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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我国加入WTO，新兴的花卉品种不断引进国内，其中球根花卉在种球国产化生产

技术研究也得到迅速发展。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花卉品种多样化的

需求不断增加，为了推动彩色马蹄莲种球国产化生产技术水平，规范管理，不断提高质量

和效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提出。

本标准由北京市农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花卉协会、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 

本标准起草人：周涤、王春城、单宏臣。 



彩色马蹄莲种球繁育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彩色马蹄莲组培苗生产技术、生根苗驯化技术、种球培育技术。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地区彩色马蹄莲种球塑料大棚生产技术。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彩色马蹄莲  calla lily(Aestival types)

    除佛焰苞为白色的马蹄莲（Z.aethiopica）之外的同属植物的原种及杂交种的总称。

2.2　

一年生子球  one year-old tuber

组培苗栽培一个生长季发育而成的块茎。

2.3　

二年生子球  two years-old tuber

一年生子球栽培一个生长季发育而成的块茎。

3　组培苗生产技术

3.1　繁殖

3.1.1　外植体的采集

    采集外观健康、饱满、无病变、无霉变、直径≥4cm的球茎上的顶芽或侧芽为外植体。

3.1.2　灭菌及初代培养

采用次氯酸钠溶液对外植体进行消毒灭菌5min～10min，接种在基本培养基上，一瓶试

管放入一块外植体，14d后没污染的外植体转入诱导培养基中。培养30d后转入继代培养基

上。

基本培养基为：MS，3%蔗糖，pH 

5.8。培养条件为23℃～25℃，光照12h，2500Lux～3500Lux。



诱导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附加生长调节剂。培养条件为23℃～25℃，光照12h，2500L

ux～3500Lux。

3.1.3　继代培养

每20d～30d继代一次。

继代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附加生长调节剂。培养条件为23℃～25℃，光照12h，2500L

ux～3500Lux。继代20次后应更换继代材料。

3.1.4　生根培养

将芽高达到2cm的健壮植株转入生根培养基中进行生根培养。10d～20d生根。

生根培养基为：1/2MS，3%蔗糖，0.1%活性炭，pH 

5.8附加生长调节剂。培养条件为23℃～25℃，光照12h，2500Lux～3500Lux。

3.2　生根苗出瓶质量指标

    合格的生根苗应健壮、株高为2cm以上，基部生根2条以上，根长1cm左右。

4　生根苗驯化技术

4.1　环境条件

    在光照、温度、湿度可调控的温室进行。相对湿度为60%～90%，光照时间12 

h～16h，光强为3000Lux～10000Lux。

4.2　基质

采用的基质要经过消毒，不得含有病原。要求基质疏松、透气和具有一定的保水性能。

使用草炭∶珍珠岩=2∶1，加入适量蛭石可增加基质的保水性，混合均匀后填入苗床或育苗盘

备用。

4.3　移植 

    

将生根苗根部附着的培养基清洗干净，操作时尽量避免损伤根系。清洗干净的生根苗用杀

菌剂药液浸泡15min～20 min，取出后进行移植。常用杀菌剂见附录A。

移植时用工具插孔，然后将小苗舒展根系后植入，种植深度以基质盖住幼苗基部不露

根为宜，种植后采用杀菌剂结合定根水浇灌进行消毒。移植密度为：每平方米600～800株苗

。



4.4　驯化管理

4.4.1　温度

    适宜环境温度为18℃～25℃。通过通风、遮阴进行温度调节。

4.4.2　湿度

    

相对湿度为60%～90%。初期要求相对湿度80%～90%，7d后逐步降低，通过通风进行湿度

调节。

4.4.3　光照

    

光照时间12h～16h，光强=3000Lux～10000Lux。驯化21d开始逐渐增加光照时间和光强。

4.4.4　水分和施肥

浇灌水的pH5.8～7.2。采取少量多次的方法进行保持土壤和空气的湿度，保持基质含

水量60%～70%。定植28d后，待根系开始生长时，进行正常的水分管理。

驯化21d～28d后新根开始生长时，需要进行根外施肥，N∶P∶K比=2∶1∶1，浓度为0.3%～0

.5%，采用先低后高的原则。避免使用高浓度的氨态氮肥。7d～10d施肥一次。

4.4.5　病害防治

满足上述环境条件的要求的同时以预防细菌性病害为主，每14d～21d浇灌一次杀菌剂

，常用杀菌剂见附录A。

4.5　生根苗驯化时间

    生根苗驯化28d～42d后可移植。

4.6　驯化生根苗质量指标

    

驯化生根苗要品种确定；叶色正常，无黄叶；叶片数3片以上；苗高5cm以上；新生根2条以上。

5　种球培育技术

5.1　繁育地的条件和设施

    海拔400m以上，夏季日均温在25℃以下，无霜期160d以上，水源充足的区域。

生产设施为塑料大棚。

5.2　一年生子球生产

5.2.1　栽种前准备

5.2.1.1　设施



可采用塑料大棚进行栽培；需要安装防虫网便于通风和防止害虫的进入；安装喷灌或

滴灌设施。在炎热、雨季集中的夏季，特别注意预防腐烂病的发生。 

栽植床宽度为1m～1.2m，深度15cm～20cm。

5.2.1.2　基质

采用基质栽培，基质选择：基质应疏松，透气性、排水良好基质材料。可采用泥炭+珍珠

岩（直径0.3mm以上大颗粒）=3:1的比例混合，也可根据当地情况，混合一定的沙壤土。要求

土壤微酸性，pH 5.0～6.5。

基质消毒：对新基质一般不需要进行消毒，重复使用的基质应进行物理方法或化学制

剂法消毒，基质消毒方法见附录B。

5.2.2　栽植密度

    每平方米200～250株苗。

5.2.3　栽植时间

采用塑料大棚于四月上旬后栽植。

5.2.4　栽植深度

以浇水后苗不倒，不露根为宜。

5.2.5　栽植后管理

5.2.5.1　浇水

在定植后，用杀菌剂(见附录A)溶液与定根水一同浇入。最初的21d～28d应保持基质表

层湿润，防止根尖干枯受损。可以采用喷雾方式进行，少量多次。

浇水应在上午9～10点进行，浇水要均匀有规律，忌过干和过湿，在7～8月的高温季节

是腐烂病发生严重的关键时期，要注意控水，采取一次性浇透，让基质表面干透1cm～2cm

再浇为宜，同时也可以在土壤表面覆盖1cm～2cm的锯末或腐叶土来降温保温，这样可以缓

和温湿度的变化，减少病害的发生。

进入9月份以后，气温开始下降，彩色马蹄莲开始逐步进入休眠期，叶片养分向地下部

分的转移和积累，这时要减少浇水的频率直至停止浇灌。

5.2.5.2　施肥

刚定植的种苗在根系恢复阶段可以不需施肥，定植21d后开始施肥。前期(21d～42d)N、P、K比=2:1:1
，避免使用高浓度的氨态肥，每10d一次，中期苗健壮时适当增加。中期（49d～98d）N、P、K比=1:1:1，后
期（105d～140d）N、P、K比=1:3:2，施肥应考虑与水分管理相协调；采用叶面喷施，施肥后立即浇水冲洗



叶面，防止烧叶，种球采收前60d停止施肥。施肥量为每100平方米施用无机肥0.5kg。生长各期应施用适
量微肥。最好在生长阶段，采集基质样品进行分析，了解施肥水平，及时调整。既要保证生长的需要，又

要防止盐分的积累。夏季高温季节，适当减少施肥量。

5.2.5.3　病虫害防治

以预防为主。在雨季前后每隔15d～20d结合浇水浇灌杀菌剂（见附录A），雨季7d～10d一次。细心管
理，发现病株要及时清除。同时需要降温、加强通风、水肥的综合管理。

预防蚜虫、飞虱的危害。每10d～15d喷洒一次杀虫剂（见附录A）。
5.2.6　采收

    待叶片开始发黄枯萎时将种球挖出，放于阴凉通风处。操作中防止损伤球茎表皮。

5.2.7　分级

    

按球茎直径不同进行分类码放。消毒后进行贮藏。球茎按直径≤2cm，2cm<直径≤3cm，3cm<直

径≤4cm进行分级。

5.2.8　贮藏

    

存放在通风，室温条件（22℃～25℃）存放2个月即可种植，5℃～12℃条件最多可存放10个

月。

5.3　二年生子球生产

5.3.1　选种

    应选择健康无病斑的一年生子球。

5.3.2　栽种前准备

5.3.2.1　设施

    栽植床深度20 cm～25cm。其他同5.2.1.1。

5.3.2.2　基质

同5.2.1.2。

5.3.3　栽植密度

    
直径≤2cm的子球每平方米200球。2cm<直径≤3cm子球每平方米150球。3cm<直径≤4cm子球每
平方米100球。

5.3.4　栽植时间

同5.2.3。
5.3.5　栽植深度

    栽植深度相当于子球的直径。
5.3.6　栽植后管理

5.3.6.1　浇水

种植后，用杀菌剂溶液浇灌。最初的21d～28d应保持基质表层湿润，防止根尖干枯受

损。可以采用喷雾方式进行，少量多次。



开始萌芽后，植株生长速度加快，需水量增加。浇水应在上午9～10点进行，浇水要均

匀有规律，忌过干和过湿，在7～8月的高温季节是腐烂病发生严重的关键时期，要注意控

水，采取一次性浇透，让基质表面干透1cm～2cm再浇为宜，同时也可以在土壤表面覆盖1c

m～2cm的锯末或腐叶土来降温保温，这样可以缓和温湿度的变化，减少病害的发生。

进入9月份以后，气温开始下降，马蹄莲开始逐步进入休眠期，叶片养分向地下部分的

转移和积累，这时要减少浇水的频率直至停止浇灌。

5.3.6.2　施肥

每100m2施用三元复合肥（14-14-
14）3kg～5kg，结合整地作畦进行。种球发根萌芽阶段可以不需追肥，定植21d后开始追肥肥。前期(21d～
42d)N、P、K比=2∶1∶1，避免使用高浓度的氨态肥，每10d一次，中期苗健壮时适当增加。中期（49d～98d）
N、P、K比=1∶1∶1，后期（105d～140d）N、P、K比=1∶3∶2。施肥应考虑与水分管理相协调；采用叶面喷施，施
肥后立即浇水冲洗叶面，防止烧叶，种球采收前60d停止施肥。施肥量为每100 
m2施用无机肥0.5kg。生长各期应施用适量微肥。最好在生长阶段，采集基质样品进行分析，了解施肥水
平，及时调整。既要保证生长的需要，又要防止盐分的积累。夏季高温季节，适当减少施肥量。

5.3.6.3　病虫害防治

同5.2.5.3。

5.3.7　采收

同5.2.6。

5.3.8　分级

按球茎直径不同进行分类码放。消毒后进行贮藏。球茎按直径≤2cm，2cm<直径≤3cm，3cm<直径≤4cm，
直径＞4cm进行分级。

5.3.9　贮藏

同5.2.8。



（资料性附录）

常用杀菌剂、杀虫剂

A.1　常用杀菌剂

常用杀菌剂见表A.1。

表A.1  常用杀菌剂

名称 规格 用法用量 备注

五氯硝基苯 70%粉剂
土壤消毒按每平方米8g～9g，拌入细

土，施入播种沟或播种穴内。
药剂不得与幼苗直接接触

多菌灵 50%可湿性粉剂
稀释600～1000倍液喷雾或浸种；土壤
消毒按按每平方米6g～8g。

长期连续使用易引起病菌产生

抗药性，应与其他杀菌剂轮换使

用。

甲基托布津 50%可湿性粉剂
稀释700～1000倍喷雾或1000～2000

倍浸种。

长期连续使用易引起病菌产生

抗药性，应与其他杀菌剂轮换使

用。不得与多菌灵轮换使用。

农用链霉素 15%可湿性粉剂

喷雾浓度为100ppm～400ppm，灌根浓

度为1000ppm～2000ppm。7d～10d一次

，连用3次。

最好与其他抗菌素、杀菌剂轮换

或混合使用。

农用硫酸链霉素 72%可溶性粉
每1000万单位用60kg水稀释喷雾。7d

～10d一次，连用3次。

水合霉素 88%可溶性粉
稀释1000倍喷雾。7d～10d一次，连用

3次。

不能与碱性农药或碱性水混合

使用。

扫细 30%悬浮剂 稀释400～500倍喷雾。

A.2　常用杀虫剂

常用杀虫剂见表A.2。

表A.2  常用杀虫剂

名称 规格 用法用量 备注

吡虫啉 10%可湿性粉剂
按每亩10g～20g兑水50kg喷雾。防治

飞虱和蚜虫。 

辛硫磷 50%乳油
800～1000倍液浇灌土壤，防治地下害

虫。

不能与碱性农药，如石硫合剂混

合使用。

氧化乐果 40%乳油 1500倍液喷雾防治蚜虫、蓟马等。 不能与碱性农药混合使用。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基质消毒方法

B.1　物理方法

—
般采用蒸汽消毒，即将多孔的管子平放并埋入土壤耕作层约20cm深，地表严实地覆盖塑料薄膜，然后从
蒸汽锅炉中放出200℃左右蒸汽，使土壤温度上升70℃～90℃，持续保持0.5h～1h即可。然后再用清水淋
洗掉因持续高温从土壤中释放出来的锰、铜等有害离子。此方法较适合于离地苗床栽培中使用。在冬季

进行土壤的翻晒也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

B.2　化学制剂法

B.2.1　威百亩消毒

属低毒药品，即在整好的墒面上，按每亩4kg用药量，对水稀释，用喷雾器均匀喷洒在墒面上，然后
再重喷一次水，让土壤湿润，最后用完好的塑料薄膜覆盖，四周压实。一般处理15d后掀膜，翻地即可。它
既能杀菌，又能防治地下线虫，还有一定的除草功能。操作应选在早晚凉爽环境中进行，之后要求墒地

土温保持在15℃以上效果较好。
B.2.2　五氯硝基苯消毒

在潮湿的基质上，按每平方米10g用药量拌毒土，均匀撒在基质床上，然后再重喷一次

水，让基质湿润，最后用完好的塑料薄膜覆盖，四周压实。一般处理15d后掀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