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苎麻种质资源保存技术研究进展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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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长沙４１０２０５）

摘要：苎麻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本文简要阐述了苎麻种质资源的分布状况。介绍了中国苎麻种质资源的保存现状，总结了
苎麻种质资源田间栽培保存技术及室内保存技术的研究进展。并且针对目前单一的保存方法进行了讨论和分析，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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苎麻（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 ｎｉｖｅａ（Ｌ．）Ｇａｕｄ．）属于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ｅｅａｅ）苎麻属（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素有“中国草”之
称。根据瓦维洛夫（１９５１年）的观点，苎麻起源于中
国的中部和西部…。中国是世界上苎麻种植历史

出了深化苎麻种质资源研究的建议，以及对未来苎
麻种质资源保存的设想。
１

苎麻种质资源的分布状况

最久、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元前６世纪的《诗

苎麻种质资源丰富，据王文采¨１研究苎麻属约

经》陈风篇中就有“东门之池，可以沤聍”的诗句，目

有１２０种，主要分布于热带、亚热带，少数分布在温

前苎麻仍然是我国的重要纺织原料和出口创汇

带；从地理分布上看，亚洲有７５种，美洲有３０种左

产品。

右，大洋洲和非洲也有少量分布。中国约有３２种，

种质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资源，

分布自西南、华南到华北、东北等２２省（区、市），其

是作物新品种选育等科学研究及生产发展的重要物

中中国特有种在我国分布的种群有１２个种和５个

质基础［２】。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作物种质资源的收

变种，多数分布于云南、广西、贵州等省区。有８种

集、保存和利用工作。苎麻作为中国特有的经济作

与喜马拉雅山麓诸国共有，２种与泰国、越南共有，

物，在种质资源研究方面受到科技工作者的高度关

另外８种与日本共有…。从《中国植物志》荨麻篇

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面积最大、保存种类最丰

可以发现苎麻属资源自南向北逐渐减少Ｈ１，同时张

富的国家种质长沙苎麻圃。本文拟对苎麻种质资源

波等¨。经过１０年的考察收集也总结得出，只有细野

分布情况、保存现状及技术进行总结和论述，同时提

麻和赤麻北达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仅在１—２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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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期

（市）分布的稀有种有腋球苎麻等２１种（变种），在２
—５省分布的狭布种有滇黔苎麻等１３种（变种），在

表２

国家种质长沙苎麻圃保存苎麻种质来源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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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有１８种７变种和１６种６变种，这两省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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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省（区）及以上分布的广布种有序叶苎麻等９种
（变种），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的苎麻种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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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和变种数分别占中国苎麻属的８０％和７０％以上，
我国特有分类种群也有９种３变种在其境内
生长‘６。。

我国苎麻栽培种主要分布于１９０一３５。Ｎ、９８０～
１２２。Ｅ之间，根据苎麻的生态适宜性和各地的自然
条件，在中国可以划分为五大苎麻栽培区，分别为秦
岭淮河南部苎麻栽培区、长江北部苎麻栽培区、长江
南部苎麻栽培区、华南苎麻栽培区和云贵高原苎麻
栽培区…。

２苎麻种质资源保存的现状
自１９５８年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建所始，
麻类资源丁作者就着手进行苎麻资源的收集和保存
工作，在“七五”期间建成国家种质沅江苎麻圃，“十
五”期间建成了国家种质长沙苎麻圃。从“八五”开
始，四川、江西、贵州、湖北等有条件的科研和教学单
位也组建了苎麻种质资源保存点¨ｊ。目前，形成了
以国家种质长沙苎麻圃为主，４个苎麻种质资源地
方圃为补充的种质资源保存体系（表１）。在国家种
质长沙苎麻圃，通过原始地的收集、各个保护点的征
集以及从巴西、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引进资源，至
此保存的资源有１９种８变种，２０００多份。国家种
质长沙苎麻圃保存的种质来源于７个国家及我国
１７个省（区、市），保存的数量和种类居世界之最，具
体保存种质资源的来源情况见表２。在这些保存的
资源中包括具有较大经济意义和栽培价值的白叶种
苎麻和绿叶种苎麻，以及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苎麻野

３苎麻种质资源田间栽培保存技术
苎麻系多年生宿根性作物，高度杂合体，遗传背

生种长圆苎麻和光叶苎麻川。

景复杂，采用种子繁殖其后代会发生分离变异一１，

表１

因此苎麻种质资源保存方式历来都是建圃，以无性

苎麻种质资源保存圃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ｉｅｌｄ ｇｅｎｅｂａｎｋｓ ｆｏｒ ｒａｍｉ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繁殖方式田间活体分区栽培保存。据郑长清等¨ｏ】
报道记载，１９９２年采用搜集圃、假植圃、保存圃三圃
制方法建立国家种质沅江苎麻圃，２００１年按照栽培
种质区、核心种质区、野生种质区、性状鉴定区、繁殖
更新区、收集假植区等６区设计建立了国家种质长
沙苎麻圃。圃里面的种质全部采用嫩梢扦插繁殖，
保证苎麻圃中种质纯度和旺盛的生活力，田间栽培
保存关键环节为圃的设计、繁殖、更新及复壮技术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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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苎麻圃的选址和设计

１２卷

右，出苗率为８６％，比分蔸繁殖方法的繁殖系数增

苎麻圃通常建立在背风向阳、土质肥沃疏松、排

加了１０倍以上，并且发现种根砍得越大，地下茎增

灌良好、地势平坦、土壤综合条件较好的地方。以国

重愈慢…４引；分株繁殖技术是在麻蔸人土６—１０ｅｒａ

家种质长沙苎麻圃为例，土壤类型为粘土，前作水

处用刀切取跑马根上发出的麻苗或者在麻株成熟时

稻，表土深度３０ｅｒａ左右，土壤肥力较高，有机质含

拔取脚麻，连根带土进行移栽，此方法也是一种古老

量２％以上，ｐＨ值为５．４—５．７，土地条件较好。地

的繁殖方法，６６７ｍ２老麻的分株苗可以移栽６６７—

势平坦，适宜于机耕作业。圃中设计配备６区。包括

１３３４ｍ２，并且当年可以收获原麻¨ｋ１３１；１９８７年，叶谱

栽培种质区、核心种质区、野生种质区、性状鉴定区、

钦¨４。报道苎麻整蔸催芽繁殖技术，在挖蔸细切种根

繁殖更新区、收集假植区，并且建有喷灌系统、遮荫

繁殖的基础上进行了技术更新，提高了繁殖系数３

网棚、晒麻场等配套设施。在栽培种质区、核心种质

—５倍。

区、野生种质区中种植的种质都已经赋予全国统一

３．２．２

苎麻地上部分无性繁殖技术

苎麻地下部

的编号。为了保护每份种质的纯度，在每个区的周

分繁殖技术的繁殖系数不高，为了保持苎麻种质的

围设定４—６行苎麻主栽品种为保护行，保存的种质

本来优良特性和提高繁殖成活系数，自２０世纪８０

采用长方形分厢栽培保存。每厢宽１．５—１．６ｍ，两

年代以来，许多育种、资源及栽培的专家不断地对苎

厢间开浅沟，沟宽５０ｅｒａ，基本上每份种质保存６—

麻无性繁殖技术主要进行了地上部分的研究。

１０蔸，行株距为０．６ｍ×０．５ｍ，不同的种质之间用水

颜昌敬等¨纠以黄壳早为研究材料，利用组织培

泥隔板或者挖沟砌小砖墙水泥抹平隔开，地下入土

养技术进行苎麻的无性繁殖研究，发现腋芽苗的出

４０—５０ｅｒａ，地上保留１０—１５ｅｒａ的高度。根据种植

苗速度快、数量多、生长快、苗粗壮、出苗整齐、繁殖

种质和种质区的情况，编号、绘制圃位图。国家种质

系数高，但是工作程序繁杂，目前生产上一直未被

长沙苎麻圃保存苎麻种质资源种类丰富，收集范围

利用。

广，尤其是野生种有的属于灌木、有的属于草本植

罗素玉等¨叫报道了麻株离体压条繁殖法研究，

物，从南方到北方均有分布，生长发育、生态习性、抗

结果发现管理适当，保持土壤湿润压条繁殖成活率

寒性等都不同，有些种需要生长在特定的的环境中，

可达９０％以上，并且可以克服无性繁殖和性状鉴定

故在野生种质区根据种质特性保存的方法和保存的

的矛盾，操作简单，且减少病虫害传播。

蔸数上有些差异，为了防止太阳的直射温度过高，还

管和等…１切取麻株顶端带叶的长８．２６±

搭建了荫棚。在圃中基本上能够完成收集后的种质

１．８３ｅｍ、茎部直径０．３０±０．０６ｃｍ、重１．１０－Ｉ－０．４０９、

隔离检疫、保存、田间鉴定、繁殖更新等系列工作，能

叶片数４．６６±０．９４的嫩枝，插入加有吲哚乙酸、萘

够保证种质数量及种质的纯度，尽量避免基因漂移

乙酸或不加激素的生根培养液１００ｍｌ锥形瓶内进行

和种质混杂。

生根培养，一周之后将生根的嫩枝转入盆钵中进行

３．２繁殖更新复壮技术

培养，试验结果发现苎麻嫩梢扦插营养液繁殖法具

苎麻种质资源是高度的杂合体，繁殖复壮技术

有成本低、成苗快、方法简单、繁殖系数高的特点，如

不成熟或者选择不科学就容易造成种质的混杂、退

果按照此方法进行，每６６７ｍ２麻田有３万个麻株，两

化和裂变。为了保证种质的纯度，苎麻种质资源繁

季麻就可以获得５万一６万个扦插材料。

殖、更新及复壮一般都选择无性繁殖。通常情况下

赖占钧等¨副用苎麻嫩茎梢带叶土培扦插繁殖

苎麻种质繁殖技术分为地下部分无性繁殖和地上部

研究，发现８—１０ｃｍ长的嫩梢适合作为扦插材料，

分无性繁殖。

它通过０．１％高锰酸钾溶液消毒５ｒａｉｎ后，扦插于土

３．２．１

苎麻地下部分无性繁殖技术

苎麻种质地

壤中，覆盖薄膜，保持地膜内温度在２０—３５℃之间，

下部分无性繁殖包括分蔸、细切种根及分株繁殖技

湿度为８５％～９５％，６—７ｄ就可以长出不定根，生根

术。分蔸繁殖是长江流域使用的一种比较古老的繁

率为８０．１％一１００％，１０—１２ｄ就可以移栽，此种方

殖技术，春季和冬季最适合分蔸繁殖，一般将挖起来

法取材容易，设备简单，费用低，繁殖系数高，可以当

的麻蔸，砍去萝卜根、病根、腐枯根，然后砍成１５—

年扦插，当年就可以收获原麻。

２０９左右进行繁殖¨“；细切种根繁殖技术是中国农

王国栋等¨引及崔国贤等Ⅲ３分析了影响嫩梢扦

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田庭圃于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研究整

插成活率的几个因素，并且提出了防治的措施；杨泽

理出来的，以黄壳早为研究材料，将种根切成９９左

新等门¨采用５０ｍｇ／Ｌ的ＡＢＴ ｌ号生根粉对嫩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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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浸泡处理，能够增加它的生根率，提高了嫩梢扦插

用嫩梢扦插繁殖方式ｍ】，细切种根繁殖和离体压条

的成活率；严文淦等”２１报道苎麻叶（带芽原基）扦

技术也经常应用于小面积苎麻无性繁殖。熊和平

插繁殖技术研究，在二麻生长中期，取自生长点开始

等¨列对种苗的繁殖方法进行总结和分析，结合目前

往下４—１４片叶作为研究材料，采用薄膜覆盖，试验

农民的生产实际情况，初步建立了种苗繁殖技术行

结果发现，茎梢第１４节以内的叶插都有生根、出苗

业标准（２００６年通过农业部审核），该标准中采用的

的能力，但不同叶龄期叶插，发根能力有很大差异。

繁殖方法为嫩梢扦插繁殖方法。

从生长点往下第４—５片幼叶生根成活数最多，根
系发达，生根率８０．０％；第８一ｌＯ片叶生根成活数

４苎麻种质资源的室内保存技术研究

次之，生根率为６４．４％；第１２—１４片叶生根率为

苎麻种质资源历年来采用田间种植集中保

３５．５％，生根的叶芽原基分化长苗，通过研究发现它

存，这种保存方式难以切断各个体间病害的传播，

的生活期长，要６０—９０ｄ之后才可以移栽人大田。该

也不能有效地抵御自然灾害。如中国农业科学院

试验相对于其他的无性繁殖技术优点为可提供的扦

麻类研究所的杨家排苎麻种质资源圃１９６３年发

插材料丰富。

生的苎麻青枯病害，资源全部感染，最后焚烧重新

邝秀明等¨列对苎麻地上部分营养繁殖研究进

建圃；１９９６年的沅江洪水灾害，国家种质沅江苎麻

行了综述，分析了各种繁殖方法的理论，总结苎麻地

圃中９００多份种质丢失。并且田间保存种质需要

上部分营养繁殖的技术为腋芽组织培养，离体压条，

占用大量的土地，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

嫩梢或者幼苗扦插、带芽原基的叶扦插。

资源进行监控、繁殖更新、安全性保存等。为了安

３．２．３各种繁殖方法的比较研究

各种苎麻种质

全而稳定地保存种质，减少自然条件对种质的生

的繁殖技术，都有其优缺点，为了保证种质的纯性和

长影响，以及种质问病虫害的传播等情况，资源研

满足苎麻圃建设或者种质的繁殖更新，选择合适的

究者们从未中断过对苎麻资源的保存方式进行改

繁殖技术非常的重要。

良和创新研究。

１９９２年，郑长清等¨则为了建设好国家种质沅

李树川［ｚ４１以圆叶青、黄壳早、湘苎一号、芦竹

江苎麻圃，探索得到大批量快速繁殖不带病种质，进

青、“７９．２０”、黄壳麻、武岗本地麻等为研究材料进

行了种根、小种根、离体压条、嫩梢扦插及叶插等繁

行茎尖低温保存研究。经过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４年的

殖方法的比较研究，结果发现种根繁殖成活率最高

试验研究，苎麻茎尖在５一１０。ｃ的低温下保存６

为９８％，其次是小种根繁殖系数为９２．３％，离体压

个月，试管苗茎尖经过诱导不定芽、长苗分化培

条的繁殖系数为７３．３％，嫩枝扦插成活率为

养、长根培养获得了完整的植株，出苗率仅１０％。

８２．９％；在繁殖系数方面，叶插可以在每株麻上削取

继续培养低温保存９个月后诱导出苗率为零。

７片带叶原基的叶，繁殖系数最高达到１２０～４６０，为

超低温保存能够减少植物间病毒传播，抵御

５种繁殖方法中最高，嫩梢扦插繁殖系数其次，为５０

外界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保存效果稳定。自Ｎａｇ

—２００。繁殖后代带病情况鉴定，主要为苎麻常见病

和Ｓｔｒｅｅｔ【２纠首次成功地超低温保存胡萝卜的悬浮

根腐线虫病，离体压条、嫩梢扦插及叶插繁殖取地上

细胞以来，在国内外进行过超低温保存的植物材

部分的麻株切断了该病的传播，繁殖后后代不带病；

料已达百余种，有豆类、花卉等旧“。苎麻种质的超

种根和小根都难以根除潜伏病原；一年之后调查还

低温保存研究起步比较晚，目前未见成功的报道。

表明种根繁殖比小根繁殖带线虫多。繁殖一年后通

本课题组自２００８年对苎麻种质的超低温保存进

过后代形态调查可以明显看到种根、小根和嫩梢扦

行研究，以野生种微绿苎麻及青叶苎麻和选育品

插繁殖的麻株生长整齐、粗壮，且种蔸健壮；离体压

种中苎ｌ号为材料，进行了腋芽和茎尖的超低温

条和叶插是由不同的叶原基分化成苗，故后代麻株

玻璃化法保存研究。取腋芽或茎尖在１／２ＭＳ＋

生长不整齐，麻蔸的生长发育程度也不一致。通过

６一ＢＡ

繁殖取材、成活率、繁殖系数、带病状况及培管技术

改良过的ＰＶＳ２冷冻剂，通过程序降温盒（每ｍｉｎ

等方面权衡，得小结论嫩梢扦插更适合大批量苎麻

降１℃），在一７０℃的超低温冰箱中预冷，再直接放

快速繁殖，适合苎麻圃的繁殖更新。

于一１９６℃的液氮中进行保存，进行了保存１—２ｄ

０．５—１．０ｍｇ／Ｌ培养基下预培３—４ｄ，添加

同样，在苎麻的生产和育种方面，通过３０多年

的试验。微绿苎麻超低温保存后腋芽的出苗率为

的实践检验，一般大面积的繁殖苎麻基本上都是采

１２．８％；六排青叶苎目前还未有成活苗，但是ＴＴＣ

万方数据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ｊ

１８８

检测的结果为５０．４２％；中苎Ｉ号玻璃化超低温保
存正在研究中，目前取得了最佳培养腋芽和茎尖
的组培方法。

５讨论与建议
５．１

苎麻种质资源保存技术

１２卷

投入。
核心种质是以最小的资源份数和遗传重复最大
限度地代表该物种的遗传多样性”３１，建立核心种质
库可以有效地克服和缓解庞大的资源种植规模所带
来的困难和压力，有利于种质资源的保存、评价和创
新利用。国内外先后在扁豆、大麦、芝麻、水稻、小

在中国，苎麻种质资源的保存工作非常受到

麦、大豆等作物上进行了核心种质的构建研究工

重视，自１９５９年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就对

作Ⅲ日引，在苎麻方面还未有成功的案例进行报道。

苎麻种质资源进行建圃保存，“七五”期间，建成了

核心种质的研究或应用成功将会极大地简化和方便

国家种质沅江苎麻圃，“十五”期间，为了避免洪水

大量资源的管理工作。其次，在核心种质的构建过

侵犯，对圃进行了迁移，建成国家种质长沙苎麻

程中，促进了种质交流、新种质的收集，资源研究者

圃。此圃基本上能够满足目前苎麻资源安全保

还可以通过这一过程对苎麻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进

存、及时的繁殖更新，以及为科研、育种、教学等提

行全面详细的考查、分析和评价，开展更深入的研

供材料。但其保存方式单一，仍然以田间种植保

究，从而获得对遗传资源更全面的认识。再次，核心

存，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受劳动力成本、土地资

种质的构建有利于提高优异种质的利用率，有利于

源贫乏、生态环境污染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田

育种工作者寻找优异基因＂”“。

间栽培保存种质的投入增加，难度和任务加重，种

５．２苎麻野生种保存方式方法

质的安全性保存降低。尽管研究者进行了低温和

随着时间的迁移，全球经济的发展，垦荒、放牧、

超低温保存等方式方法研究，但是研究结果和实

基础设施的修建，开发区及旅游点等的建设和规模

际应用差距较大。

的扩大，以及环境的污染等多重因素，致使苎麻野生

为了更好地对苎麻种质资源进行安全保存，且

资源的自然群落正在迅速的减少，有些濒ｌ临灭绝。

便于以后苎麻资源的评价、鉴定、优异基因的发掘以

目前，苎麻圃中的野生资源都是异地搜集，基本上都

及资源的共享工作，资源保护研究者必须在对苎麻

是按照栽培种的保存方式保存。由于苎麻野生近缘

圃现有资源安全保存的基础上，对当前保存方法进

种生长的环境各异，一些种对异地的环境适应性比

行完善和创新，并且对圃中的资源进行全方位的深

较弱，因此在现有的苎麻圃中，有必要根据不同种的

入鉴定及评价。本研究针对苎麻无性繁殖的特点，

特性建立模拟原生态环境的异生圃，以便对其进行

归纳总结前人研究的实践，认为超低温保存技术和

安全保存。

核心种质的建立研究，对苎麻种质资源的保存非常
有价值和意义。

苎麻异地保存不失为一项具有前瞻性的科学决
策，但是异地保存不利于遗传进化和多样性的发展，

迄今，超低温保存被科学家认为是无性繁殖植

有可能由于基因漂移和重组等因素，使得野生苎麻

物长期保存的理想方法，它的原理是植物材料的代

种质潜在的具有利用价值的基因受到破坏或者丢

谢和生长活动在液氮液相（一１９６℃）或液氮雾相

失。同时异地保存只能根据科学家的直观判断选取

（一１５０。Ｃ）的超低温条件下几乎完全停止，植物材

不同类型的材料，而生物界本身的复杂性和科学技

料处于相对稳定的生物学状态，因此能够有效保持

术水平的局限性，使得收集的材料无法代表群落丰

材料的遗传稳定性，同时又不会丧失其形态发生的

富的遗传多样性，而正是这些遗传多样性，可能蕴藏

潜能，理论上能够无限期地保存植物材料心７’３２１。并

着许多目前尚未认识的优异基因，只有在原生地完

且它属于室内保存技术，相对于田问保存需要的空

整的保存这些遗传资源，才能使得科学家在未来的

间比较小，劳动力强度少，使用方便，不受外界环境

研究中源源不断地发掘其潜在的利用价值”“…。

条件的影响，并且可以隔离各个种之间的病毒传播。

苎麻野生种的原生境保护在全球都是空白，因此有

如果采用液氮保存，保存２０００份左右的种质，一年

必要启动苎麻野生种原生境保护的工作，制定相应

的费用大概１万元左右，而田间保存一年的土地租

的研究方案，进行原生境的选点和保护。苎麻起源

金就要上万，还要进行冬培、除草、喷药等复杂田间

于中国，根据学者们对起源中心的研究¨】，可以在

工作。故超低温保存有可能是苎麻种质长期安全高

长江流域、黄河中下游和云贵高原对野生种分布点

效保存的最佳选择，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加大科研

进行调查，根据野生种分布的集中度、面积大小、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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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Ｊ］．中国麻业科学，２０００．２２（３）：１０．１２

传多样性的丰富程度等建立原生境保护点，进行长
期繁殖保存，这样对于苎麻野生种的保存，不失为一
种安全而有效的方法。

［２ｌ】

杨泽新，陈培燕，邹淑玖。等．ＡＢＴＩ号生根粉在苎麻嫩枝扦插

［２２］

繁殖技术上的应用［Ｊ］．中国麻业科学．１９９５，１７（２）：２２．２４
严文淦，李俊，臧巩固，等．苎麻叶（带芽原基）扦插繁殖技术

［２３］

研究［Ｊ］．中国麻作，１９８６（２）：２３．２７
张从勇．“华苎五号”新蔸麻速生丰产栽培技术［ｊ］．中国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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