱法分析了腊梅科7种植物

叶的精油成分和含量，测得共有成分9种，即除了竺

叶青等测得的8种外，还多了蒎烯，此外，这8种成分

与樟树叶油也十分类似[9,10]。徐年军等[11]用毛细管

气相色谱法对山腊梅的挥发油成分进行了分析，发

现山腊梅挥发性成分主要是烯烃类和醇类物质，其

中烯烃类最多，有33种，其次是醇类物质，有18种，

还有一些酮类、酯类、有机酸等。

近10年来的研究表明，芳香腊梅具有清凉排毒、

防抗感冒、防暑解暑、止泻、减肥、消脂降压、预防心

脑血管疾病的作用。现代药理研究也表明，芳香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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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茶对抗菌消炎、抗病毒效果显著。中国药典记载

山腊梅叶可用于防治感冒和流行性感冒[13]，刁军成

等[14]报道，山腊梅叶药片温热蒸发物质对金黄色葡

萄球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对流感病毒也有抑制作

用。文荟[15]用山腊梅叶制成块状，开水冲服用于解

表祛风、清热解毒、治疗流感，疗效显著。刘文东[16]

因山腊梅叶具有解热作用，抑制多种细菌并具有抗

病毒，增强机体免疫力的作用，用山腊梅叶联合邦纳

治疗手足口病。山腊梅除以上药用价值外，山腊梅

还不仅具有镇痛、镇咳、祛痰作用[12]，还能明显减缓

小鼠的体重增长、抑制食欲，具有减肥功效[17]，并对

高血压、高血脂有一定疗效[18]。

2.4 芳香腊梅开发利用情况

竺叶青等[7]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77版）

一部附录中挥发油测量项的方法，分别制得开花期

与营养期四种腊梅属植物叶的挥发油，它们为淡黄

色油状液体，具特异香味，刁成军[14]将山腊梅水提液

再浓缩将挥发油及浓缩水提液转移至固体载片上，

制成山腊梅片剂。张纪兴等[19]通过正交试验设计采

用胶体磨研磨法，将山腊梅挥发油制成β-环糊精包

合物，不仅可以防止有效成分挥发，而且有利于制备

成固体制剂，增加药物稳定性。山腊梅颗粒是以山

腊梅叶为原料，具有辛凉解表、清热解毒的功能，用

于风热感冒、发热、恶寒和咽痛等症状[20]。目前以食

凉茶为主要成分的制剂降脂轻身茶已投入临床应

用。江西省已开发了一批高技术含量或独家拥有产

品，如八珍液、山腊梅清感茶。丽水市中医院利用山

腊梅基茎叶研制出新药“脾胃舒”，该项研究获得两

项国家专利。由丽水灯塔村国兴茶厂开发生产的柳

叶腊梅茶[实为 柳叶蜡梅]，据相关检测中心部门检

测，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C含量丰富，并含有

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其氨基酸含量高于其它产

品，同时还含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是一种很好的

保健茶。可以相信，芳香腊梅在药用、保健等方面都

有较乐观的前景。

3 芳香腊梅资源保护与利用对策

3.1 加强野生种质资源保护与管理

在民间芳香腊梅长期用于清热解毒，防治感冒、

流行性感冒等，近年来芳香腊梅资源锐减与需求量

逐年增加的矛盾日益突显。要实现芳香腊梅药材资

源可持续利用及其产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对野

生芳香腊梅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准确把握和正确处

理好保护、利用和发展的关系。总的来说，导致全国

资源蕴藏量锐减的主要原因：一是随着现代药理与

毒理研究的深入，芳香腊梅成为我国常用中药材，工

业化生产的芳香腊梅制剂大量应用于临床，特别需

要关注的是，一些企业正在开展芳香腊梅药用、保健

饮料方面研究，一旦开发成功，资源需求量将进一步

加大，如果继续任其“野生无主，谁采谁有”，若干年

后种质资源就将灭绝。二是芳香腊梅适生地大幅减

少。芳香腊梅主要生长在林下石灰岩山地、山坡、路

边、溪边等，随着人类开发的步伐，生长环境遭到破

坏，同时芳香腊梅也常被村民用作柴火砍伐，导致分

布区减小、资源蕴藏量下降、出现了芳香腊梅零星分

布现象。

因此必须加强野生种质资源保护与管理：一是

野生芳香腊梅严禁乱采乱挖，对自然保护区和植物

园内的资源更应作为种质资源加以保护；二是加强

芳香腊梅产地环境保护，保护产区的常绿阔叶林资

源，恢复和扩大芳香腊梅的适生地；三是建立资源利

用补偿机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凡使用野生植物进

行药品生产时，应按照国家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有关

法规，实施破坏资源应予补偿的原则，在芳香腊梅新

药审批时征收资源保护费和资源恢复费，用于资源

保护、开发与监控，达到资源的永续利用。

3.2 选育优良品种

芳香腊梅种子种苗业尚未形成独立产业，仍是

药材生产的附属，处于一种自产自销的原始生产状

态充分利用山腊梅种质资源，选育芳香腊梅优良品

种，推广良种芳香腊梅种植，对提高芳香腊梅优良种质

基础，提升芳香腊梅产业水平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选育芳香腊梅良种简要策略：（1）通过全国多点

取样分析和种源试验，系统生物学与现代生物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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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全面了解药材产地、种苗产地（种源）、生境、年

龄、采收季节、分类学特征、生长性状等因素与质量

的关系，找出影响质量的主导因子，阐明药材质量变

异的规律，揭示山腊梅地道药材的本质和科学内

涵。（2）探求芳香腊梅野生变家种关键技术的研究

（3）通过人工杂交育种、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手段，

寻求良种选育新途径。

3.3 加强人工栽培技术研究

芳香腊梅野生资源相对丰富，但单株产叶量小，

且枝叶的最佳采摘时间在6月份，正值芳香腊梅生长

最旺盛期，在此时大量采摘枝叶，会极大影响芳香腊

梅的生长和树势，减少次年枝叶的产量。循环采摘

将导致芳香腊梅的野生资源减少，造成原料紧缺。同

时，由于野生芳香腊梅的生长环境差异较大，枝叶的内

在质量参差不齐，难以保证芳香腊梅产品的质量。

因此，深化芳香腊梅组织培养进程，保障药用植

物源的稳定且快繁，扩大芳香腊梅药材人工栽培面

积，提高芳香腊梅药材人工经营水平，是保护和发展

芳香腊梅药材资源的根本保证。特别是随着中药现

代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药必须满足“安全、有

效、可控、稳定”的高要求，芳香腊梅药材生产必须中

药材根据《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研究、制订既

适合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芳香腊梅药材生产质量

标准，从产前（种子的品质标准化）、产中（生产技术

管理各环节标准化）、产后（加工贮运等标准化），规

范芳香腊梅生产，建立芳香腊梅GAP基地。开发、生

产芳香腊梅保健饮品的企业，必须严格执行食品药

品相关规定章程，参照药用保健饮品有关要求开发、

生产，并建立企业自己的芳香腊梅基地。

3.4 提升加工技术

芳香腊梅挥发油中的组分多样，生理活性显著，

在香料、日用化工品以及食品工业中也有较大的利

用潜力，作为常用中药材，毒副作用少、应用广泛、疗

效确切，具有极大的开发前景。要大力开展芳香腊

梅加工技术研发和设备改造，重点加强芳香腊梅植

物提取等精深加工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以企业为主

体，充分挖掘民间秘方，结合现代科技，产学研紧密

结合，开发芳香腊梅功能性食品、天然植物提取物、

保健品添加剂等新产品。加强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提升产业科技水平，扩大规范化加工，提高药材附加

值，增加产业效能，推进产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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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花球紧密、坚实、深绿色，花粒细小，单个花球

重量达到采收标准时即可采收。当 9 ～ 10月、

4 ～ 5月份气温还比较高时，晴天应在早上9时以

前采收，阴天可全天采收，雨天不能采收。采收标

准：出口的要求花球横径 11 ～ 14 cm，花茎长

18 ～ 20 cm，单个花球在250 g以上，没有黄花蕾、

病斑、虫斑，花球紧密坚实，深绿色，花粒小，茎不空

心，带叶采收。内销的只要求花球不松散，没有病

斑、虫斑，花球深绿色，花茎长不超过13 cm。

西兰花采收后不耐贮藏，在20 ℃的常温下可保

鲜2 ～ 3天，在0 ～ 5 ℃的低温下，可保鲜7 ～

10天。因此，花球采收后立即进冷库预冷，温度控制

在0 ～ 2 ℃，随后按加工、包装、箱内加碎冰进冷库

贮存或用冷藏车运销出口或内销。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刘庭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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